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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对企业价值链参与的影响*
  

——基于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刘  斌  顾  聪 

内容提要：跨境电商作为企业间信息集聚、沟通协作的重要平台，是推动企业参与全球生产分

工的重要载体。本文利用阿里巴巴国际站会员企业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

据库三套高度细化的微观企业数据，合并后使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差分法相结合的PSM‒DID方法计量

分析跨境电商对企业价值链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跨境电商通过降低搜寻匹配成

本和市场进入门槛促进企业价值链参与；从企业异质性视角看，跨境电商降低了企业参与全球生产

分工的“门槛”，与相对规模较大的企业相比，跨境电商对相对规模较小企业价值链参与的促进作

用更为明显。跨境电商大幅拓展了企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生产率边界”，与高生产率企业相比，

跨境电商对低生产率企业价值链参与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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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on Enterprise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Micro Data 

Liu Bin & Gu Cong 

Abstract: Cross-border e-commerce, a major platform for information gathering,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become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division of 
production. This paper employs three sets of highly detailed micro enterprise data, including the Member 
Enterprise Data of Alibaba International Station,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Database and China 
Customs Database, adopts the method of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d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on enterprise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generally, cross-border e-commerce promotes enterprises’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 by reducing 
searching and matching costs as well as market entry costs; in terms of enterprise heterogeneity, 
cross-border e-commerce reduces the “threshold” for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division of 
production. E-commerce tends to promote the participation of small enterprises in the value chain more 
prominently,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large enterprises. Cross-border e-commerce tremendously expands 
the “productivity boundary” for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division of production, and 
compared with enterprises with high productivity, cross-border e-commerce boosts more significantly the 
participation of enterprises with low productivity in the glob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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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不断蔓延的逆全球化浪潮和持续加剧的地缘政治风险对全球生

产分工产生重大冲击，全球经济贸易亟需新的增长点和助推力。跨境电商作为重要的贸易新业态，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逆势增长”，成为推动全球贸易的重要驱动力。与传统贸易不同，“蛇形”

和“蜘蛛形”全球生产网络增加了中间品跨境次数，对跨境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削减提出了更高要

求。跨境电商平台是国内外市场信息产生、汇聚、交换的重要枢纽，打破了传统交易中的时空束缚，

大幅减少了搜寻匹配成本，提高了信息交换效率，通过线上平台促进了生产链条彼此分割企业的“空

间集聚”
①

 ，形成了低成本、高效率的点对点连接（江小涓，2017）。跨境电商作为推动企业融入全

球生产分工的重要驱动力，受到国际组织、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世界银行于2020年发布

的《世界发展报告：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以贸易促发展》认为，数字平台公司构建了企业“线上化”

交易路径，大幅削减了贸易成本，促进了全球生产分工。2021年商务部、中央网信安全和信息化委

员会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三部门联合发布的《“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明确指出，

“十四五”时期，电子商务将充分发挥联通线上线下、生产消费、城市乡村、国内国际的独特优势，

全面践行新发展理念，以新动能推动新发展，成为促进强大国内市场、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抢

占国际竞争制高点、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动力。 
关于跨境电商对企业价值链参与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与本文 为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在电子

商务对企业进出口贸易影响方面。囿于跨境电商企业层面数据的可获性，鲜有文献直接研究跨境电

商对企业价值链参与的影响。2000年以来，以阿里巴巴国际站为代表的跨境电商平台发展迅速，截

至2021年，阿里巴巴国际站拥有2600多万家活跃企业采购商，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

球数字化新外贸的重要载体。本文利用合并后的阿里巴巴国际站会员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计量分析跨境电商对企业价值链参与的影响。与以往研究相比，本

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包含如下三方面。 
首先，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增加值视角分析跨境电商对企业价值链参与的影响。以往研究

价值链参与影响因素的文献大多集中于要素禀赋、规模经济、对外直接投资、融资约束、中间品关

税等视角，鲜有文献研究跨境电商对企业价值链参与的影响。中间品频繁跨境对搜寻匹配成本、市

场进入门槛产生叠加效应，跨境电商在降低上述成本上的优势显而易见。本文研究将进一步拓展价

值链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 
其次，在数据使用方面，本文利用微观企业数据计量分析跨境电商对企业价值链参与的影响。

囿于跨境电商企业数据的可得性，许多文献通常运用互联网或邮箱作为电子商务的替代指标，尽管

少数文献更进一步，运用了阿里巴巴中国站企业数据（岳云嵩和李兵，2018），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阿里巴巴中国站主要面向国内市场，运用该数据度量跨境电商企业无疑会导致样本选择偏差。考虑

到上述问题，本文运用阿里巴巴国际站数据对跨境电商指标进行度量。本文将阿里巴巴国际站会员

企业数据（是否为阿里巴巴国际站的金牌供应商）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

进行合并，利用合并后的面板数据计量分析跨境电商对企业价值链参与的影响。阿里巴巴国际站是

我国 大的B2B跨境电商交易平台，通过识别阿里巴巴国际站会员企业能够保证跨境电子商务企业

——————––—– 
①“蛇形”和“蜘蛛形”全球价值链是根据全球供应链中企业的地理位置对全球生产链条的形状进行描述，其中“蛇形”全球价值链

刻画的是“自上而下”的线性的全球生产链条，每个生产阶段均对应着投入要素的跨境，导致贸易成本叠加；“蜘蛛形”全球价值链是轴

心轮辐状的全球生产链条，从地理位置上看，一级零部件供应商分布在中央装配厂周围，中央装配厂将 终产品运输到 终目的地，“蜘

蛛形”全球价值链通常对应投入要素的两次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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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为本文计量分析跨境电商对企业价值链参与的影响提供了可行路径。 
后，在指标构建方面，本文充分考虑企业出口类型差异可能导致的价值链参与指标测算偏误，

并据此进行修正。本文将出口企业划分为代销出口企业、直接出口企业和混合出口企业，据此对企

业价值链参与进行再次测算，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由于出口类型差异导致的企业价值链参与测算误差。 

