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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本书是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和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合作的结晶，它

的六个章节由这两个组织的学者和工作人员合作编写。本书的目标是帮助研

究人员和决策者在贸易政策分析方面提升其经济定量分析的方法和获得数据

的能力。编写本书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好的贸易政策需要好的分析，书中

汇集了目前贸易政策分析使用最广泛的方法，可以让读者比较各种方法并且

选择最适合的方法解决当今的问题。

本书最具创新性的特点是将分析技术的详细解释与进行分析的数据查找

指南相结合，并附有各种形式的练习，这样读者就可以跟随书中内容一步一

步掌握所介绍的分析过程。虽然本书的主要读者为初级研究人员，但也覆盖

了当前定量分析方法的最新进展。

本书是应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对贸易政策分析培训的要求

而撰写的。尽管数量经济学在决策中使用得越来越多，但没有一本书能够直

接解决本书所涉及的全部实务问题，如最简单的包括到哪里可以找到最好的

贸易和关税数据，如何建立一国贸易方面的基本统计。本书还提供解决更复

杂的问题，比如如何选择最好的分析工具来回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优惠贸

易协定的经济影响以及贸易将如何影响一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等问题。

虽然定量分析不能提供所有的答案，但它可以为政策制定过程提供方向

指引，并确保政策选择是基于对现实的详细了解后进行的。我们向贸易政策

制定者推荐本书，希望他们能通过本书了解最新的政策分析工具，提高贸易

政策决策的质量，促使贸易关系具有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帕斯卡尔·拉米 素帕猜·巴尼巴迪　　 　
（ＰａｓｃａｌＬａｍｙ） （ＳｕｐａｃｈａｉＰａｎｉｔｃｈｐａｋｄ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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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版可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网页上下载，中文版网页也即将开通。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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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全部软件和数据库。我们诚挚地希望读者们将意见反馈给我们，以

便再版时及时修正。联系地址：ｗｔｏｃｈａｉｒｓ＠１６３ｃｏｍ。

张　磊　　　　　　　　　
世界贸易组织教席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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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Ｉ通过应用分析支持贸易政策决策

如今，定量的和详细的贸易政策信息及分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

近年来，全球化，更确切地说贸易的开放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争议。这些争议

问题包括贸易所得是否超过贸易成本。贸易开放收入的分配问题也受到关注。

因此，对贸易政策的决策者和其他贸易政策的利益相关者而言，获得详

细、可靠的信息并对贸易政策的影响进行分析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些信息在

贸易政策制定过程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需要。在贸易政策制定的早期阶段，

这些信息用于评估和比较各种决策的影响并提出建议。当这些建议在政治层

面获得批准后，还需要利用相关信息与所有利益相关者进行政策对话。最后，

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也需要相应的信息和分析。

一般性原则是不够的。多边市场准入的谈判集中在关税承诺，但减少所

谓约束税率的承诺不一定影响一个国家实际用于进口的关税税率，这取决于

约束税率和实施税率之间的差距。因此，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仔细的检验以

评估在市场准入方面做出关税承诺的影响。同样，优惠性贸易协定对贸易和

福利的影响取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影响的相对大小。准备签署优惠性贸

易协定的决策者应评估协议的可能影响，或至少应该分析以往的相关经验。

关税变化的影响相对简单，而非关税措施的影响取决于具体措施，而且根据

不同情况会有很大的差异。

从国际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关税和配额到现实世界中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

丛林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样是分析关税变化的影响，在教科书中所描述的理

想市场条件下解决问题与如何回复部长们的提问 （开放国内市场将如何影响

收入分配？）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本书的目的是对那些对贸易和贸易政策应

用分析感兴趣的经济学家在分析现实世界的贸易和贸易政策时如何获得关键

数据和使用有效分析工具提供指导。

本书首先讨论贸易流量和贸易政策的量化，量化贸易流量和贸易政策在

描述、比较或跟踪不同部门、国家之间的贸易政策演变或随着时间推移贸易

政策的演变方面非常有用。另外，这部分内容也是其他章节模拟练习的基础。

然后，本书提出了一个引力模型。该模型有助于理解贸易的决定因素和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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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也有助于评估某些贸易政策，如加入 ＷＴＯ或签署优惠性贸易协定的影
响。最后，本书介绍了一些模拟方法，可以用来 “预测”贸易以及与贸易政

策对贸易流量、福利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影响。

ＩＩ选择一种方法

研究人员在评估一项特定贸易措施的影响时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

给定约束条件下决定哪一个方法最适用。在这个阶段，研究人员和政策利益

相关者之间的对话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研究人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帮助决策

者界定有关问题并指导他们选择适当的方法。

方法的选择不一定是简单直接的。它涉及在描述性统计和建模方法之间

的选择，也涉及在计量估计和模拟之间的选择，还包括事前和事后方法之间

的选择，以及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方法之间的选择。事前模拟涉及实施政策

改变对一套经济利益变量 （取值）的影响，而事后方法则是使用历史数据分

析过去贸易政策的影响。事前的方法通常用于回答 “如果 －那么”的问题，
而事后方法在假设过去的关系在将来还会持续时也可以回答 “如果 －那么”
的问题。事实上，这个假设强调使用参数估计模拟的方法。局部均衡分析关

注一个或多个特定的市场或产品，忽略了要素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关联，而一

般均衡分析所有经济部门之间———家庭、厂商、政府和全球之间的联系。在

计量经济模型中，参数估值使用统计技术进行，一般设定置信区间。在模拟

模型中，行为参数通常有多种来源，而其他参数则需要选定，这样可以使该

模型能够准确再现参考年份的数据 （基准年份）。

原则上，问题应该决定方法的选择。例如，对多边市场准入谈判方案的

影响进行事前评估似乎可将可计算一般均衡 （ＣＧＥ）作为最适当方法。然而，
现实的选择会受各种因素的制约。首先，各种方法所需要的时间和资源存在

着显著差异。通常情况下，建立一个 ＣＧＥ模型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大量数据。
进行回归分析需要足够的时间序列或跨部门数据，而一个局部均衡模型只需

要一年的数据。然而，因为存在相对较大的沉没成本，也会有巨大的规模经

济和范围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 （ＣＧＥ）模型一旦建立，就可以用来回答各
种问题而不会增加太多的额外费用。一般而言，熟悉一定的方法或制度约束

也会决定着使用某种特定方法。

为回答某一具体问题，多种方法也可以结合使用。通常，在分析一项贸

易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时，一个合理的建议是先使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为后续

更复杂的分析建立基础，但是它不足以确定贸易政策的影响。同样，在评估

贸易政策的分配效应时，多种方法组合应用将非常有用。关税对价格变动的

影响用经济计量方法来估计，而价格变动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则用模拟方法来

·２·



　导　　论

估计。

不同的方法或假设可能导致互为冲突的结果。只要可以将该差异追溯到

其原因，则问题不是很大。问题在于政策决策者不喜欢看到互相冲突的结果。

这使得研究人员转向将结果打包。将结果清晰有效地表达出来与得出结果同

样重要，尽量避免专业性过强的术语。同时，也需要将所使用方法对应的假

设及其对结果的影响介绍清楚。

ＩＩＩ使用本指南

本指南的对象是在应用研究和分析方面具有一定经验和受过培训的经济

学家。更具体地说，在经济学方面，要具有国际贸易和政策方面的基本知识，

在实证方面，必须熟悉使用数据库和 ＳＴＡＴＡ软件。
该指南包括六个章节，并附有包含实证材料、数据库和实用命令文件的

网站，所有章节开始都有一个简要介绍，对主要内容做一个概述，并指出学

习目标和内容。除了第五章 “一般均衡”外，每章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

部分介绍一些分析工具，解释它们的经济逻辑。在第一、二和六章第一部分

还讨论了数据的来源。第二部分介绍在实践中如何应用分析工具，展示如何

检索原始数据并用于量化贸易或贸易政策以及分析后者的影响。同时，还讨

论了数据的来源以及使用数据时可能出现的困难。用于贸易和贸易政策量化、

引力模型的评估、贸易政策的分配效应 （第一，二，三和六）的分析软件为

ＳＴＡＴＡ。在第四章 “贸易政策的局部均衡模拟”介绍了几个现成的模型。各

章节中所展示的程序应用是独立的，相应的数据和 ＳＴＡＴＡ程序命令文件由网
站提供。一般均衡 （第五章）与其他章节的不同在于其目的不是教读者如何

建立一般均衡模型，而是解释什么是一般均衡以及何时使用它。

在指南中所提到的练习数据库和应用程序文件可以从本书所附实用指南

贸易政策分析网站 ｈｔｔｐ：／／ｖｉ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ｔｐａ中获得。总的文件 夹名为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ＧｕｉｄｅｔｏＴＰＡ”，子文件夹对应各章 （比如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ＧｕｉｄｅｔｏＴＰＡ＼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在每一个子文件夹中都包括数据库、应用程序和练习。详细的解
释可以在网站的 “ｒｅａｄｍｅｐｄｆ”文件中找到。

