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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跨国企业技术互动对本土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为例
夏丽丽，王润晓，李铸杰，伍敏静
（华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广州 510631）

摘 要：在技术溢出和技术互动效应理论辨析的基础上，以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为例，基于分行业面板数据，在多
元回归模型中引入连乘变量，从技术能力互动、研发行为互动 2 个方面，对与跨国企业技术互动对本土企业创新
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以双方技术实力为基础的技术能力互动对本土企业的创新绩效具有显
著的正效应；2）研发行为互动同时促进双方研发行为的强化，对本土企业创新绩效也具有显著的正效应。3）控
制变量中，产品进入国际市场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本土企业规模、资本强度及市场结构对企
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在统计学上不显著。研究结果同时支持了跨国资本对地方企业研发行为的“控制变量，有助于
丰富全球化与地方创新相互作用与机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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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链、价值链以及生产网络的全球扩张，将
全球与地方经济联结起来，基于非贸易依赖形成的
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关系，构建出既包含新兴全球化
力量，又包含传统文化、制度约束与路径依赖等独
特的地方创新环境（贺灿飞 等，2014；Yeung et al.,
2014）。
跨国投资对地方创新的影响成为学术界关注
的重要论题。
目前，有关跨国资本对发展中东道国技术创新、
经济增长及空间演化的影响研究主要被纳入国际技
术（知识）溢出的理论框架（Kwon et al., 2015）。
近 30 年 来 ， 与 外 商 直 接 投 资 （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相伴随的从跨国向本土企业的技
术溢出得到了广泛关注，主要研究成果可归纳为4
种观点：1）跨国资本通过示范、竞争、联系和培训
等诸效应产生“训等诸效出，溢出强度与本土企业
技术背景、资本强度、行业集中度和企业规模等行
业特征及东道国市场容量、科学、工程与教育基础
设施等密切相关（Caves, 1974; Bodman, 2013）；2）

跨国企业的核心技术并没有随技术溢出扩散到东道
国，反而由于人才、市场及资源竞争，产生跨国企
业效应。由于本土企业类型、技术水平和吸收能力
以及国家政策、经济制度的差异，抑制程度也不相
同（Harris, 2004）；3）跨国资本对本土企业既可能
存在“跨国资本对本土企业既可能存在平和出，关
键在于双方技术差距及本土企业技术学习与吸收能
力，东道国制度、文化等宏观社会经济背景也会产
生重要影响（张建清 等，2012；邓若冰 等，2017）；
4）由于空间报酬递增、知识溢出的地理边界及本地
化特征，技术溢出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和空间依赖
性，对东道国经济空间格局重塑产生重要影响（季
颖颖 等，2014；张战仁 等，2015；Lin et al., 2016）。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与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相伴随的技术逆
向溢出效应的研究也日益活跃。技术逆向溢出关注
跨国投资对母公司或母国产生的技术影响。Kogut
等（1991）对日本企业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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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OFDI对母公司或母国存在技术反哺作
用。此后，Jaffe等（1993）通过引用与被引用专利
的区位比较对知识溢出的“地方性”研究，Fosfuri
等（1999）建立的包含技术逆向溢出因素在内的国
际投资决策的古诺竞争博弈模型均表明：发展中地
区不具备特定竞争优势的企业可通过在知识丰富和
技术先进的国家投资，直接获取先进技术或间接获
得技术溢出，从理论上证实技术寻求型OFDI获得技
术逆向溢出的可行性。随后的实证研究表明，技术
逆向溢出效应也存在不确定性（张虹鸥 等，2017）。
学者们对制造业技术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OFDI的
比较研究，以及对OFDI流量与全要素生产率、自主
创新能力的研究等，均证实了技术逆向溢出对投资
母国或母公司技术的正向促进效应，但受到研发强
度、技术差距及市场环境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
差异（Herzer, 2011；李梅 等，2014；陈强 等，2016）。
同时王英等（2008）研究表明：技术逆向溢出对投
资母国或母公司技术没有产生明显的正向溢出，甚
至产生负效应。
上述研究表明，学术界对与跨国投资相伴随的
技术溢出问题已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为理解
全球化背景下地方经济、技术发展与空间演变提供
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但无论是技术溢出
还是技术逆向溢出，都只关注技术（知识）在创新
主体间的单向流动，忽略了技术影响的双向性。实
际上，技术溢出效应的本质具有外部性，需要通过
跨国和本土企业间的关联效应实现，尤其对于东道
国企业，技术外溢并不是济、技术发展与空间演技
术“术、技术发程，而是在主动实施一系列知识搜
寻和获取行为后才能够，而是在主动实施一系列术
内化过程（Antonelli et al., 2013）。近年来，已有学
者注意到技术影响的相互性，在技术溢出分析中引
入博弈论以及策略联盟，探讨企业合作及建立知识
共享机制对溢出效应的影响，考察技术溢出的双向
动态效应，也涉及到技术溢出空间的交互作用（张
同斌 等，2011；张战仁 等，2012），但仍未将理论
触角延伸至技术互动领域。少数以技术互动为主题
的研究，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内容涉及技术互
动的类型、模式及其与技术范式的关系，知识互动
对技术变化的影响，跨国公司及其研发机构与本土
企业互动的机制、影响因素等（楚天骄 等，2006；
Sanden, 2011；Antonelli, 2013），大都限于零散的理
论探讨和定性描述，对于跨国与本土企业技术互动