二、文献综述 

增加值测算的突破性进展为今后国内外学者计量分析价值链参与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数据支撑。

马述忠等（2017）计量分析融资约束对企业价值链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是促进

企业价值链升级的有效路径。王孝松等（2017）利用我国行业层面的反倾销数据构建我国行业层面

贸易壁垒的指标，计量分析非关税壁垒对我国各行业价值链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壁垒对我国

各行业价值链参与和价值链升级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罗伟和吕越（2019）通过估算各贸易增加值

中外资占比，计量分析外资进入对我国出口增加值规模和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进入提高了我

国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深度和复杂度。刘斌和潘彤（2020）使用国际机器人协会（IRF）的机器人数

据计量分析人工智能对全球生产分工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工智能通过削减贸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

效率等方式促进了我国行业和企业价值链参与。 
当前鲜有文献研究跨境电商对价值链参与的影响，与本文 为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在电子商务

对传统贸易影响方面，研究内容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首先，电子商务具有贸易成本削减效应。Cho
和Tansuhaj（2011）通过系统比较电子商务和传统贸易中介发现，电子商务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对

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等贸易限制因素的削减作用更为明显。Lendle等（2016）基于61个国家的线上

贸易数据研究发现，跨境电商通过降低搜寻匹配成本削减由距离引致的贸易成本。Kim等（2017）
发现电子商务平台有助于缩短贸易双方的交易时间和心理距离。鞠雪楠等（2020）利用敦煌网

2013—2016年国家、省份和行业层面的宏观数据计量分析跨境电商的贸易成本削减效应，研究表明

跨境电商通过削减固定贸易成本等方式拓展了贸易边界。其次，电子商务成为推动企业从事进出口

贸易的重要驱动力。茹玉骢和李燕（2014）将邮箱和网址作为电子商务的替代性指标计量分析电子

商务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表明电子商务显著提高了企业从事出口贸易的概率。温珺等（2015）
采用1999—2012年19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计量分析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电子商务显

著促进了进出口增长。岳云嵩和李兵（2018）将爬虫所得的阿里巴巴中国站企业会员数据作为识别

电子商务企业的重要指标，计量分析电子商务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表明电子商务通过提高企业

生产效率和降低出口贸易门槛等方式，增加了企业出口规模，提高了企业出口概率。 
上述文献较为充分地探讨了电子商务对传统贸易的影响，为本文研究跨境电商对企业价值链参

与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跨境电商通过数字平台拓展了企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路径，对全

球价值链体系的重塑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当前直接研究跨境电商对企业价值链参与的文献相对较

少。全球生产分工进入深度结构调整期，如何更好地促进企业价值链参与、培育国际贸易竞争新优

势亟需从理论和经验上予以论证。 

三、典型事实 

（一）跨境电商的典型事实分析 
跨境电商构建的“线上化”交易平台已成为企业进行国际贸易的重要引擎，在2008年国际金融

危机之后，发挥了重要“稳定器”的作用。首先，从总体上看，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快速增长，年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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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增长率达22.42%，跨境电商交易额占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2011年跨境电商

交易额占货物贸易额的比重为17.19%，截至2020年该比重上升至38.86%，2011—2020年我国跨境电商

年均增长率为24.82%，为同期货物贸易增长率的2.53倍。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生产分工放缓，跨境

电商实现“逆势增长”，成为推动我国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重要驱动力。其次，从贸易类型看，虽然

跨境电商进口比重有所增加，但我国跨境电商仍然以出口为主。 后，从交易类型看，B2B模式（企

业间交易模式）是跨境电商的主要形式，B2B交易额占跨境电商交易规模的比重超80%（如图1所示）。 

 

图1  2011—2020年我国跨境电商交易额及其占贸易总额的比重 

数据来源：根据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和联合国贸易（UN Comtrade）数据库整理所得。 
注：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对应图1左坐标轴，其余变量对应图1右坐标轴。 

（二）行业价值链参与的典型事实分析 
由于行业属性和开放程度的不同，我国各行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工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运用

2000—2014年的投入产出表测算了我国制造业行业的价值链参与数据
①

 ，结果发现，以计算机、电子

和光学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行业价值链参与水平相对较高，以食品、饮料与烟草行业为

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价值链参与水平相对较低（如图2所示）。行业差异性特征主要由两个原因导 

 
图2  2000—2014年我国各行业平均价值链参与程度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整理所得。 

——————––—– 
①需要说明的是，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数据库）提供的投入产出表分为2013版（年份为1995—2011年）和2016版（年份为

2000—2014年）两个版本。2013版世界投入产出表按照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体系第三修订版（ISIC rev.3）进行行业划分，行业数为35个，其

中制造业细分行业为16个。2016版世界投入产出表按照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体系第四修订版（ISIC rev.4）进行行业划分，行业数为56个，其

中制造业细分行业为18个。考虑到数据的时效性和修正数据的准确性，本文参照Wang等（2017）的方法，利用2000—2014年的投入产出表

对GDP进行前向分解，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制造行业价值链参与程度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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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第一，伴随着我国资本、技术等要素的不断积累，资本密集型行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竞争力

在不断提升；第二，与劳动密集型行业相比，资本密集型行业产品生产环节更多，产品生产的“区

域化”和“全球化”分离程度更高，中间品的跨境流动更为频繁，因而资本密集型企业参与全球生

产分工占比更高。 

四、机制分析 

跨境电商构建了企业间信息、产品集聚的平台，通过削减搜寻匹配成本和降低市场进入门槛促

进企业价值链参与。 
从搜寻匹配成本看，搜寻理论认为企业获取市场信息是有成本的，事件或事物是信息的载体，

搜寻就是通过搜集信息，不断缩小样本选择空间的过程，而搜寻选择对象的过程势必会产生成本。

Diamond（1971）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搜寻成本，提出著名的“阿德蒙悖论”，该理论认为搜寻