注　　释

１学习和使用 ＳＴＡＴＡ的许多资料可以在网上找到。请参见：ｈｔｔｐ：／／ｖｉ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ｔ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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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ＥＣＤ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ＴＲＩＯｖｅｒａｌｌＴｒａｄ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　总体贸易限制指数

ＰＥＰａｒｔｉａｌ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局部均衡

ＰＴＡｓ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优惠贸易协定

ＰＷＴｓＰｅｎｎＷｏｒｌｄＴａｂｌｅｓ佩恩表

ＱＬＱｕａｓｉＬｉｎｅａｒ　拟线性

ＱＲ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数量限制

ＲＣＡ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显性比较优势

ＲＥＥＲＲｅ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　实际有效汇率

ＲＩＴ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Ｔｒａｄｅ　区域贸易集中度

ＲＯＷ Ｒｅｓｔ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世界其他地区

ＲＰＭ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Ｍａｒｇｉｎ　相对优惠幅度

ＲＴＡ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区域贸易协定

ＳＡＭＳｏｃｉ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Ｍａｔｒｉｘ　社会核算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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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Ｃ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标准产业分类

ＳＩＴＣ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ＳＰＳＳａｎｉｔａｒｙａｎｄＰｈｙｔｏ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卫生和植物检疫

ＳＰＳＩＭＳＳＰ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ＳＰＳ信息管理系统

ＴＡＯＴａｒｉｆｆ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ｌｉｎｅ　关税分析在线

ＴＢＴｓ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ｔｏＴｒａｄｅ　技术贸易壁垒

ＴＢＴＳＩＭＳＴＢ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ＴＢＴ信息管理系统

ＴＣＩｓ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ｅｓ　贸易互补性指数

ＴＤＦＴａｒｉｆｆ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关税下载工具

ＴＯＴＴｅｒｍｓｏｆＴｒａｄｅ　贸易条件

ＴＰＰＴｒａｄ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贸易、生产和保护

ＴＰＲｓ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ｖｉｅｗｓ　贸易政策审查

ＴＲＡＩＮＳＴｒａｄ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贸易分析和信息系统

ＴＲＩｓＴｒａｄ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ｅｓ　贸易限制指数

ＴＲＩＳＴＴａｒｉｆｆＲｅｆｏｒｍＩｍｐａｃ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ｏｌ　关税改革影响模拟工具

ＴＴＲＩＴａｒｉｆｆＴｒａｄ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　关税贸易限制指数

ＵＮＣＴＡＤ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联合国

贸易与发展会议

ＵＳＩＴＣ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美国国际贸易

委员会

ＶＥＲｓ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Ｅｘｐｏｒｔ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自愿出口限制

ＷＣＯＷｏｒｌｄＣｕｓｔｏｍ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世界海关组织

ＷＤＩ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世界发展指数

ＷＩＴＳＷｏｒｌ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Ｔｒａｄ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世界贸易综合解决方案

ＷＩＴＳＷｏｒｌ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Ｔｒａｄ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世界贸易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ＷＴＯ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世界贸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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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概述和学习目标

本章介绍了主要的贸易数据分析技术。概述了简单常用数据库及构建数

据库所需的贸易及政策指标。本章还指出了在收集和分析数据时面临的挑战，

比如测量误差或合并偏差等。

在介绍用于评估贸易业绩的主要指标时主要讨论一个国家的贸易量大小、

从事何种贸易以及与哪些国家进行贸易等。本章首先讨论评估贸易业绩的主

要指标，这些指标是很容易计算的，既不需要编程，也不需要统计知识。它

们包括在总体水平和部门水平 （“出口的进口含量”和各种零部件贸易）的

开放度。本章还将展示如何分析和显示数据的部门结构和贸易结构性的特征，

包括产业内贸易、出口多样化和出口增长的边际利润。然后，本章将从各个

角度讨论比较优势的概念，包括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及显性技术和要素密度

指数。

然后，本章将说明如何分析和表述区域性贸易数据，考虑到区域主义盛

行以及其中涉及较多政策利益，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主题。特别地，本章将

讨论贸易的互补性和区域贸易强度，并将这些指标应用于分析拉丁美洲的区

域内贸易。在分析数据之前，本章将进一步介绍有关贸易业绩的另外两个概

念，即实际有效的汇率和贸易条件。

贸易数据有多种来源。然而，原始数据受两个主要问题的影响。一方面，

进口值的数据比出口值或出口量数据更为可靠，这就需要在处理双边贸易流

向或单位价值时审慎解释。另一方面是贸易和生产的分类不同，这意味着这

两类信息都需要对数据进行集成。一些次级数据来源为解决这两个显而易见

的问题提供了帮助。在本章第二部分将讨论这些问题及其可能的解决方案。

在本章的最后一部分给出了许多应用程序用来指导如何建立第一部分所

介绍的结构性指标。应用部分将帮助读者了解如何进行解释以减少被误解的

程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传统的贸易开放度指标 （进出口之和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例）。本章将会解释应该考虑的控制项，并说明为什么贸易 “业绩”的

概念可能有误导。

在本章，需要掌握：

 用常用的贸易术语对货物进行分类；

 在哪里可以找到有用的贸易数据库，这些数据库的特性和缺陷是什么；

 在进行数据处理之前，应该知道哪些关键的计量问题；

 用对外贸易结构、部门和地理结构等术语评估对外贸易的性质时采用
哪些主要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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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用清晰和引人的方式展示贸易数据图形。
阅读本章后，读者将学会如何获取相关信息进行有关贸易分析，并将这

些分析以易于被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都容易理解的方式进行系统展示。

Ｂ分 析 工 具

贸易的描述性统计通常需要描绘一个国家的贸易业绩。“贸易业绩”的含

义是什么呢？本章将围绕下面三个主要问题对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进行描述：

（１）一国贸易总量是多少？（２）它从事何种贸易？（３）它与谁进行贸易？这
三个方面都预期会对国内经济产生相关联的影响。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反

映了业绩的不同角度，分别对应着一国对外贸易的政策目标和动机。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贸易总量是多少”。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的概念是

“贸易开放度”，它通常衡量一国经济本身融入世界贸易流的能力。贸易开放

度也可以理解为政策绩效的一个指标，因为它是贸易政策选择 （如贸易壁垒

和外汇制度）的结果。地理和其他自然因素 （出海大通道、地处偏远等）通

常在决定一个国家的开放度上也发挥了作用。衡量一个国家经济融入世界一

体化的另一个指标是它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因此，本章将展示如何建立

国家和部门层次的指标来考虑中间投入品的跨国界 （离岸外包业务和垂直专

业化措施）采购。

至于 “从事何种贸易”的问题，在标准的贸易模型中，一个国家的进出

口模式是由其生产要素禀赋和技术决定的。一些要素，比如土地和自然资源，

本质上是给定的，而另一些资源，比如实体要素 （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

是过去和现在政策的结果。“从事何种贸易”也直接与一个国家的出口多样化

问题相关，这是许多国家的政府关注的问题。本章将介绍如何正确评估一个

国家出口多元化的程度。

对贸易模式施加影响是一项合法的政策目标。各国政府通常会尝试通过

在供应方面的 “禀赋建设”和技术提升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与诸如减少贸易

壁垒等需求方政策相关度较低）来实现这一目标。此外，考察从事何种贸易

还必须考虑通过直接测量其要素和技术禀赋来看它 “能够”进行何种贸易。由

于作为禀赋的数据很少，所以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ＲＣＡ）；但是由于该指数是基于贸易数据得到的，它们不能用来比
较实际部门与潜在部门的贸易模式。本章将会讨论建立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之上的用来度量出口的技术和禀赋含量的指标。