39 卷

对地方创新绩效的影响缺乏系统的理论构建与实证
检验。
近年来，随着中国本土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
尤其是本土企业技术能力的提升，跨国资本与本土
企业间技术（知识）流动日益频繁，技术影响的相
互性日趋显化。有鉴于此，本文拟在技术溢出与技
术互动效应辨析的基础上，以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为
例，基于分行业面板数据，在多元回归模型中引入
连乘变量，从技术能力互动、研发行为互动2个方面，
探究跨国与本土企业技术互动对本土企业创新绩效
的影响。这对在技术全球化不断深入及地方技术环
境不断演进的背景下，重新审视跨国资本与中国地
区经济发展与创新过程的相互作用与联系模式、机
制，理解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升级以及新的经济地理
格局的形成与演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

技术溢出与技术互动效应

技术溢出是一种非自愿的技术扩散，是跨国资
本对东道国经济效率及发展能力产生的无意识间接
影响（何洁，2000）。技术互动则是各主体间为达到
自身利益需求，进行各种技术交流、合作，以及在
这一过程中相互影响与作用，寻求在技术上彼此获
益的互动模式。目前对技术互动尚无统一定义，但
学者们普遍认为，技术互动是一种系统行为，互动
主体间可能包含互补、竞争、共生、博弈等复合关
系，是主体间技术共同参与、演化的过程，也是技
术资源整合的过程（Antonelli C et al.，2013；Sanden
B A et al.，2011）。
在经济实践中，技术溢出与技术互动效应常常
相互融合，难以完全区分，但并不完全对等。两者
差异至少体现在3个层面：1）技术影响的指向性。
与技术溢出的技术单向流动不同，技术互动强调技
术在主体间的双向流动，不仅关注跨国对本土企业
的技术影响，也关注本土对跨国企业施加的反向影
响。2）技术行为实施的主体性。技术溢出理论对双
方研发行为的非主动性假设是其与技术互动理论主
要的区别之一。对跨国企业而言，技术溢出是非自
愿的技术行为，实际上是其海外投资的潜在成本之
一，跨国企业不仅不会主动促进技术溢出，还会采
取各种措施尽可能降低对东道国技术的正向溢出。
东道国企业接受技术溢出的过程，则是被动接受跨
①
国企业技术影响的过程 。技术互动则更为宽泛，
除“非自愿”技术扩散带来的“技术溢出”外，还