成本是引致市场交易出现摩擦进而产生市场失灵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削减搜寻匹配成本对减少

企业间交易摩擦、降低信息不对称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作用。互联网兴起前，全球范围

内数据信息较为闭塞，信息流通的即时性和准确性无法保证，国界分割引致的贸易壁垒（经济体之

间的语言、文化差异以及距离等）极大提高了企业在全球生产链条中相互匹配的搜寻匹配成本，成

为阻碍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李兵和李柔，2017）。互联网具有全球性、即时性、开放性等

特征，互联网发展大幅削减了全球生产分工中上下游厂商之间的协调沟通成本，提高了企业在全球

生产链中的响应能力。首先，跨境电商平台突破了空间地理的限制，构建起信息产生、集聚、交换

的重要枢纽，极大拓宽了全球供应链上下游厂商搜寻范围（岳云嵩和李兵，2018；Kim等，2017）。
其次，依托互联网技术，跨境电商平台能够有效识别买卖双方需求，提高上下游厂商之间搜寻匹配

效率（孙浦阳等，2017）。 
从市场进入门槛看，跨境电商主要从以下4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降低海外市场分销成本。新新

贸易理论认为企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工需要支付高昂的市场进入成本，而建立海外市场分销渠道和产

品海外推广的营销成本是市场进入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兵和李柔，2017）。跨境电商平台通过提

供充分精确的产品信息，利用网络优势在东道国市场迅速建立海外营销网络。二是降低了出口融资

成本。B2B跨境进出口平台可以更好地服务外贸企业，帮其进行结汇、退税和资金垫付，进而大幅

降低了国际贸易风险，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企业从事国际贸易的“痛点”。三是降低了出口通关成

本和海外库存成本。跨境电商通过采用快速报关报检和预约式通关报检模式，提高了通关效率，降

低了通关成本。部分跨境电商平台在东道国设立了“海外仓”，降低了离岸库存成本。四是产生“去

中介化”效应。跨境电商平台通过替代传统贸易中间商，无形中减少了传统贸易中的协调费、物流

费、仓储费、交易费等成本，进而降低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促进了企业价值链参与。 

五、计量模型建立和指标度量 

（一）计量模型的建立 
为有效避免跨境电商企业选择性偏误引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岳云嵩和李兵（2018）的基础

之上，采用倾向值匹配和差分法相结合的PSM-DID方法，计量分析跨境电商对企业价值链参与的影

响。首先，本文对合并后的企业样本进行筛选，将样本期初未成为阿里巴巴国际站金牌供应商、但

在样本期的某年成为阿里巴巴国际站金牌供应商的企业作为处理组，将样本期间非阿里巴巴国际站

金牌供应商企业作为对照组。在匹配变量选取方面，选取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相对规模、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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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等作为影响企业是否会成为跨境电商企业（成为阿里巴巴国际站金牌供应商）的协变量，并选

取样本中与每个跨境电商企业得分 为接近的非跨境电商企业作为匹配后的对照组。 
其次，本文根据倾向值匹配所得的企业样本采用倍差法计量检验跨境电商对企业价值链参与的

影响，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0 1 2ft f ft f t ftFVAR treatment platform Controls v v uβ β β= + × + + + +  （1） 

其中， f 表示企业，t表示年份，FVARft表示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用企业出口的国外增加值占

比表示；treatmentf 表示企业是否为阿里巴巴国际站金牌供应商的虚拟变量，若在样本期某一年份为

阿里巴巴国际站金牌供应商企业则取1（处理组），否则取0（对照组）；platformft表示企业成为阿里

巴巴国际站金牌供应商的时间虚拟变量，若处理组企业在该年份为阿里巴巴国际站金牌供应商则取

1，在该年份未成为阿里巴巴国际站金牌供应商的处理组企业以及所有的对照组企业均取0；Controls
表示控制变量，vf 和vt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二）核心指标的度量 
1.核心被解释变量。 
企业价值链参与——核心指标。运用企业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占比作为刻画企业价值链参与的

指标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企业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其一为企业进口中间品中

的国外增加值部分，其二为国内投入中间品中所包含的国外增加值部分。Upward等（2013）、张杰

等（2013）在充分考虑中间品用途（中间品、资本品或消费品）和贸易中间商的情形下，运用出口

中的国外增加值占比作为企业价值链参与的指标，但由于二者均假定国外增加值仅来源于直接或者

间接进口，而忽略了国内中间品中所涵盖的国外增加值部分，基于此，本文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

上进行了修正，如式（2）所示： 
■

{ }/ ( ) 0.05 / ( )P O O O T P O O O
A Am A AmAF

ft

M X M D X M M X M D XVFVAR
X X

■ ■ ■ ■+ + + - - +■ ■ ■ ■= =

■———————■———————■■————■————■ 第三部分第二部分第一部分

 （2） 

其中， X 表示出口，国外增加值（VAF）由加工贸易进口、一般贸易进口中实际用于出口的中间品、

国内中间品中包含的国外增加值三大部分构成。其中，第一部分运用加工贸易进口额 P
AM 表示；第

二部分运用一般贸易进口中实际用于出口的中间品表示， OX 表示一般贸易出口， o
AmM 表示一般贸

易中间品进口，D表示国内销售；第三部分运用占有一定比例的国内中间品中包含的国外增加值表

示，其中国内中间品运用企业中间品总投入（ TM ）减去加工贸易进口中间品（第一部分）和一般

贸易进口中间品（第二部分）得到，借鉴吕越等（2015）的研究，将来自国内原材料中间品投入中

所含有的国外增加值比例设定为5%。 
考虑到存在大量企业通过贸易中间商的方式进口，为消除其对价值链参与指标测算的影响，本

文借鉴张杰等（2013）的方法，通过企业名称中是否含有“外贸”“进出口”“贸易”“科贸”或

“外经”等字样识别贸易中间商，假定在6位HS编码下贸易中间商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适应于6位
HS编码下所有产品，本文估算出加工贸易进口额和一般贸易进口额，代入式（2）重新测算企业价