与比较优势框架相对应，“产业内贸易” （ＩｎｔｒａＩｎｄｕｓｔｙＴｒａｄｅ，ＩＩＴ）的范
式，例如克鲁格曼的垄断竞争模型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７９）或布兰德和克鲁格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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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倾销模型 （Ｂｒａｎｄｅｒａｎｄ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８３），认为一个国家的专业化模式不
能被事前确定，多样化会随着国家规模扩大而增加。 “产业内贸易” （Ｉｎｔｒ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ｒａｄｅ，ＩＩＴ）和标准范式对贸易模式的解释不一定哪一个更适用。它
们描述了贸易的不同维度。因为它们对贸易政策的有效性以及贸易收入的源

泉的解释 （标准模型中的专业化、产业内贸易中的规模经济、竞争和产品差

异化）都是不同的，所以从经验上对两者做区分是有用的。本章将介绍如何

在 ＩＩＴ指数中做到这一点。
最后，本章将回答 “与谁进行贸易”的问题。一个国家的贸易伙伴特征

会影响它从贸易中获利的多少。例如，与经济增长和技术成熟市场的贸易可

以加快国内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了解谁是本国的 “自然贸易伙伴”很重要，

这通常取决于地理 （距离、地形）、基础设施和其他联系，比如历史渊源 （关

系）。本书将在第三章对双边贸易的决定因素包括引力方程进行充分讨论。在

本章仅限于描述一国对外贸易的地理结构以及其与贸易伙伴的互补性。

本章将介绍如何评估和说明一个经济体是否在与 “合适”的合作伙伴进

行贸易，比如那些需求增长可能正好帮助提升本国出口的伙伴。本章也将介

绍考察区域贸易模式如何能够帮助政府部门评估是否存在潜在的 “自然”贸

易伙伴，也就说，帮助判断他们是否可以与本国进行贸易。

一些常用的指标及一些例子在世界银行的网站都有充分的介绍。
１
本章将

介绍这些指标，解释如何使用它们及其局限性，并补充了一些额外的指标。

１总体开放度

ａ贸易相对 ＧＤＰ的度量

衡量一国融入世界贸易的最常用度量指标就是开放程度。这一指标不是

很复杂。让 Ｘｉ，Ｍｉ，Ｙｉ分别代表 ｉ国的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和 ＧＤＰ２
，那么 ｉ

国的开放度可以定义为：

　　Ｑｉ＝Ｘ
ｉ＋Ｍｉ

Ｙｉ
（式１１）

Ｑｉ越高，则该国的开放度越高。对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开放经济体，它甚
至可能要远远大于１。该指数还可以追溯以前的情况。例如，宾州大学世界数
据表 （ＰｅｎｎＷｏｒｌｄＴａｂｌｅｓ，ＰＷＴｓ）就用此指标来度量多年间的开放度。３

然而，对能否使用 Ｑｉ进行跨国比较仍然很不清晰，因为 Ｑｉ通常与一些国
家特征相联系。例如，它随着收入水平不同而产生系统的改变，如图 １１散
点图所示，其中每个点代表一个国家，图中曲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了拟

合。曲线下方 “通常”代表的是贸易额原本不应低于其收入水平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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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２０００年的贸易开放度与人均 ＧＤＰ
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 （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ＷＤＩ）计算

注：开放度用进口和出口总和占 ＧＤＰ的比重来衡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用美元购买力平价来表示。

面板 （ａ）的曲线是 ＯＬＳ回归线，其中因变量是开放度、自变量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面板

（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取了对数。读者可观察散点图分布的变化：离群值的影响逐渐降低，并

且，虽然 （ｂ）仍然给出了一个凹形的关系，但凹形曲线转折点与 （ａ）不在同一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上。在后一种情况中，它是略低于 ＰＰＰ２００００美元。在前者它大约是 ｅｘｐ（９５） ＝ＰＰＰ１３４００

美元。读者因此可能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即定性结论 （凹形的关系）可能是明显的，但定量结论

（转折点的位置）可能在不同估计方法中会有显著差别。总体来看，相对于较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较低时，贸易开放度上升得更快一点。

图１１中 ＳＴＡＴＡ计算文件见：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ａ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ｄｏ”

ｕｓｅ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ｄｔａ，ｒｅｐｌａｃ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ｇｄｐｐｃ＝ｇｄｐｐｃ／１０００

ｒｅｐｌａｃｅｌｎ＿ｇｄｐｐｃ＝ｌｎ（ｇｄｐｐｃ）

ｔｗｏｗａｙ（ｓｃａｔｔｅｒｏｐｅｎｃｇｄｐｐｃ）（ｑｆｉｔｏｐｅｎｃｇｄｐｐｃ）ｉｆ（ｙｅａｒ＝＝２０００＆ｏｐｅｎｃ＜＝２００），／

／ｔｉｔｌｅ（“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ｆｉｔ”）ｌｅｇｅｎｄ（ｌａｂ（１“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ｘｔｉｔｌｅ（“”ＧＤＰ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

ｔｗｏｗａｙ（ｓｃａｔｔｅｒｏｐｅｎｃｌｎ＿ｇｄｐｐｃ）（ｑｆｉｔｏｐｅｎｃｌｎ＿ｇｄｐｐｃ）ｉｆ（ｙｅａｒ＝＝２０００＆ｏｐｅｎｃ＜＝

２００），／

／ｔｉｔｌｅ（“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ｆｉｔａｆｔｅｒｌｏｇ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ｅｇｅｎｄ（ｌａｂ（１“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ｘｔｉｔｌｅ（“ｌｏｇＧＤＰ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

那么，是不是开放度与一个国家的诸如收入水平 （如前所述）、地理位置

（如内陆性）或国家大小这些特征有关呢？答案是肯定的，有两个原因：一个

与度量有关，另一个与逻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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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度量，因为 “原始的”开放度体现了国家其他特征的信息，因此未

经调整不能用于跨国比较。例如，比利时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高于美

国，但主要原因是美国作为一个更大的经济体，它有更多的国内贸易。如果

我们要进行有意义的比较，那么需要控制那些诸如经济规模等在开放度概念

中没有考虑的因素。这种控制可以应用回归分析实现，在应用 １这一部分我
们将会提供一个例子。

关于逻辑，假设要评估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那么在回归分析中作

为解释变量的开放度的度量必须剔除可能体现反向因果关系的变量 （如因增

长促进的开放）或遗漏变量 （如政府或机构的质量，这可能既会影响开放也

会影响增长）。如果未能注意到这一点，任何没有考虑的关系都会产生所谓的

“内生性偏差”。

为消除开放度回归分析中的内生性偏差，必须采取识别策略，包括使用

与开放度相关但除了通过开放度就不会影响收入的 “工具变量”。例如，弗兰

克尔和罗默 （ＦｒａｎｋａｎｄＲｏｍｅｒ，１９９９）使用了与贸易伙伴的距离以及所谓的
“引力”变量 （详细内容将在后面章节讨论）作为工具变量。使用这种方法，

他们发现，开放度确实对收入水平有正向的影响。另外一种方法则基于开放

政策而不是结果来度量开放度。在第二章我们将基于政策来度量开放度。

简单直白地解释贸易占原始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中的份额是毫无意义的。

同样的开放度对那些拥有很长海岸线、接近较大市场的国家与那些地处偏远

内陆、低收入水平的国家来说意义大不相同。

ｂ出口的进口含量和外部导向

出口的进口含量是度量一个出口产业外向型导向的一个指标。为了计算

该指标，我们需要引进它的构建模块。首先，我们定义货物 ｊ的进口渗透率为

μｊｔ＝ｍｊｔ／ｃｊｔ，ｍｊｔ代表货物ｊ在ｔ年的进口额，ｃｊｔ代表在同一年份对同样货物的国

内消费 （最终需求）。
４
让 ｙｋｔ和 ｚｊｋ分别代表产业 ｋ的产出和对作为中间产品的

货物ｊ的消费量。注意ｚｊｋ下标中没有时间，是因为在实践中其来自于投入产出

表，其在大部分时间保持不变 （向公众提供的投入产出表很少更新）。
５
那么，

产业 Ｋ的进口投入份额可以用以下公式计算：

　　 αｋｔ ＝
∑

ｎ

ｊ＝１
μｋｔｚｊｋ
ｙｋｔ

（式１２）

ｘｋｔ表示货物 ｋ在 ｔ时的出口量。这样，产业 ｋ的净外向型程度就可以用传
统的出口比率 （或贸易开放度指数 ｘｋｔ／ｙｋｔ）与 １２式进口的投入份额之间的
差异来估计；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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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α
～
ｋｔ ＝