① 在技术溢出过程中，东道国企业尽管也存在着技术模仿、在干中学等主动行为，但在技术溢出的主体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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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双方主动实施的技术行为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
的影响。无论是发展中还是发达地区，跨国公司的
技术影响和后果。技术（知识）互动的质量（quality） 研发行为都倾向出现在东道国拥有技术和人力资本
和强度（intensity），决定了由此产生的技术变化究
优势的部门，
本土企业研发投入及研发职能的演变，
竟是创造性技术创新，还是适应性技术调整
是推动跨国企业研发行为演变的重要推力之一，跨
（Antonelli et al., 2013）。对跨国企业而言，技术互动
国资本研发活动的性质和密集程度也与东道国本土
往往伴随着研发国际化战略的展开，对发展中东道
企业的技术能力密切相关（Molero et al., 2008；夏
国来说，则是主动链入发达国家技术链的过程。3） 丽丽 等，2014）
。研发行为互动通过建立各种“正”
技术影响的动态性及双向累积性。在双方技术影响 “负”反馈过程，不断强化和积累双方在研发行为上
的过程中，技术溢出偏向静态视角，反映直链式技
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对双方的创新绩效均产生重要
术影响。技术互动则是多方技术博弈的后果（楚天
影响。
骄 等，2006），体现技术交流的动态演化及双向累
此外，根据已有的研究结果，其他一些变量也
积效应。
会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主要包括：1）本
土企业规模，
不同规模的企业研发动力和能力各异，
2 方法与数据
对创新绩效产生不同影响。2）本土企业资本强度，
2.1 研究框架
是行业进入壁垒的衡量指标，一般资本强度越大的
从以下2个方面分析与跨国企业技术互动对本
行业往往技术含量较高（朱恒鹏，2006）
，越有利于
土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提高创新绩效。3）市场结构，体现市场垄断程度，
其一是技术能力互动，是诸如技术合作创新、
通过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影响企业研发活动，对创
委托开发、双向采购及技术成果转让等以技术实力
新绩效产生影响。4）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能力，通过
为基础的直接技术相互影响和累积效应，是双方技
产品出口参与国际竞争，也会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
术互动的核心要素。对处于技术劣势的发展中地区
重要影响（Liu et al., 2007）。
而言，跨国资本的技术系统具有一定封闭性。是否
2.2 计量模型与指标选取
展开以及在何种技术层级上展开与本土企业的技术
以本土企业创新绩效为因变量，以跨国与本土
交流与合作，是本土企业技术实力、技术成本以及
企业技术能力互动，研发行为互动为自变量，以其
本地市场技术竞争状况相互博弈的结果，其中本土
他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重要影响的变量为控制变
企业的技术实力是撬动技术能力互动平衡点的关键
量，建立以下多元回归模型（古扎拉蒂 等，2012）：
要素。
IPi,t ＝β0 ＋β1T-interactioni,t ＋β2B-interactioni,t ＋
其二是研发行为互动，是双方在研发行为演变
β3Scai,t＋β4C-inti,t＋β5M-stri,t＋β6Expi,t＋uit
（1）
上的相互影响及累积效应。理论分析表明，跨国资
式中：下标i、t表示第i个行业在第t期的值；β0为常
本会对本土企业研发行为产生多重影响，表现为：
数项，β1—β6为回归系数；u为误差项。IP表示本土
②
跨国资本为本土企业技术演进提供由模仿到创新的
企业创新绩效，用新产品销售收入测算 ，为了消
新模式，技术后来者如果在初始阶段就注重技术能
除企业规模带来的估算偏差，用企业人均新产品销
力的创建，将会实现技术的成功追赶（Fan, 2011）； 售收入，即企业新产品销售额/从业人员平均数测算
但是，对跨国企业创新成果的模仿，将使研发投入 （Liu, 2007）。T-interaction表示跨国与本土企业的技
所产生的收益由研究者向模仿者转移，弱化本土企
术能力互动，用两者技术能力的连乘变量估算。连
业技术研发的动力和行为；跨国资本进驻产生的竞
乘项表示变量间的交互作用对因变量的影响，表示
争效应也会恶化本土企业研发融资能力，对研发行
相乘两变量共同作用的部分或关系。企业技术能力
为产生抑制作用（赵中华 等，2013）。实证研究的
定义为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技术吸收能力取相同权