值链参与。 
企业价值链参与——稳健性检验指标。上述文献主要从贸易方式（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视

角测度企业层面的价值链参与，鲜有文献考虑不同出口类型（代销出口、混合出口等）导致的价值

链参与指标测量误差。具体来看，可能存在两个偏差，一是出口额高估的问题。中国海关进出口数

据库统计的出口额不仅包含本企业生产产品的出口，还可能包含其他企业生产产品的出口，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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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销出口”的问题。二是出口额低估的问题。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统计的企业出口额，仅是企

业生产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由贸易中间商或其他生产商代为出口，也就是“混合出口”的问题。

由此可见，运用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记录的出口额指标测算企业价值链参与可能会存在测算偏差。 
基于此，本文参照王永进和冯笑（2019）的研究，通过对比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记录的企业出

口交货值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记录的企业出口额，识别出不同出口类型的企业，分别为内销企

业、间接出口企业、直接出口企业、代销出口企业以及混合出口企业（如表1所示）。首先，对于代

销企业而言，由于海关出口数据记录的出口额中不仅包含本企业实际生产的出口额，还包含其他企

业生产的出口额，因而代销企业价值链参与测算所使用的出口额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记录的出

口交货值表示，通过“剥离”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中记录的其他企业出口额，从而降低代销企业价

值链参与被低估的问题；其次，对于完全直接出口企业而言，其所使用的出口额可以直接运用中国

海关进出口数据库记录的出口额表示，该部分不存在偏差；再次，对于混合出口企业而言，由于其

既直接出口，也通过贸易中间商出口，仅使用海关数据库记录的出口额测算企业价值链参与指标，

会导致指标的高估，因而对于混合出口企业，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记录的出口交货值进行测算

更为准确； 后，对于完全间接出口企业而言，由于企业全部通过贸易中间商进行出口，中国海关

进出口数据库对完全间接出口企业没有记录。 

表1 不同出口类型企业划分标准 
企业类型 工业企业数据库 海关数据库 划分标准 

内销企业 工企出口交货值=0 无记录  

完全间接出口 工企出口交货值>0 无记录  

代销出口 工企出口交货值>0 海关出口额>0 海关出口额>工企出口交货值（1+10%） 

完全直接出口 工企出口交货值>0 海关出口额>0 工企业出口交货值（1+10%）>海关出口额>工企业出口交货值（1‒10%） 

混合出口 工企出口交货值>0 海关出口额>0 工企出口交货值（1+10%）>海关出口额 

本文利用合并后的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按照上述划分标准对样本中的58248家企业进

行划分，划分后的不同出口类型企业占比如表2①
 所示。混合出口企业样本量 多，占比为54.22%，

直接出口企业占比次之，为30.16%，代销出口企业数量占比 小，为15.62%。不同出口企业类型占

比与王永进和冯笑（2019）的结果较为接近。囿于企业出口类型存在异质性，势必会导致企业价值

链参与测算结果的低估（代销企业）和高估（混合出口企业）。本文在区分企业出口类型的基础之上

对企业价值链参与指标进行再次测算，修正了价值链参与指标造成的统计性偏差，更大程度地还原

了企业价值链贸易的“真相”。 

表2 不同出口类型企业占比 
企业类型 企业数量（家） 相对占比（%） 
代销出口 9100 15.62 
直接出口 17570 30.16 
混合出口 31578 54.22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企业是否为阿里巴巴国际站的会员企业，数据来源于阿里巴巴国际站

①
 。阿

——————––—– 
①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主要分析跨境电商对企业价值链参与的影响，而样本中的跨境电商企业均为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中有出口额记录

的企业，因而出口类型企业划分不包括间接出口企业。 
①阿里巴巴国际站网址：https://www.alibaba.com。 



第 39 卷第 8 期 刘  斌  顾  聪：跨境电商对企业价值链参与的影响 ·79· 
 

 

里巴巴国际站是我国 大的B2B跨境电商平台，该平台交易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当前，

已经累计超过1000万个海外优质客户，每天产生约30万个海外采购订单需求。该平台不仅提供了交

易产品的相关信息，还提供了该产品的企业信息（主要是企业英文名称和企业成为金牌供应商的年

份），这使得阿里巴巴国际站会员企业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可以实现有效对接。 
本文参照岳云嵩和李兵（2018）的做法，按照阿里巴巴国际站产品类别，通过编写Python语句

命令搜集了相关企业信息（主要包括跨境电商企业英文名称、成为金牌供应商的年限），由于在搜集

企业信息时是以产品所在的URL路径为导向，而一个跨境电商企业可能会同时提供多种产品，这会

导致同一企业信息被搜集、记录多次，因而在搜集完成后，需对搜集到的阿里巴巴国际站企业数据

进行再次整理（删除异常、重复的企业信息）。处理后，本文共获得163516家企业数据。囿于上述获

取的企业名称均为英文名称，阿里巴巴国际站会员企业中英文名称的转换是本文所使用的三套微观

数据库能够顺利合并的关键，本文将收集的英文企业名称和企业邮箱批量导入企查查查询平台，并

将识别的企业信息（中文企业名称、企业邮箱等）进行收集，通过多次处理，共获得96531家阿里巴

巴国际站会员企业数据。 
（三）控制变量 
1.中间品关税（inputtariff）。当前，关税仍是重要的贸易边界变量，其对企业从事中间品贸易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下，产品生产实现“区域化”分离， 终产品的生产涉及中间