ｘｋｔ
ｙｋｔ
－αｋｔ ＝

ｘｋｔ－∑
ｎ

ｊ＝１
μｋｔｚｊｋ

ｙｋｔ
（式１３）

在实际操作中，因为其大量的数据要求和对投入产出表的依赖这项指标

的计算相当困难；它一个可能的主要优点是用以提醒分析人员要考虑什么。

然而，如果有足够详细的投入产出表，它也是度量一个产业实际外向型程度

特别好的指标。
６

ｃ中间品贸易

一个产业在世界经济中的一体化程度也可以用零部件贸易量以及与其相

关的生产国际分段化程度来度量。
７

关于度量国外采购的中间品投入 （以下简称离岸外包）有多种建议。首

先，必须有一个包含 “部件”和 “组件”字眼的所有产品代码。
８
使用零部件

贸易数据的问题在于无法区分用于中间投入和最终消费的产品／服务。考虑到
这一点，可用投入—产出表来代替。

ｄ离岸外包

芬斯特拉和汉森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ａｎｄＨａｎｓｏｎ，１９９６）最早建议通过投入产出表
度量离岸外包，用一个产业所进口的投入品与总投入品 （进口和国内投入品）

的比率来表示，对于产业 ｋ，我们定义离岸外包为：

　　 ＯＳｋ ＝∑ｊ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ｅｄｉｎｐｕｔｓｊｂ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ｋ[ ]ｔｏｔａｌｉｎｐｕｔｓｕｓｅｄｂ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ｋ
Ｍｊ
Ｄ[ ]
ｊ

（式１４）

公式分子：产业 ｋ采购的进口投入；
公式分母：产业 ｋ的总投入。
Ｍｊ代表货物或服务 ｊ的进口量，Ｄｊ代表国内对货物或服务 ｊ的需求量。当

投入产出表包含有进口投入信息时，
９
这个公式可以简化为：

　　 ＯＳｋ ＝∑ｊ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ｅｄｉｎｐｕｔｓｊｂ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ｋ[ ]ｔｏｔａｌｉｎｐｕｔｓｕｓｅｄｂ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ｋ
（式１５）

在国家层面也可以用类似的计算：

公式分子：产业 ｋ采购的进口投入；
公式分母：产业 ｋ的总投入。

　　 ＯＳｋ ＝
∑ｋ∑ｊ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ｅｄｉｎｐｕｔｓｊｂ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ｋ］

∑ｋ
［ｔｏｔａｌｉｎｐｕｔｓｕｓｅｄｂ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ｋ］

（式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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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中 ｉ为国家标识。
公式分子：产业 ｋ采购的进口投入；
公式分母：产业 ｋ的总投入。

ｅ垂直专业化分工

胡梅尔斯等 （Ｈｕｍｍｅｌ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１）提出的垂直专业化指数表示了出口
货物中中间产品的进口投入值。它可以通过投入产出表来计算：

　　 ＶＳｉｋ ＝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ｉｎｐｕｔｓｉ

ｇｒｏｓｓｏｕｔｐｕｔ( )ｉ ×ｅｘｐｏｒｔｉｋ （式１７）

公式分子：进口投入；

公式分母：总产出。

其中 ｉ是国家标识，ｋ是产业标识。第一项表示进口投入在生产总值中的
贡献。这个比率乘以出口值得出出口价值中所包含的进口投入品的量。如果

没有使用进口投入，则垂直专业化值等于零。类似的方法可用于国家层面该

指标的计算，即将各个产业的垂直化专业水平简单相加。

　　 ＶＳｉ＝∑ｋ
ＶＳｉｋ （式１８）

２贸易结构

ａ贸易的产业和地理定位

一国贸易的产业结构的重要性很多。例如，如果一些部门是技术进步和

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那么贸易的产业结构就与增长有关，虽然这一观点的对

错还存在争议。
１０
此外，增长的制约因素在产业层面更容易确定。

１１

贸易的地理结构最能说明世界经济活力地区之间的联系 （或缺失），并能

帮助考察出口促进战略。它也是分析区域一体化及国家贸易政策日益重要的

一个工具。

使用产业层次的贸易数据库就可以构建各产业在一个国家进出口总额中

所占份额的简单指数。同样，使用一国总进出口额及双边贸易数据就可以构

建每一个贸易伙伴所占份额的指标。更进一步，还可以评估一个国家出口导

向的有利程度，即国家从那些经历快速进口增长的贸易伙伴和产业中进口的

程度。
１２

ｂ产业内贸易

对于许多国家而言，国际贸易的很大一部分发生在同一产业内，即使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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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水平的统计分解仍是如此。一个广泛被用来度量产业内贸易重要性的指

标是格鲁贝尔 －劳埃德 （ＧｒｕｂｅｌＬｉｏｙｄ，ＧＬ）指数：

　　 ＧＬｉｊｋ ＝１－
｜Ｘｉｊｋ －Ｍ

ｉｊ
ｋ｜

Ｘｉｊｋ ＋Ｍ
ｉｊ
ｋ

（式１９）

Ｘｉｊｋ代表 ｉ国出口到 ｊ国的货物 ｋ（或部门）的数额，竖线代表绝对值。ＧＬ
指数介于０到１。如果一个国家的某产业只有进口或只有出口，那么第二部分
将等于１，因而该指数将为０，表明没有产业内贸易。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
某产业既有进口又有出口，那么随着进口值和出口值增长趋同，该指数将趋

近于１。ＧＬ指数取值越高，贸易类型越接近于克鲁格曼的垄断竞争模型。１３出
于这个原因，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上升值通常与收入水

平和产业结构趋同。
１４

图 １２　２００４年贸易重叠度及相对于德国的国家相似性指数
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 ＷＤＩ和联合国贸发会议计算

通常情况下，经济规模相似的国家 （如国内生产总值）会有更多的产业

内贸易。在图１２的散点图中表明了２００４年德国和其贸易伙伴相似性指数和
重叠贸易份额之间的关系。横轴上的相似性指数是根据赫尔普曼 （１９８７）来
构建的：

　　 ＳＩｉｊ＝１－ ＧＤＰｉ

ＧＤＰｉ＋ＧＤＰ[ ]ｊ
２

－ ＧＤＰｊ

ＧＤＰｉ＋ＧＤＰ[ ]ｊ
２

（式１１０）

其中，国内生产总值以实际值表示，贸易重叠指数被定义为双边贸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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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Ｌ指数 ＞０）产品 （６位 ＨＳ）的出口加上进口的总和除以出口和进口之和。
那些人均收入与德国类似的国家有较高的重叠贸易比例 （见图１２）。

图１２中 ＳＴＡＴＡ计算文件见：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ｔｈ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ｖｅｒｌａｐ＿ｔｒａｄｅｄｏ”

ｕｓｅ“ｏｖｅｒｌａｐｄｔａ”，ｒｅｐｌａｃｅ

ｔｗｏｗａｙ（ｓｃａｔｔｅｒｏｖｅｒｌａｐｓｉｍｉｌ＿ｉｎｄｅｘ，ｍｌａｂｅｌ（ｐａｒｔｎｅｒ））／

／（ｌｆｉｔｏｖｅｒｌａｐｓｉｍｉｌ＿ｉｎｄｅｘ），／

／ｔｉｔｌｅ（“Ｏｖｅｒｌａｐ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ｖｉｓａｖｉｓＧｅｒｍａｎｙ，２００４”）／

／ｌｅｇｅｎｄ（ｌａｂ（１“Ｓｈａｒｅｏｆｏｖｅｒｌａｐｔｒａｄｅ”））ｘｔｉｔｌ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ｉｎｄｅｘ”）