③
结果也颇具争议，分别形成跨国对本土企业研发行
重时的复合变量 。借鉴傅晓霞等（2012）的研究，
为影响的“促进论”和“抑制论”（汤萱，2016）
。
用企业研发强度作为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代理变
另外，跨国资本的研发行为也受本土企业研发行为
量，用企业研究与开发（R＆D）经费内部支出与总
② 创新绩效一般有 2 种测算途径：一是创新过程的中间产出，如申请专利数；二是创新产出的市场价值，如新产品销售收入。比起专利申请数，
新产品销售收入是企业研发及创新的综合成果，包括了企业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申请或获得专利的技术成果产生的绩效，同时较好地反映了研发成果
的商业化水平。故选用新产品销售收入测算企业的创新绩效。
③ 企业的技术来源主要包括内部研发和外部网络，前者依靠其自主研发能力，后者则主要依赖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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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额的比值估算，技术吸收能力用企业研发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机构人员数与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的比值测
变量名
样本数/个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算。B-interaction表示跨国与本土企业的研发
logIPi,t
78
-2.988 8 0.376 1 -3.957 4 -2.42 37
行为互动，借鉴张建清等（2012）对技术溢出 log[（0.5×fT-inti,t+0.5×fabsi,t）×
80
-2.904 9 0.320 4 -3.502 2 -2.090 5
（0.5×dT-inti,t+0.5×dabsi,t）]
与吸收能力动态特征的研究，用跨国对本土企
2
log[（frdi,t）×（drdi,t） ]
80
4.564 9 1.950 3 -0.157 7 8.734 9
业研发投入的动态影响，即跨国企业研发投入
log（scai,t）
80
5.743 4 0.389 8 4.850 1 6.526 6
和本土企业研发投入平方项的连乘项估算。借
log（C-inti,t）
80
-4.070 9 0259 2 -4.643 8 -3.726 8
log（M-stri,t）
80
-0.577 2 0.251 3 -1.107 9 -0.048 9
鉴朱恒鹏（2006）的研究，研发投入分别用双
log（Expi,t）
75
-0.923 4 0.223 3 -1.413 1 -0.513 4
方R＆D经费的内部支出额估算。Sca表示本土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0—2015）. 北京：
企业规模，用从业人员平均数测算。C-int表 中国统计出版社。
示本土企业的资本强度，用固定资产投资额/
④
3 结果与分析
从业人员平均数估算 。M-str表示市场结构，用大
中型企业数量/企业总数估算（冯根福 等，2006）
。
3.1 计量模型的合理性检验与估算
Exp表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用企业出口交
对计量模型的内生性、异方差、序列相关和截
货值/主营业务收入估算（Liu et al., 2007）。
面相关进行检验。以滞后一期的研发行为互动值为
为便于模型的估算和提高模型的稳健性，引入
工具变量，Davidson-Mackinnon内生性检验F值为
变量的对数形式，以缓解变量条件分布具有的异方
1.027，P值为0.315 1，接受模型估计和工具变量估
差。据此，将模型（1）改写为：
计存在一致性的原假设，表明内生性问题对模型估
Log (IPi,t) ＝ β0 ＋ β1log[(0.5 × fT-inti,t ＋ 0.5 ×
计结果影响不大。对工具变量的进一步检测表明，
fabsi,t)×(0.5×dT-inti,t ＋0.5×dabsi,t)]＋β2log[(frdi,t)
不存在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弱工具变量以及过度识
×(drdi,t)2]＋β3log(Scai,t)＋β4log(C-inti,t)＋β5log(M别问题。对模型一阶序列相关的Wooldridge检验表
stri,t)＋β6log(Expi,t)＋uit
（2） 明，F值为0.067，P值为0.808 1，接受序列无关假设，
式 中 ： Log[(0.5 × fT-inti,t ＋ 0.5 × fabsi,t) × (0.5 ×
即不存在一阶序列相关问题。利用Breusch-Pagan
dT-inti,t＋0.5×dabsi,t)]表示跨国与本土企业的技术