品的频繁跨境，从而导致关税成本的“叠加效应”。由此可见，中间品关税对企业参与全球生产分

工具有重要影响，因而将中间品关税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具体测算方法如下所示： 

( )/ /
j j

j j

jt kt kt ht ht htk M k M
h L h L

inputtariff IN IN N Tariff N
∈ ∈

∈ ∈

■ ■■ ■| |= × ×| |■ ■| || |■ ■■ ■
Σ Σ Σ Σ  （3） 

其中，inputtariffjt代表两分位行业 j在t年份的投入品关税率， /
j

kt ktk M
IN IN

∈Σ 表示根据2002年投入产 

出数据测算的行业投入要素k在t年所占投入要素的比重。Mj表示 j行业下所涵盖的所有投入要素的集

合，h表示协调制度编码所对应的产品，Lj表示 j行业下协调制度编码对应的产品集合，Nht表示HS6
位数下产品h在年份t对应的税目数，Tariffht表示在第t年进口产品h的从价关税率。需要说明的是，本

文将产品协调编码统一为HS2002版本。 
2.融资约束（fin）。新新贸易理论认为企业异质性是企业出口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由于金融市

场摩擦，企业融资成本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企业从事国际贸易需要支付高昂的市场进入成本，企业

融资成本的异质性导致企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工存在明显的成本差异。由此可见，融资约束异质性是

企业异质性特征的重要表现形式，其对企业从事价值链贸易具有显著影响。本文参照阳佳余（2012）
的方法衡量企业融资约束。 

3.企业成立时间（age）。企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工具有“先动优势”，成立时间越长，企业经营管

理经验就越丰富，掌握市场资源也就越多，企业抗风险能力也就越强。鉴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

并未直接对企业成立时间进行统计，本文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开业年份进行反推。 
4.企业相对规模（qyxdgm）。斯密定理认为某一产品市场需求达到一定规模后产品专业化分工才

会出现。全球市场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加快了产品生产分工细化程度，而具有规模经济的企业，其分

摊生产、研发等成本的能力更强，从事专业化生产分工的可能性也就越高。本文利用企业工业总产

值占企业所在四位数行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作为刻画企业相对规模的指标。 
5.企业所有制。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在银行信贷、税收优惠、土地政策等方面往往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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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歧视”。与内资企业相比，外资企业在掌握海外市场信息、构建上下游贸易渠道方面更有

优势，更加倾向于向母国进口或者出口中间品，可以看出外资进入对价值链参与具有显著影响。基

于此，本文引入“是否国有企业（sfgyqy）”和“是否外资企业（sfwzqy）”作为控制变量。本文将

实收国有资本超过50%的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将实收外资资本超过25%的企业认定为外资企业。 
（四）数据说明和处理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阿里巴巴国际站和企查查数据库，测算价值链参与指标所需的原

始数据来源于合并后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来源于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的数据处理过程分为以下三步进行。 
第一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企业样本的匹配。本文通过合并中国工

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获取企业层面的相关指标以满足计量分析需求。囿于中国工

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存在相同企业代码不统一，企业名称或邮编和电话号码未同

时报告等问题，无法按照企业代码进行简单合并。为了尽 大可能地合并更多的企业，本文参照田

巍和余淼杰（2013）的相关做法，采用两步法进行合并。考虑到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存在指标缺

失以及存在异常值等问题，本文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企业样本进行了清洗。 
第二步，阿里巴巴国际站会员数据与合并后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进

行再次合并。本文通过python语句将获得的阿里巴巴国际站会员企业数据批量导入到企查查数据库

中进行企业名称的中英文转换，然后将通过企查查数据库对照出的中文企业名称导出，并将其作为

跨境电商企业样本，通过企业名称、企业邮箱与合并后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数

据库进行再次合并。 
第三步，本文将样本中合并的阿里巴巴国际站金牌供应商作为处理组，将样本中非跨境电商企

业作为对照组，利用 小临近匹配方法进行逐年匹配，匹配后实际观测值为58248个。 
本文通过收集国内 大跨境电商平台公开的会员企业数据，保证了识别跨境电商企业的准确性

和有效性，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现有文献由于使用跨境电商替代性指标所导致的估计结果偏差问题。

样本合并和匹配详情如表3所示。 

表3 阿里巴巴国际站会员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详情   （个） 

年份 工企和海关匹配企业数目 占工企的比重（%） 合并后新增阿里平台企业数量 合并后的阿里国际站企业数量 匹配后对照组数量 

2000 16780 9.87 64 64 61 

2001 18973 11.04 238 302 298 

2002 22246 12.25 273 563 556 

2003 26317 13.41 325 825 812 

2004 4519 15.23 382 1095 995 

2005 44891 16.52 433 1328 1025 

2006 51065 16.92 453 1698 1345 

2007 61832 18.37 528 2016 1895 

2008 69792 18.77 457 2373 2097 

2009 53183 20.27 659 2897 2683 

2010 54538 17.57 711 3208 3011 

2011 62730 20.73 927 3835 2998 

2012 65922 21.18 1210 4845 4196 

2013 70501 20.45 1196 5841 5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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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计量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计量分析跨境电商对企业价值链参与的影响。表4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列（1）为仅加入

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而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计量结果显示跨境电商交互项系数显著为

正，列（2）在加入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后，跨境电商交互项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表明

跨境电商对企业价值链参与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1） （2） 

treatmentf ×platformft 0.4601*** （2.8547） 0.1850*** （2.9187） 
inputtariff   ‒0.0323*** （‒18.0503） 
fin   ‒0.0561*** （‒5.1762） 
age   0.7621*** （6.3972） 
qyxdgm   0.0448*** （4.1229） 
sfgyqy   0.0055*** （12.4546） 
sfwzqy   ‒0.2781 （‒1.6177） 
cons 0.1821*** （6.2348） 0.2363*** （4.0418）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58248 58248 
R-squared 0.1121 0.1126 

注：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包含指标度量的稳健性检验和计量方法的稳健性检验两部分。指标度量的稳健性检

验使用跨境电商和价值链参与的替代性指标来实现。表5列（1）报告了核心解释变量指标替换的估

计结果，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是否为电子商务会员企业（阿里巴巴中国站会员企业数据
①

 ），估计结

果显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列（2）报告了企业价值链参与替换指标的估计结果，该指标参考张