但是，ＧＬ指数需要谨慎解释。首先，它们取值随加总水平上升而上升
（也即它们在更详细的水平计算时取值更低），所以比较时需要在相似的加总

水平进行计算。
１５
更加要注意的问题是，除非在极其精细的分解层次上进行计

算，ＧＬ指数可能含有 “垂直贸易”，这一现象与产品趋同和垄断竞争毫无关

系。例如，德国出口汽车零部件 （动力总成、变速箱和制动模块）出口到捷

克共和国，然后捷克出口组装车到德国，那么按总体水平计算的 ＧＬ指数会显
示在两国汽车产业有大量的产业内贸易；但这是由捷克共和国较低劳动力成

本所推动的真正的 “赫克歇尔 －俄林贸易”（汽车装配相对汽车部件生产是更
加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因此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汽车装配应设在捷克共和

国而非德国）。
１６

请注意，如表 １１里中东欧国家 （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ＥＥＣｓ）和欧盟情况表明的那样，ＧＬ指数通常随着收入加总水平上升而上升。

表 １１ １９９４－２００３年中东欧合并 ＧＬ指数的演变

年份 ＧＬ指数

１９９４ ６９％

１９９５ ７２％

１９９６ ７４％

１９９７ ７７％

１９９８ ８１％

１９９９ ８２％

２０００ ８４％

２００１ ８５％

２００２ ８４％

２００３ ８３％

　　来源：Ｔｕｍｕｒｃｈｕｄｕｒ（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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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ＩＴ指数上升反映了两股力量。首先，随着经济一体化加强，上述的 “垂

直贸易”也会增加。其次，随着低收入国家追赶高收入国家，他们会生产更

多相同的商品 （技术的复杂性增加了）。这会出现相似但差异化商品之间的

“横向贸易”，情形与垄断竞争模型相一致。

ｃ出口增长的收益

贸易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演化的。极其重要的一个政策考虑

是获得新的市场和扩大出口机会，结果推动了许多优惠性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扩大出口，无论是扩大出口产品范围还是扩大出口目的地都可以各自获得广

延边际收益 （对同一目的地增加出口价值）、集约边际收益 （新的出口项目、

新的目的地）以及 “可持续性收益”（保持长期出口优势）。一个有用的分解

如下：设 Ｋ０是本国在基准年度的一系列出口产品，Ｋ１是最终年度同系列产品
的出口，基准年度出口的货币价值可以通过如下公式来计算：

　　 Ｘ０ ＝∑Ｋ０
ＸＫ０ （式１１１）

最终年度出口的货币价值计算公式如下：

　　 Ｘ１ ＝∑Ｋ１
ＸＫ１ （式１１２）

两年间总出口值的变化可以分解成：

　　 ΔＸ＝∑Ｋ０∩Ｋ１
ΔＸ＋∑Ｋ１／Ｋ０

Ｘｋ－∑Ｋ０／Ｋ１
Ｘｋ （式１１３）

其中第一项是出口的变化，第二项是新产品广延边际的变化，第三项是

“产品消失幅度”。换句话说，可以通过增加现有产品出口促进出口增长，也

可以通过出口更多新产品或减少失误促进出口增长。遵循相同的思路并结合

产品和目的地可以构造更复杂的分解。需要了解的一个有用事实是新产品对

出口增长利润贡献普遍较小 （见图１３）。１７

具体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技术性的，另一个是实质性的。技术性原因是

因为出现新产品广延边际利润只是在出口的第一年，此后，它是在出口方面

获得更多利润。因此，除非公司开始出口的第一年规模很大 （这不太可能），

出口广延边际方面的收益对总出口增长的贡献只能很小。实质性的原因是，

大多数新产品出口在推出后不久就失败了：发展中国家出口中位数长度是大

约两年。它们有大量的出口创业企业，但同时又有很多企业退出市场。提高

出口贸易的可持续性 （这需要一个理解其成活率低的原因）仍然是一个有待

探索的领域。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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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９９个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的分解 （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
来源：布伦顿 和 纽法默 （２００７）

ｄ出口多样化

度量出口多样化最简单的方法是用逆赫芬达尔 （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集中度指
数，用各产业在总出口中份额的平方和表示，国家标识是 ｉ，部门标识是 ｋ，

则赫芬达尔指数 ｈｉ＝∑ｋ
（ｓｉ）２，其中 ｓｉ表示部门 ｋ在国家 ｉ出口或进口中的

份额。
１９

在上面的公式中，ｈｉ的取值介于１／Ｋ和１之间，其中 Ｋ是进出或出口的产
品数目。该指数可以进行标准化，使其取值介于 ０～１之间，标准化的赫芬达
尔指数如下：

　　 ｎｈｉ＝ｈ
ｉ－１／Ｋ
１－１／Ｋ

（式１１４）

如果类似赫芬达尔指数这样的集中度指数仅用于计算实际出口产品，那

么它们在广延边际度量了集中度、多样化程度。在广延边际度量多样化时可

以通过计算实际出口产品数量来进行。一般情况下，首先观察到的是出口

广延边际、出口集约边际和随着经济增长一同出现，尽管富裕国家会出现

重新集中 （见图 １４）。
多样化本身是否构成一项政策的目标是另一种情况。有时，较大的出口

突破可提高集中度。另一方面，理论上多样化能减少风险 （虽然对 “出口风

险”的概念探讨比较少）。
２０
此外，在出口广延边际方面的多样化反映了 “出

口企业家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作为商业氛围风向标是非常有用的。但

是，将多元化本身作为一项政策目标还需谨慎。例如，多样化经常被证明是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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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　出口集中度与发展阶段
来源：卡多等 （２０１１）

避免所谓的 “自然资源诅咒”（经济增长和自然资源出口重要性之间存在负相

关关系）的一种合理手段，但 “诅咒”是否真实存在或者其本来就是一个统

计幻觉目前仍存在争议。
２１

专栏１１　多样化的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２２

仅仅通过计算实际出口产品 （如图 １４）来度量多样化的一个缺点是，
一个国家无论是通过原油出口还是通过骡子或驴子的出口开启多样化是没

有区别的：都是增加一项出口税目 （在给定的产品分解水平）。赫梅尔和克

列诺 （Ｈｕｍｍｅｌｓａｎｄ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５）提出一个变型方法，即出口税目通过它
们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给予加权。根据这个方法，启动价值一百万美元原

油的出口要比启动价值一百万美元的驴子更有分量，因为前者在世界贸易

中更加重要 （因而代表更强的扩张潜力）。

让 Ｋｉ来代表国家 ｉ出口的系列产品，Ｘｉｋ表示 ｉ国 ｋ产品出口到世界的金

额，ＸＷｋ代表 ｋ产品世界出口的金额，那么，赫梅尔和克列诺定义的静态集

约边际为：

　　 ＩＭｉ＝
∑Ｋｉ

Ｘｉｋ

∑Ｋｉ
ＸＷｋ

（式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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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分子是 ｉ国的产品出口，分母是世界的产品出口，这里的产品

是 ｉ国产品出口组合。也就是说，ＩＭｉ是 ｉ国在所出口产品中占的市场份额。
出口广延边际（也是静态的）为：

　　 ＸＭｉ＝
∑Ｋｉ

ＸＷｋ

∑ＫＷ
ＸＷｋ

（式１１６）

其中 ＫＷ是所有贸易产品的系列，ＸＭｉ是世界贸易中属于 ｉ国产品组合的
市场份额。

有关赫梅尔和克列诺产品分解的ＳＴＡＴＡ补充内容见：“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ｔｈ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Ｍ＿ＥＭ＿ｈｕｍｍｅｌｓ＿ｋｌｅｎｏｗｄｏ”

ｇｘ＿ｉ＿ｋ＝ｔｒａｄｅ＿ｖａｌｕｅ

ｂｙｓｏｒｔ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ｙｅａｒ：ｅｇｅｎｓｕｍ＿ｉ＿ｘ＿ｉ＿ｋ＝ｔｏｔａｌ（ｘ＿ｉ＿ｋ）／Ｓｕｍｏｆｉｓｅｘｐｏｒｔｏｆａｌ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ｅｘ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ｉ／

ｂｙｓｏｒｔｙｅａｒ：ｇｔｅｍｐ１＝ｘ＿ｉ＿ｋｉｆ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Ａｌｌ”

ｂｙｓｏｒｔｙｅａ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ｅｇｅｎｔｅｍｐ２＝ｍａｘ（ｔｅｍｐ１）／Ｗｏｒｌｄｅｘｐｏｒｔｓ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ｋｉｎｙｅａｒ