LM检验截面相关，卡方值为13.687，P值为0.187 7，
能力互动，其中，fT-inti,t和fabsi,t分别代表跨国企业
同样接受截面不相关假设，不存在截面相关问题。
的研发强度和技术吸收能力，dT-inti,t和dabsi,t分别代
修正的Wald异方差检验卡方值为18.5，P值为0.002
表本土企业的研发强度和技术吸收能力。Log[(frdi,t)
4，拒绝同方差假设，存在异方差问题，需进行异方
×(drdi,t)2]表示跨国与本土企业的研发行为互动，其
差稳健估计。
中，frdi,t和drdi,t分别表示跨国与本土企业R＆D经费
面板数据分析主要考虑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2
的内部支出额。
种模型。前者认为误差项和解释变量相关，被忽略
2.3 数据来源
变量在各时段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固定的；后者
数据来源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0
认为误差项和解释变量不相关，被忽略变量在各时
—2015年，包括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制造业、
段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随机的。固定效应和随机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
效应模型的F统计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调整后
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5个二位码分行
R2分别高达0.900 9和0.936 7，拟合优度均较好。
⑤
业的面板数据 。面板数据同时具有时间序列和截
Hausman检验的卡方值（W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
面2个维度，可增加估计的数据量，增加自由度，
个体效应和解释变量相关，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模
降低解释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程度，减少因遗漏变
型估算结果如表2所示。
量对估计 结果产生 的估计 偏误。 所有数据 利用
3.2 跨国与本土企业技术互动对本土企业创新绩
stata12.0统计分析软件处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效的影响
见表1。
3.2.1 技术能力互动 据表2异方差稳健性固定效
④ 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新增固定资产换算为 2000 年不变价。
⑤ 由于统计口径变动：2000—2006 年为全部国有及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500 万以上的非国有法人工业企业，2007—2010 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500
万以上的法人工业企业，2011 年以后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 000 万以上的法人工业企业。跨国企业数据 2000—2008 年为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
资企业数据的总和，2009—2015 年为外商投资与港澳台资企业之和。本土企业没有独立的统计项，由全行业数据减去跨国企业数据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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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跨国与本土高技术制造企业技术互动对本土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回归结果
Tab.2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interaction of transnational and indigenous hi-tech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indigenous enterprises
解释变量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技术能力互动：log[(0.5 × fT-inti, t+ 0.5 × fabsi,t)×
(0.5 × dT-inti,t + 0.5 × dabsi,t)]