杰（2013）的方法构建，估计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本文在充分考虑企业出口类型的基

础之上，对企业价值链参与指标进行再测算，回归结果如列（3）所示，核心解释变量交互项系数显

著为正，再次说明跨境电商对企业价值链参与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混合出口企

业占比超过了50%，经指标修正后，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被解释变量总体值明显变小，进而导致

计量结果的系数发生了较大变化。 
计量方法的稳健性检验主要是通过改变匹配方法和改变对照组匹配企业个数来实现。首先，

小邻近匹配的假定条件修改为与处理组企业倾向值得分 为接近的前3个对照组企业进行匹配；其

次，将 小邻近匹配方法替换为核匹配方法，选取倾向值得分 高的前25%的非阿里巴巴跨境电商

会员企业作为本文的对照组，改变匹配方法后的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列（1）为处理组和对照组按

照1:3进行 小邻近匹配后的回归结果，列（2）为按照核匹配方法进行匹配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不论是改变匹配比例还是改变匹配方法，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均显著为正，再次证明了本文计

量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 

①与阿里巴巴国际站企业数据的获取方法相同，本文使用python软件以阿里巴巴中国站产品所在的网址为导向，抓取所在网页企业名

称，将企业是否为诚信通企业作为判断是否为阿里巴巴电子商务会员企业的依据，进行删除重复值等处理后，本文抓取部分阿里巴巴电子

商务企业数量为557072家，与工业企业和海关匹配后企业数量为31196家（处理组企业数量31196个），样本量为81109个（处理组企业数量×
企业成为诚信通企业的年限），通过 小临近逐年匹配后的样本观测值为14599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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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跨境电商和价值链参与替代性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1） （2） （3） 

treatmentf ×platformft 0.1024*** （5.2668） 0.1085*** （5.1943） 0.1352*** （2.8576） 

inputtariff 0.3806*** （8.8027） ‒0.0023*** （‒16.8464） ‒0.1021*** （‒12.0672） 

fin ‒0.5645 （‒1.4859） ‒0.0022*** （‒9.7522） ‒0.0325*** （‒4.0926） 

age 0.1797*** （11.6781） 0.1985* （1.8492） 0.6573*** （5.2173） 

qyxdgm ‒0.4525*** （‒18.9039） 0.1590*** （16.2871） 0.0218*** （3.6553） 

sfgyqy 0.0053** （2.2014） 0.0047*** （10.3516） 0.0027*** （11.5628） 

sfwzqy ‒0.0799*** （‒8.4398） 0.0024*** （6.2320） ‒0.1973 （‒0.9577） 

cons ‒3.7389*** （‒32.0376） 0.1039*** （20.4856） 0.3215*** （4.2615）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145997 58248 58248 

R-squared 0.0953 0.0859 0.1236 

表6 计量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1） （2） 

treatmentf ×platformft 0.9694** （2.2154） 0.1406*** （5.0025） 

inputtariff ‒0.0521 （‒0.7236） ‒0.5716*** （‒15.3738） 

fin ‒0.3691 （‒1.6345） 0.0578 （1.3251） 

age ‒0.0005 （‒0.5512） ‒0.7321** （‒25.3793） 

qyxdgm 0.5434* （1.9164） 0.1225*** （17.8384） 

sfgyqy 0.2651* （1.6951） 0.0084*** （8.5041） 

sfwzqy 0.5284 （0.9660） 0.4843 （0.2525） 

cons ‒0.9679*** （‒34.7800） 0.1875** （2.3880）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102225 108668 

R-squared 0.1099 0.0816 

七、机制检验 

由机制分析可知，跨境电商通过削减搜寻匹配成本和降低市场进入门槛等方式促进企业价值链

参与。本文参照马述忠等（2019）的研究，采用交互项法计量分析跨境电商对企业价值链参与的影

响机制。首先，对搜寻匹配成本进行机制检验。与国内电子商务平台不同，跨境电商构建起全球供

应链厂商交易平台，其对搜寻匹配成本的削减效应不仅与国内网络建设相关，而且与贸易伙伴国网

络建设密切相关（孙浦阳等，2017）。基于此，本文参照Hellmanzik和Schmitz（2015）的研究，使用

双边双向网络链接数据
①

 进行度量，该数据通过分析网站所属的顶级域名对各经济体的网络链接数量

进行识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我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网络链接强度，能够较为准确地刻画全

球生产链条中的上下游企业所面临的搜寻匹配成本。 
为充分体现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网络覆盖强度，本文将t年份我国包含的贸易伙伴国的网络链接数

量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作为刻画我国企业在t年份所包含的贸易伙伴国网络密度，与

此类似，贸易伙伴国在t年份包含的我国网络链接数量与贸易伙伴国GDP的比值作为刻画贸易伙伴国

包含的我国网络链接密度。本文将上述两个网络密度之和linkst作为刻画搜寻匹配成本的指标，其中

linkst的数值越大，表示企业在t年面对的搜寻匹配成本越小。本文将构建所得的linkst指标通过交互项

——————––—– 
①网络链接数据网站：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14292115000513#ec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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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引入计量模型中，如下： 

0 1 2

3 4 5

6 7

ft f ft t f ft

f t ft t ft

t f t ft

FVAR treatment platform links treatment platform
treatment links platform links platform
links Controls v v u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 × +

+ + + + +

 （4） 

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从列（1）中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和网络链接密度交互项系数显著为

正，即跨境电商平台削减搜寻匹配成本以促进企业价值链参与，列（2）显示，在加入控制变量后，

交互项系数依然显著为正。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双边双向网络链接数据仅有2003年和2009年两年的