ｔ／

ｂｙｓｏｒｔ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ｙｅａｒ：ｅｇｅｎｓｕｍ＿ｉ＿ｘ＿ｗ＿ｋ＝ｔｏｔａｌ（ｔｅｍｐ２）／Ｔｏｔａｌｗｏｒｌｄｅｘｐｏｒｔｓｏｆａｌ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ｅｘ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ｉ／

ｂｙｓｏｒｔｙｅａｒ：ｅｇｅｎｓｕｍ＿ｗ＿ｘ＿ｗ＿ｋ＝ｔｏｔａｌ（ｘ＿ｉ＿ｋ）／Ｔｏｔａｌｗｏｒｌｄｅｘｐｏｒｔｓｏｆａｌ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ｎ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ｇｉｍ＿ｉ＝ｓｕｍ＿ｉ＿ｘ＿ｉ＿ｋ／ｓｕｍ＿ｉ＿ｘ＿ｗ＿ｋ

ｇｅｍ＿ｉ＝ｓｕｍ＿ｉ＿ｘ＿ｗ＿ｋ／ｓｕｍ＿ｗ＿ｘ＿ｗ＿ｋ

ｓｕｍｉｍ＿ｉｅｍ＿ｉ

ｋｅｅｐ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ｙｅａｒｉｍ＿ｉｅｍ＿ｉ

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ｅｓｄｒｏｐ

ｒｅｐｌａｃｅｉｍ＿ｉ＝ｉｍ＿ｉ１００

ｒｅｐｌａｃｅｅｍ＿ｉ＝ｅｍ＿ｉ１００

ｓｕｍｉｍ＿ｉｅｍ＿ｉ

赫梅尔和克列诺的分解适用于地域市场而不是产品。设 Ｄｉ是一组目标市
场，ｉ国对该市场出口产品 （从 １种产品到 ５０００种产品，数量多少都不重
要），Ｘｉｄ是 ｉ国出口到 ｄ目标市场总出口金额，Ｘ

Ｗ
ｄ是全世界出口到 ｄ目标市场

金额 （即 ｄ国的总进口额）。然后，对这些市场上所有货物价值进行汇总。
那么，出口集约边际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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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Ｍｉ＝
∑Ｄｉ

Ｘｉｄ

∑Ｄｉ
ＸＷｄ

（式１１７）

其中 ＤＷ是所有目标国家的集合。换言之，就是 ｉ国在其出口目标国的市

场份额 （ｉ国在所有进口国中的市场份额）。出口广延边际为：

　　 ＸＭｉ＝
∑Ｄｉ

ＸＷｄ

∑ＤＷ
ＸＷｄ

（式１１８）

它是 ｉ国的目标市场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 （他们的进口占世界贸易的份

额）。显然，分解能够更进一步使出口目标市场产品与进口方相匹配。

有关赫梅尔和克列诺地理分解的 ＳＴＡＴＡ补充内容见：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ｔｈ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Ｍ＿ＥＭ＿ｈｕｍｍｅｌｓ＿ｋｌｅｎｏｗｄｏ

ｕｓｅ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ｄｔａ，ｒｅｐｌａｃｅ

ｅｇｅｎｔｔ＝ｓｕｍ（ｅｘｐ＿ｔｖ）

ｓｕｍｔｔ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ｓｕｍ）ｅｘｐ＿ｔｖｉｍｐ＿ｔｖ，ｂｙ（ｃｃｏｄｅｐｃｏｄｅｙｅａｒ）

ｅｇｅｎｔｔ＝ｓｕｍ（ｅｘｐ＿ｔｖ）

ｄｒｏｐｔｔ

ｇｘ＿ｉ＿ｄ＝ｅｘｐ＿ｔｖ

ｂｙｓｏｒｔｃｃｏｄｅｙｅａｒ：ｅｇｅｎｓｕｍ＿ｉ＿ｘ＿ｉ＿ｄ＝ｔｏｔａｌ（ｅｘｐ＿ｔｖ）／Ｓｕｍｏｆｃｃｏｄｅｓｅｘｐｏｒｔｔｏａｌｌｉｔｓ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ｓｏｒｔｐｃｏｄｅｙｅａｒ：ｅｇｅｎｘ＿ｗ＿ｄ＝ｔｏｔａｌ（ｅｘｐ＿ｔｖ）／Ｔｏｔａｌｗｏｒｌｄｅｘｐｏｒｔｓｔｏｅａｃｈ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ｂｙｓｏｒｔｃｃｏｄｅｙｅａｒ：ｅｇｅｎｓｕｍ＿ｉ＿ｘ＿ｗ＿ｄ＝ｔｏｔａｌ（ｘ＿ｗ＿ｄ）／Ｔｏｔａｌｗｏｒｌｄｅｘｐｏｒｔｓｔｏａｌｌ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ｓｅｒｖｅｄｂｙ

ｃｃｏｄｅ／

ｂｙｓｏｒｔｙｅａｒ：ｅｇｅｎｓｕｍ＿ｗ＿ｘ＿ｗ＿ｄ ＝ ｔｏｔａｌ（ｅｘｐ＿ｔｖ） ／ Ｔｏｔａｌｗｏｒｌｄｅｘｐｏｒｔｓｔｏａｌｌ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ｇｅｍ＿ｉ＝ｓｕｍ＿ｉ＿ｘ＿ｗ＿ｄ／ｓｕｍ＿ｗ＿ｘ＿ｗ＿ｄ

ｇｉｍ＿ｉ＝ｓｕｍ＿ｉ＿ｘ＿ｉ＿ｄ／ｓｕｍ＿ｗ＿ｘ＿ｗ＿ｄ

ｓｕｍｉｍ＿ｉｅｍ＿ｉ

ｋｅｅｐｃｃｏｄｅｙｅａｒｉｍ＿ｉ ｅｍ＿ｉ
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ｅｓｄｒｏｐ

ｒｅｐｌａｃｅｉｍ＿ｉ＝ｉｍ＿ｉ１００

ｒｅｐｌａｃｅｅｍ＿ｉ＝ｅｍ＿ｉ１００

ｓｕｍｉｍ＿ｉｅｍ＿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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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比较优势

ａ显性比较优势

目前，各国对产业政策的兴趣重新抬头，这给贸易经济学家识别具有比

较优势部门的任务带来了困扰。然而，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传统的度

量指标是显性比较优势 （ＲＣＡ）指数 （Ｂａｌａｓｓａ，１９６５）。它是指一个产品 ｋ占
ｉ国的出口份额与它在世界贸易中份额的比率。公式为：

　　 ＲＣＡｉｋ ＝
Ｘｉｋ／Ｘ

ｉ

Ｘｋ／Ｘ
（式１１９）

其中 Ｘｉｋ是国家 ｉ对 ｋ产品的出口额，Ｘ
ｉ ＝∑ｋ

Ｘｉｋ是其总出口额，Ｘｋ ＝

∑ｉ
Ｘｉｋ是产品 ｋ的世界出口额，Ｘ＝∑ｉ∑ｋ

Ｘｉｋ是世界总出口额。国家 ｉ产品 ｋ

的 ＲＣＡ大于１的值就表示在该部门 ｉ国所具有的显性比较优势。ＲＣＡ指数从
贸易数据中很容易计算，并能够在任何分类水平上计算。

ＲＣＡ指数一个缺点是它的不对称性，即对那些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部门，
它是无限的，但对处于缺乏比较显性优势的部门，其取值会小于零。解决这

一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在使用上述公式时采用进口值而不是出口值，但其中 ｘ
要用 ｍ代替。另外一个解决办法是利用劳尔森 （Ｌａｕｒｓｅｎ，２０００）提出的一个
标准化方法化为标准化的 ＲＣＡ，即 ＮＲＣＡ，其为：

　　 ＮＲＣＡｉｋ ＝
ＲＣＡｉｋ－１
ＲＣＡｉｋ＋１

（式１２０）

对 ＮＲＣＡ指数的解释除了临界值用０代替１、下限值为 －１、上限值为 ＋１
从而实现了对称以外，其余与标准的 ＲＣＡ相似。巴拉萨指数仅仅记录国家 ｉ
目前的贸易模式。下面要介绍的其他指标更适合说明是否需要支持某特定