0.128（0.05）

研发行为互动：log[(frdi,t) × (drdi,t)2]

0.215（0.000）***

本土企业规模：log(scai,t)

*

-0.665（0.000）

***

0.138（0.000）***

0.138（0.056）*

0.329（0.698）

0.329（0.762）

-0.034（0.572）

0..227（0.802）

0.227（0.822）

市场结构：log(M-stri,t)

0.451（0.000）***

-0.223（0.156）

-0.223（0.298）

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能力：log(Expi,t )

-0.102（0.195）

-0.420（0.002）***

-0.420（0.042）**

0.255（0.467）

***

-4.458（0.09）*

***

—

F 统计量

794.21（0.000）

调整后 R2

***

0.936 7

Hausman 检验 Chi2（W 值）
**

0.223（0.038）**

0.223（0.002）

本土企业的资本强度：log(C-inti,t)

常数项

***

异方差稳健性固定效应
***

-4.458（0.002）
110.8（0.000）
0.900 9

—

26.35（0.000 2）

*

注： 、 、 分别代表在 0.01、0.05 和 0.1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检验统计量的 P 值。

应估算结果，跨国与本土企业技术能力互动的影响
弹性为正，且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以技
术合作创新、委托开发、双向采购及技术成果转让
等双方技术实力为基础的技术双向流动和累积效应
对中国本土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跨
国与本土企业的技术能力互动实质是多方企业参与
市场与技术博弈的结果。对发展中地区而言，本土
企业技术实力的提升，将促使两者间技术影响不再
局限于由技术领先者向技术落后者的被动的、单向
的技术溢出，而是朝着更加复杂的技术互动方向发
展。以改革开放以来即广泛卷入全球产业链的广州
市为案例地的企业微观调研也表明（夏丽丽 等，
2014），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与本土企业间逐渐
突破单纯的加工联系，开展技术双向流动的创新合
⑥
作 ，其中以双方技术优势互补，共同研发更富竞
争力的新技术为目标的“技术共同开发”是双方技
术合作的主体形式，这在高技术制造企业中表现得
尤为明显。技术能力互动在跨国与本土企业技术演
化进程中都将扮演重要角色。当然，值得指出的是，
当前跨国与本土企业技术能力互动的进一步发展仍
面临着一些行业及制度障碍，如跨国资本在中国本
土的研发活动仍以外围技术为主（张战仁 等，
2015），
与本土企业合作创新的动机主要是降低技术
成本、获得适应本地的技术，尚难涉及核心技术领
域（夏丽丽 等，2014），以及双方在技术能力互动
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知识产权共享、利益分配、非
合作领域技术外溢等可能产生的制度困境等，这些
均会对技术能力互动的强度与深度产生重要影响。
未来，随着本土企业技术能力的进一步提升，企业、

地方在技术合作管理、制度方面的逐步协调、规范，
技术能力互动对本土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将日
益显著。
3.2.2 研发行为互动 跨国企业研发行为互动对本
土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弹性为正，且通过了10%水
平的显著性检验，同样表明研发行为互动对本土企
业创新绩效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效应。这结果支持了
跨国企业对本土企业研发行为的“促进论”
（吴永求，
2010；汤萱，2016）
，即跨国企业的进驻，尤其是跨
国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将显著促进本土企业研发投
入的增加及研发行为的强化。实际上，随着技术竞
争的日益激烈，即便是对跨国企业的技术模仿，本
土企业也需要不断增加内部研发投入和加大研发力
度，强化自身的学习及从外部吸收知识的能力，才
能推动技术模仿向“成熟技术—固化技术—新兴技
术”的路径演进（Fan, 2011）。同时，本土企业技术
能力的提高将直接改变本土市场技术竞争状况，跨
国企业在本地市场遇到了足以让其重视的竞争，或
者在本地市场感知到了有价值的，足以让其学习和
获取的智力资源，也会不断增加研发投资和提高研
发强度（夏丽丽 等，2014），促进跨国企业技术研
发行为的进一步升级。跨国企业研发的本地化程度
也与其在本地的研发强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Yang
et al., 2014）。研发行为互动同时促进了跨国企业与
本土企业研发强度的提升，对本土企业创新绩效产
生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
3.3 其他控制变量对本土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在控制变量中，本土企业规模和资本强度对本
土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弹性均为正，但均未通过

⑥ 技术合作的形式主要包括“技术共同开发”
“接受外企委托研究”
“委托外企进行研究”以及“技术成果的相互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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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两者与创新绩效存在正相
关，但在统计学上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不同规模
和资本强度的高技术制造企业在技术创新上各有
优、劣势，企业规模、资本强度并非影响企业创新
绩效的关键变量。市场结构对本土企业创新绩效的
影响弹性为负，也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
市场结构与本土高技术企业创新绩效存在负相关，
但在统计学上不显著。一般而言，市场竞争的激烈
程度会对企业的研发活动产生影响，但对于高技术
制造企业而言，高技术门槛带来的技术垄断会使市
场结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更加复杂，两者的关
系有可能表现为非线性，需要进一步探究。企业进
入国际市场能力对本土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弹性为
负，且在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由
于中国高技术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仍然较
弱，对本土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抑制作用。