数据，与文中其他部分不同，该部分样本观测值仅为7217个。  

表7 跨境电商对企业价值链参与的机制检验——基于搜寻匹配成本 

 （1） （2） 

treatmentf ×platformft×linkst 0.0793*** （3.7816） 0.0764*** （3.0478） 

treatmentf ×platformft 0.7632*** （2.6699） 0.7149*** （3.1259） 

treatmentf ×linkst 0.0547 （1.1895） 0.0211 （1.0412） 

platformft×linkst 0.0408 （1.0385） 0.0527 （1.6252） 

linkst 0.0064 （1.5667） 0.0774 （1.6252） 

inputtariff   ‒0.1131*** （‒2.6567） 

fin   ‒0.3361* （‒1.8286） 

age   0.4548 （1.1454） 

qyxdgm   0.5902 （0.3344） 

sfgyqy   0.2555 （1.4596） 

sfwzqy   0.4047*** （4.3634） 

cons 0.1368*** （3.8367） 0.2001* （1.7355）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7217 7217 

R-squared 0.0337 0.0457 

其次，对市场进入门槛进行机制检验。本文参考岳云嵩和李兵（2018）的做法，将企业出口的

国家或地区中 低人均GDP（gdpft）作为刻画企业进入 低发展水平国家或地区的市场门槛指标，

市场水平越不发达，信息越不畅通，企业进入该市场的门槛越高。另外，传统国际贸易中的“引力

法则”认为，距离是国家或地区间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而距离影响贸易不仅局限于运输成本，还

包括距离引致信息流通受阻，增加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进而对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

产生负向影响，因而本文将企业对应的所有贸易伙伴国中与我国的 远距离作为刻画市场进入门槛

的另一指标。本文通过引入交互项形式计量检验跨境电商市场进入门槛的降低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0 1 2 3

4 5 6

ft f ft ft f ft f ft

ft ft ft f t ft

FVAR treatment platform gdp treatment platform treatment gdp
platform gdp gdp Controls v v u

β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 × + + + + +

 （5） 

0 1 2

3 4 5

6

ln
ln ln ln

ft f ft f f ft

f f ft f f

f t ft

FVAR treatment platform distw treatment platform
treatment distw platform distw distw
Controls v v u

β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 × +
+ + + +

 （6） 

表8列（1）为其他国家或地区 低人均GDP（gdpft）与跨境电商核心解释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结

果，列（2）为引入贸易伙伴国 远距离和核心解释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从列（1）可以看出，

其他国家或地区 低人均GDP刻画的市场进入门槛和核心解释变量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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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电商平台通过降低市场进入门槛，促进企业价值链参与。列（2）运用距离刻画的市场进入门槛与

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计量结论依然稳健。 

表8 跨境电商对企业价值链参与的机制检验——基于市场进入门槛 
 贸易伙伴国 低人均GDP（gdpft） 与贸易伙伴国 远距离（lndistwf） 

 （1） （2） 

treatmentf ×platformft×gdpft ‒0.0178*** （‒3.2219）   

treatmentf ×platformft 0.0248*** （5.5553）   

treatmentf ×gdpft ‒0.0186*** （‒3.8310）   

platformft×gdpft 0.0004 （0.1393）   

gdpft 0.0031*** （14.7588）   

treatmentf ×platformft×lndiswf   ‒0.0617*** （‒2.7414） 

treatmentf ×platformft   0.0641*** （8.4744） 

treatmentf ×lndiswtf   ‒0.0318 （‒0.4043） 

platformft×lndistwf   0.0582 （0.8191） 

lndistwf   ‒0.1662** （‒2.1147） 

inputtariff ‒0.0968*** （‒3.3136） ‒0.0953*** （‒3.2582） 

fin ‒0.2139*** （‒5.0372） ‒0.2148*** （‒5.0576） 

age 0.0812 （0.3620） 0.0971 （0.4324） 

qyxdgm 0.0729** （2.2064） 0.0734** （2.2220） 

sfgyqy ‒0.0027** （‒2.3919） ‒0.0026** （‒2.3624） 

sfwzqy 0.0067*** （5.9728） 0.0068*** （6.0072） 

cons 0.1777*** （7.8041） 0.1910*** （9.1768）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58248 58248 

R-squared 0.1112 0.1102 

八、拓展分析 

（一）跨境电商对企业价值链参与的影响——基于企业相对规模的视角 
产业内贸易理论认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面临高昂的市场进入成本，企业生产规模越大，单位

产品生产成本越小，其分摊市场进入成本的能力越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从事专业化生产分工的可

能性就越高。由此可见，规模经济的存在使得中小企业面临较高的海外市场进入壁垒。本文通过构

建企业相对规模的指标，引入跨境电商核心变量与企业相对规模的交互项，计量分析跨境电商对不

同规模企业价值链参与的影响。表9估计结果显示，跨境电商与企业相对规模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

这表明，与规模较大企业相比，跨境电商平台对规模较小企业价值链参与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跨

境电商使得规模经济构筑的贸易壁垒变得不再牢固。首先，跨境电商平台提供了企业进入海外市场

的“线上化”路径，大幅降低了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成本和不确定性，进而促进了中小企业价值链

参与；其次，跨境电商平台提高了产品订单的“碎片化”程度，产品生产由规模化向定制化、差异

化演变，规模经济引致的成本优势在国际生产分工中的作用被削弱。 
（二）跨境电商对企业价值链参与的影响——基于企业生产率的视角 
Melitz（2003）认为生产率高的企业倾向于出口，主要是由于生产率高的企业更有能力分摊产品

贸易成本和海外营销成本。与传统贸易模式相比，跨境电商通过将销售渠道“线上化”，大幅削减

了企业在传统贸易中进入海外市场所需分摊的成本，那么跨境电商对不同生产率企业从事中间品贸

易的影响有何不同？是否拓展了企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生产率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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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跨境电商对企业价值链参与的影响——基于企业相对规模 