部门。

ｂ显性技术含量：ＰＲＯＤＹ指数

一种替代方法是借鉴豪斯曼等人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提出的 ＰＲＯＤＹ
指数。ＰＲＯＤＹ指数对某产品出口国的人均 ＧＤＰ进行加权来估计该产品的技术
含量，其中权重是出口国该产品的 ＲＣＡ指数：

　　 ＰＲＯＤＹｋ ＝∑
ｉ
ＲＣＡｉｋＹ

ｉ
（式１２１）

其中 Ｙｉ表示国家 ｉ的人均 ＧＤＰ，ＰＲＯＤＹ描述了与该产品相联系的收入水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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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对那些在相应产品具有显性优势的国家给予了相对较大的权重，并且独

立于贸易出口量。
２３

豪斯曼等 （２００７）进一步定义了与 ｉ国出口篮子相联系的生产率水平：

　　 ＥＸＰＹｉ＝∑ｋ

Ｘｉｋ
Ｘｉ
ＰＲＯＤＹｋ （式１２２）

公式使用产品 ｋ占国家 ｉ出口的份额作为权重对 ｉ国 ＰＲＯＤＹ加权平均。
在计算 ＥＸＰＹ时，产品根据出口国的收入水平进行了排名，那些由较富裕国
家出口的产品比那些较为贫穷国家出口的产品获得了更高的排名。

ｃ显性要素密度

在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白鸟等 （Ｓｈｉｒｏｔｏｒ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０）构建的估测贸
易产品显性要素密度的数据库中使用了类似豪斯曼等人 （２００７）的方法。令
ｋｉ＝Ｋｉ／Ｌｉ表示 ｉ国劳动力的人均资本存量，让 Ｈｉ表示人力资本存量，也就是
在几年中劳动力的人均受教育水平。这些都是一国的要素禀赋。产品 ｋ在资
本方面的显性密度为：

　　 ｋｋ ＝∑Ｉｋ
ωｉｋｋ

ｉ
（式１２３）

其中 Ｉｋ是出口产品 ｋ的国家集合。它是出口产品ｋ的国家资本量的加权平
均值，其中权重 ω是调整到比例总和为 １的 ＲＣＡ指数２４

。简单地说就是一国

出口的产品如果具有富裕的实物资本禀赋，则就说其是资本密集型的。例如，

如果产品 ｋ实际是由德国和日本出口，那么在资本密集度上它就是显性的。
如果它实际是由越南和莱索托出口的，则表明它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同样，

产品 ｋ在人力资本上反映的密度为：

　　 ｈｋ ＝∑Ｉｋ
ωｉｋｈ

ｉ
（式１２４）

其中 ｈｉ＝Ｈｉ／Ｌｉ是国家 ｉ平均人力资本存量。该数据库涵盖了 １９６２年和
２００７之间 ＨＳ６的５０００种产品、ＳＩＴＣ４－５的１０００多种商品。２５

４区域贸易分析

优惠贸易协定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ＰＴＡｓ）非常流行，自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以来，ＰＴＡｓ持续增加。到 ２０１０年 ７月，已有 ４７４个优惠性贸易协
定通报给 ＧＡＴＴ／ＷＴＯ。２６同期，有 ２８３个优惠贸易协定开始实施。自利普西
（Ｌｉｐｓｅｙ，１９６０）以来，人们经常认为如果潜在的成员相互间已经有大量的贸
易往来，那么自由贸易协定 （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ＦＴＡ）就更可能提高福
利，这就是猜想的所谓 “自然贸易伙伴假设”。然而，理论表明，这些协议不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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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能够增进成员的福利。
２７
在第三章我们将会讨论度量事后贸易转移和贸易

创造的方式，在第五章处理局部贸易均衡模型时我们会考虑引力方程。本章

中我们将重点放在另一个方面，即那些组建或计划组建优惠区的国家是否是

“自然贸易伙伴”。

第一步就是审视区域内贸易流动，显示原始数据，并以直观的方式说明

它们。四个拉美国家 （阿根廷、巴西、智利和乌拉圭）区域贸易流量的原始

数据如表１２所示。
表１２的数据可以用图 １５所示的三维条形图来说明，图形清晰地表明

了巴西和阿根廷在区域贸易中压倒性的比重。

表 １２ ２０００年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的地区进口

进口方
出口方

阿根廷 巴西 智利 乌拉圭

阿根廷 — ４３９７ １１００ ６９４

巴西 ５８３２ — １２７０ ６０３

智利 ４９４ ６９５ — ５０

乌拉圭 ３７９ ５３５ ５６ —

加上巴西的总和 ６７０５ ５６２７ ２４２６ １３４７

占总进口的百分比 ３０５％ １１３％ １８５％ ４７９％

哥伦比亚 ４３ １６９ １７６ ５

厄瓜多尔 ３４ １８ ４７ ２

秘鲁 ２３ １４０ １９５ ３

委内瑞拉 ２３ ８１１ １０３ １

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总和 １２３ １１３９ ５２１ １２

占总进口的百分比 ０６％ ２３％ ４０％ ０４％

加拿大 ２７８ １０２４ ４２０ １９

墨西哥 ５４０ ７７７ ６０７ ３８

美国 ４２６８ １３０００ ３１２９ ３３２

北美自由贸易区总和 ５０８７ １４８００ ４１５６ ３８８

占总进口的百分比 ２３１％ ２９７％ ３１６％ １３８％

总进口 ２２０００ ４９８００ １３１００ ２８１３

　　来源：作者根据贸易、生产和保护数据库计算 （尼西塔和奥拉列格，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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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５　部分拉美国家的进口矩阵

来源：作者根据贸易、生产和保护数据库计算 （尼西塔 和 奥拉列格，２００６）２９

ａ区域贸易集中度

区域贸易集中度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Ｔｒａｄｅ，ＲＩＴ）指数依据现有贸易流
量度量区域内各国之间的相互贸易相对于区域外其他国家贸易的相对集中度，

从而提供区域一体化协议对潜在福利影响的信息。
２９
这些指标是纯粹描述性的，

并且对那些影响双边贸易的因素以及那些仅在引力方程中真正可控的因素不

进行控制———或仅仅是不完全控制。第三章将说明如何通过使用引力方程来

对 ＰＴＡｓ的福利效应做进一步的经济分析。当然，应该牢记，计量经济分析的
是可观察的影响，因此总是在协议达成之后进行 “事后”的分析 （最好是在

协议达成几年后）。

叶芝 ＲＩＴ指数 （Ｙｅａｔｓ，１９９７）尽管没有特别的难度，但也许是我们简单
指数计算中最繁琐的一个。令 Ｘｉｊｋ代表国家 ｉ的货物 ｋ对国家 ｊ的出口，Ｘ

ｉｊ ＝

∑ｋ
Ｘｉｊｋ表示国家ｉ向国家ｊ的全部出口，Ｘ

ｉ
ｋ＝∑ｊ

Ｘｉｊｋ表示国家ｉ的货物ｋ在整个

世界市场的出口，Ｘｉ＝∑ｊ∑ｋ
Ｘｉｊｋ是国家 ｉ所有产品在整个世界市场的出口。

从出口方面来看，ＲＩＴ指数衡量了 ｉ国的货物 ｋ在地区 ｊ的出口份额所占 ｉ
国所有出口份额的比例，该指标可用下面公式表示：

　　 Ｒｉｊｋ ＝
Ｘｉｊｋ／Ｘ

ｉ
ｋ

Ｘｉｊ／Ｘｉ
（式１２５）

同理，也可以从进口的角度计算出一个类似的指标。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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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ＲＩＴ指数应用的例子，３０我们让 ｉ代表欧盟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ＥＵ），ｊ
代表中东欧的一个国家 （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ＣＥＥＣｓ）。然
后，让 ｋ＝Ｉ表示中间产品；或者 ｋ＝Ｆ表示最终产品。数字１和２分别代表
阶段１和阶段２。那么，西欧和中东欧之间垂直贸易增长意味着：

　　
ＲｉｊＩ（２）
ＲｉｊＩ（１）

＞
ＲｉｊＦ（２）
ＲｉｊＦ（１）

（式１２６）

也就是说，中东欧国家在欧盟中间产品出口中的份额相对其最终产品出

口的份额有更快的增长。这正是图１６数据所显示的情况。３１

图 １６　欧盟与中东欧国家贸易指数的区域集中度
来源：图默察杜 （Ｔｕｍｕｒｃｈｕｄｕｒ，２００７）

ｂ贸易互补性

贸易 互 补 性 指 数 （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ｅｓ，ＴＣＩｓ） 由 麦 可 利
（Ｍｉｃｈａｅｌｙ，１９９６）引入，从一个国家出口和另一国家进口重叠方面来度量两
个国家成为 “自然贸易伙伴”的程度。