4

结论与讨论

市场规模扩张、资本深化及本土企业技术能力
的增长，推动中国本土与跨国企业技术影响研究由
技术溢出向技术互动的理论演进。与传统技术溢出
理论相比，技术互动理论强调技术流动的双向性、
技术行为实施的主体性及技术影响的动态性与双向
累积性，需要建立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通过在
多元回归模型中引入连乘变量，从技术能力互动和
研发行为互动2个方面，对中国本土与跨国高技术制
造企业技术互动对本土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探
讨。结果显示：以双方技术实力为基础的技术能力
互动和以双方研发行为演变推动的研发行为互动均
对中国本土高技术制造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促进
作用，研究结果支持了跨国对本土企业自主研发行
为的“促进论”
。控制变量的估算结果则表明，产品
进入国际市场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负相
关，本土企业规模、资本强度及市场结构对企业创
新绩效的影响在统计学上不显著。
对于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启动快速工业化的
发展中地区，认真审视跨国与本土企业间技术影响
的相互关系，建立促进双方技术良性互动的内在机
制，对于推动地区创新资源整合、构建更具竞争力
的区域创新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在高技术制造领域，
中国本土与跨国产业间的技术影响正从非主动性
的、单向的技术溢出向知识流动更为主动、频繁和
复杂的技术互动方向转化，技术互动已经对本土高
技术制造企业创新绩效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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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如何进一步提升本土企业的技术实力，如何从
推动双方技术互动的角度，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
进一步规范、协调双方在创新合作中的行为，破解
知识产权共享困难、非合作领域核心技术外溢以及
沟通、管理困难等技术合作困境，是地区经济发展
面临的新的问题与挑战。未来建立在跨国企业技术
“根值性”和本土企业技术能力不断提升基础上的技
术良性互动机制，将使发展中地区技术发展的区域
格局和状态产生新的质态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只是对发展中地区跨国与
本土企业技术互动对本土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初步
研究。与技术溢出相比，技术互动是新兴领域，需
要在概念、内涵、方法上进行深入探究与理论构建。
通过连乘变量的引入，本文探讨了跨国与本土企业
技术能力、研发行为变化的交互作用对本土企业创
新绩效演变的共同影响，对其作用机制、渠道以及
不同互动关系、类型对双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仍
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另外，技术互动作为一种系统
行为，如何从复杂经济的角度，对其空间互动强度、
方向、演变态势进行深入探究，对理解和把握区域经
济空间差距的未来变动也具有重要意义。这些问题
不仅是后续研究的重要拓展方向，也将为指导全球
化背景下，发展中地区制造业技术的顺利升级以及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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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Transnational and Indigenous Enterprises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Indigenous Enterprises: A Case Study of
China’s Hi-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Xia Lili, Wang Runxiao, Li Zhujie and Wu Minjing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The analysis of technical, economic, and spatial influences for transnational and indigenous enterprises
needs a theoretical transition from technical spillover to technical interaction, based on the technical evolution of
local enterprises and the market. Compared with the technology spillover theory, the theory of technology
interaction emphasizes the bidirectional flow of technology, implementation of technology behavior, and dynamic
and bidirectional accumulation of technological influence-indicating that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is needed.
By introducing interaction terms in the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model, this paper empirically describes the impact
of technical interactions between transnational and local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ical capability
and technical behavior interactions on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Chinese high-tech industries. The model
used in this study included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local enterprises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he
interaction of technical capabilities among transnational and local enterprises and the interaction of R&D behavior
among transnational and local enterprises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enterprise scale, capital intensity,
market structure, and the enterprise’s ability to enter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s control variabl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interactions involving technical capabilitie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local enterprises. This result shows that the technological influence of local and transnational
enterprises in the field of high-tech manufacturing in China is changing from an indirect and one-way technology
spillover to more active, frequent, and complex technological interactions that have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local high-tech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Furthermore, technical
behavior interaction results in an increase in research intensity for both transnational and local enterprises, which
enhances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indigenous enterprises and supports the viewpoint that transnational
enterprises foster the R&D behavior of local enterprises.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control variables show that
the capacity for accessing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an enterprise’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effect of scale, capital intensity of a local enterprise, and market structure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or developing regions that have experienced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by carrying out the transfer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 there is considerable significance in
conducting a serious examination of the technological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multinational and local firms,
establishing the benign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m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innovation
resources, and building a more competitive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can enrich
people’s understanding regarding technical interactions between transnational and local enterprises and their
underlying mechanism, given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hould also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policy-making decisions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s integrated global forces.
Key words: transnational and indigenous enterprises; technical interacti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high-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