 （1） （2） 

treatmentf ×platformft 0.0744*** （13.1417） 0.0727*** （11.9416） 

treatmentf ×platformft×qyxdgm ‒0.1036** （‒2.3711） ‒0.1309*** （‒2.7549） 

treatmentf ×qyxdgm 0.8976*** （2.5880） 0.8535** （2.4221） 

platformft×qyxdgm 0.9654 （1.4380） 1.0387 （1.5319） 

inputtariff   ‒0.1395*** （‒3.2781） 

fin   ‒0.0610** （‒2.2143） 

age   0.1325 （0.4077） 

qyxdgm   0.9418* （1.9401） 

sfgyqy   0.8456*** （5.0730） 

sfwzqy   0.5284 （0.9659） 

cons 0.2292*** （13.1376） 0.2601*** （17.9036）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58248 58248 

R-squared 0.1196 0.1398 

本文参考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的研究，利用Levinsohn-Petrin方法（简称LP方法）构建企业

生产率的指标。为了避免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根据WIOD投入产出表对工业中间品价格和增加值

价格指数进行平减至2000年水平，以此估计出2000—2013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此基础之上，通

过构建跨境电商核心解释变量和企业生产率（tfp_lp）的交互项计量分析跨境电商对生产率异质性企

业价值链参与的影响。表10估计结果显示，跨境电商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跨境电商与企业生产率

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由此可见，与高生产率企业相比，跨境电商对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企业价值链

参与促进作用更大。跨境电商平台降低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生产率门槛”，拓展了企业从事全

球生产分工的“企业生产率边界”。 

表10 跨境电商对企业价值链参与的影响——基于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分析 

 （1） （2） 

treatmentf ×platformft 0.3082** （2.0946） 0.3112** （2.1153） 

treatmentf ×platformft×tfp_lp ‒0.7584*** （‒3.1273） ‒0.7621*** （‒3.1432） 

treatmentf ×tfp_lp 0.1206 （1.0244） 0.0940 （0.7969） 

platformft×tfp_lp ‒0.1124 （‒0.8589） ‒0.1114 （‒0.8516） 

tfp_lp   0.2845*** （3.3139） 

inputtariff   ‒1.2556** （‒2.5153） 

fin   ‒0.0377* （‒1.8223） 

age   0.1769 （0.4822） 

qyxdgm   0.1633*** （2.8551） 

sfgyqy   0.8417*** （3.0265） 

sfwzqy   0.5303 （0.9696） 

cons 0.1916*** （9.8957） 0.2197*** （9.4526）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58248 58248 

R-squared 0.1122 0.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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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结论和政策建议 

当前国际形势严峻复杂，地缘政治风险和新冠肺炎疫情加剧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逆全球化浪

潮不断蔓延，全球经济贸易形势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我国“稳外贸”任务依然艰巨，加快发展外

贸新业态新模式是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关键抓手。本文计量分析了跨境电商对企业

价值链参与的影响，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首先，跨境电商对企业价值链参与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跨境电商平台通过构建信息交流平台，降低了搜寻匹配成本和市场进入门槛，拓展了企业贸易

边界，进而促进了企业价值链参与。其次，与相对规模较大的企业相比，跨境电商对相对规模较小

的企业价值链参与促进作用更大。跨境电商拓展了企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生产率边界”，对生

产率相对较低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跨境电商线上化、小批量、高频次的特质赋予了众多中小

企业和低生产率企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机会。中小企业依托跨境电商平台拓宽了销售渠道，借助

定制订单全面实现了产销协同和降本增效。中小企业和低生产率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平台报关，实现

了海关“集约审单”和“智慧监管”，大大降低了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门槛。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的

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理论意义上，本文基于我国实践，对新新贸易理论得出的“只有生产率高的企

业才能出口”这一经典结论进行了拓展，赋予了新新贸易理论新的内涵。在现实意义上，本文从贸

易新业态的视角为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深度参与全球生产分工探索了发展路径。基于此，本文

得出如下5点政策建议。 
一是加快跨境电商载体平台建设，推进制造业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强化数字平台在外贸领域

的深入应用，推动数字要素驱动外贸企业发展，构建“数字要素+网络平台+实体产业”的外贸发展

新模式。通过网络构建、资源对接和信息共享，支持传统“老字号”企业和中小企业实现数字化转

型。二是加快推进5G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工业互联网使用效率。通过互联网技术加速推

进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生产制造模式变革，缩短企业生产响应时间，增强企业生产能力的可变性、

适应性，提高企业产品生产的多样性和差异化程度，培育企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竞争新优势。三

是加快推进全国跨境电商试点工作，优化跨境电商发展环境。总结现有132个综合试验区贸易便利化

的成功经验，并向全国进行复制和推广，加强跨境电商平台在中小企业中的应用推广，助力更多中

小企业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四是以电子商务外贸综合体为依托，促进跨境电商线上平台和线下

园区协同发展。以共建数字“一带一路”为契机，加强中西部地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

推动中西部地区企业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五是加快推进世界贸易组织（WTO）电子商务谈判，

减少分歧，增强包容性，支持尽可能多的WTO成员参与谈判，推动谈判朝着多成员、高标准、强约

束的方向发展。加快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在保证数据信息安全的前提下，通

过融入区域高标准数字贸易协定，进一步降低跨境数字流动壁垒，释放数字贸易开放红利。 
当然，本文研究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仍然较为模糊。首先，在贸易成本指标的构建部分，囿于指

数测算的局限性，本文无法准确度量贸易成本中的协调沟通成本，因而无法构建协调沟通等成本的

指标对其进行机制检验；其次，本文所使用的跨境电商数据为爬虫所得的阿里巴巴国际站企业数据，

无法代表所有的跨境电商企业，另外由于获取的阿里巴巴国际站企业数据为样本期内平台现存的企

业，对于之前退出阿里巴巴平台的企业信息无法进行捕捉，因而无法就跨境电商企业使用跨境电商

平台的生存分析展开研究。 后，囿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所使用微观企业数据年份为2000—2013
年，然而2014年以后跨境电商进入快速增长期，因而本文所使用的跨境电商数据与中国海关进出口

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率偏低，导致跨境电商对企业价值链参与的影响存在被低估的可能

性。随着数据可得性的不断提高，上述问题将是下一步的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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