３２

国家 ｉ和国家 ｊ之间的贸易互补性指数，从进口方面 （也可以从出口方面

计算）就是通过计算 ｉ国的总进口和 ｊ国总出口之间的匹配度来衡量 ｊ国出口
供应与 ｉ国进口需求之间的接近程度。如果进口和出口部门间份额完全相关，
则这个指数等于１００，如果进口和出口部门间份额完全负相关，则这个指标等
于０。令ｍｉｋ表示部门ｋ占ｉ国从世界总进口的份额，ｘ

ｊ
ｋ表示ｋ部门在ｊ国世界总

出口的份额，那么 ｉ国和 ｊ国之间的进口 ＴＣＩ为：

　　 ｃｉｊ＝１００［１－∑
ｍ

ｋ＝１
｜ｍｉｋ－ｘ

ｊ
ｋ｜／２］ （式１２７）

表１３显示了三种货物进出口两方面的情况。在该表的 （ａ）和 （ｂ）中，
正如它们各自进出口数据显示的那样，国家 ｉ供应的产品和 ｊ国的需求不相
匹配。

·５２·



贸易政策 分析实用指南

注意这些进出口的商品是相对于世界市场而非彼此之间的市场。然而，

在该表的 （ａ）中，国家 ｊ的供应和 ｉ国的需求之间有部分的匹配，导致总的
ＴＣＩ等于４４４。在 （ｂ）中，ｊ国的供应与 ｉ国的需求完全匹配，从而它的 ＴＣＩ
等于１００。３３

表 １３ 互补性指数：计算说明

（ａ）ｉ的供给与 ｊ的需求不匹配，ｊ的供给仅仅部分与 ｉ的需求匹配

商品

以美元计算的贸易

国家 ｉ 国家 ｊ

Ｘｉｋ Ｍｉｋ Ｘｉｋ Ｍｉｋ

１ ０ ５５ １０８ ９３

２ ０ ０ ０ ０

３ ２３ ２２１ ３５ ０

总计 ２３ ２７６ １４３ ９３

商品

每个国家的贸易份额 中间贸易的计算

国家 ｉ 国家 ｊ 国别差异 绝对值

ｘｉｋ ｍｉｋ ｘｊｋ ｍｊｋ ｍｊｋ－ｘ
ｉ
ｋ ｍｉｋ－ｘ

ｊ
ｋ ｜ｍ

ｉ
ｋ－ｘ

ｊ
ｋ｜／２ ｜ｍｊｋ－ｘ

ｊ
ｋ｜／２

１ ０００ ０２０ ０７６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５６ ０５０ ０２８

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 １００ ０８０ ０２４ 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５６ ０５０ ０２８

总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５６

指数值 ０００ ４４４０

（ｂ）ｉ的供给现 ｊ的需求不匹配，但 ｊ的供给与 ｉ的需求完全匹配

商品

以美元计算的贸易量

国家 ｉ 国家 ｊ

Ｘｉｋ Ｍｉｋ Ｘｉｋ Ｍｉｋ

１ ０ ５５ ５５ ２７

２ ０ ０ ０ ５０

３ ２３ １０８ １０８ ０

总计 ２３ １６３ １６３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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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商品

每个国家的贸易份额 中间贸易计算

国家 ｉ 国家 ｊ 国别差异 绝对值

ｘｉｋ ｍｉｋ ｘｊｋ ｍｊｋ ｍｊｋ－ｘ
ｉ
ｋ ｍｉｋ－ｘ

ｊ
ｋ ｜ｍ

ｉ
ｋ－ｘ

ｊ
ｋ｜／２ ｜ｍｊｋ－ｘ

ｊ
ｋ｜／２

１ ０００ ０３４ ０３４ ０３５ ０３５ ０００ ０１８ ０００

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６５ ０６５ ０００ ０３２ ０００

３ １００ ０６６ ０６６ 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５０ ０００

总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指数值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其他重要概念

ａ实际有效汇率

实际有效汇率 （Ｒｅ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ＲＥＥＲ）是衡量国内经济的
价格相对贸易伙伴的竞争力。实际有效汇率的演变往往可以很好地预测潜在

的国际收支危机。它由两部分组成： “实际的”部分和 “有效的”部分。我

们从实际的汇率部分开始进行介绍。表 １４给出了本国和外国之间实际双边
汇率计算情况。假定在２０１０年两国的价格指数规定为 １００。国外通货膨胀率
是４％，国外为１５％，国内外通货膨胀率差约 １１个百分点。在 ２０１０年开始，
汇率为每单位外币兑换 ３８０单位的本地货币 （比方说，如果国内是阿根廷，

那么一美元兑换３８０比索），但２０１１年汇率变为３９７，贬值约４５％。
国家 ｉ和国家 ｊ之间双边的实际汇率 ｅｉｊ为 ｉ国的名义汇率 Ｅｉｊ除以国内相对

于国外的价格指数 （ｐｉ／ｐｊ），即：

　　 ｅｉｊ＝ Ｅｉｊ

ｐｉ／ｐｊ
＝Ｅ

ｉｊｐｊ

ｐｉ
（式１２８）

在表１４的最后一行可以看出，尽管名义汇率上升 （国内货币名义贬值

４５１％），但实际汇率下降 （国内货币实际升值 ４４０％）。也就是说，存在
８８２％的通货膨胀率差，虽然通过名义贬值 （４５１％）有所减少，但不足以
弥补，因此国内经济失去价格竞争力。

现在我们看 “有效的”部分，ＲＥＥＲ只是双边实际汇率的贸易加权平均
值。也就是说，让 γｉｊｔ ＝（Ｘ

ｉｊ
ｔ＋Ｍ

ｉｊ
ｔ）／（Ｘ

ｉ
ｔ＋Ｍ

ｉ
ｔ）为国家ｊ在国家 ｉ贸易中的份额，

既包括出口方 （Ｘｉｊｔ代表ｉ国在ｔ年对ｊ国的出口），也包括进口方 （Ｍｉｊｔ代表在
ｔ年 ｉ国从 ｊ国的进口），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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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ｉｔ ＝∑
ｎ

ｊ＝１
γｉｊｔｅ

ｉｊ
ｔ （式１２９）

表 １４ 实际汇率：计算说明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Ｃｈａｎｇｅ（％）

价格指数

国内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国外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２００ ２００

比率 １００ １０９ ８８２

名义汇率 ３８０ ３９７ ４５１

实际汇率 ３８０ ３６４ －４４０

　　来源：作者计算

注意时间参数 ｔ对汇率和权重 γｉｊｔ都是相同的。然而，像价格指数权重一
样，它们也不可能随着时间推移变化很大，在比汇率更长的时间跨度内可以

被认为是准恒定的。

实际有效汇率 （ＲＥＥＲ）的计算非常费时，它包含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Ｆｕｎｄ，ＩＭＦ）的国际金融统计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ＦＳ）出版物中，也出现在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ＷＤＩ）中。３４从历史上看，通过 ＲＥＥＲ度量货币长期存
在的实际升值可以对汇率危机进行预警。

ｂ贸易条件

贸易条件 （ＴｅｒｍｓｏｆＴｒａｄｅ，ＴＯＴ）是世界市场上一国出口对于其进口的
相对价格。如果一国出口价格相对于其进口价格上升，那么该国就能在世界

市场上提高其购买力。两种最常见的指标是易货贸易的贸易条件和贸易收入

条件。让我们依次来分析它们。

ｃ易货贸易条件

在第 ｔ年 ｉ国的易货贸易条件或 ｔ年 ｉ商品贸易条件，ＢＴＴｉｔ，定义为 ｉ国出

口的价格指数 ＰｉＸｔ 与它进口的价格指数 Ｐ
ｉＭ
ｔ 的比率：

３５

　　 ＢＴＴｉｔ ＝
ＰｉＸｔ
ＰｉＭｔ

（式１３０）

其中价格指数通常用出口 （ＮＸ）和进口 （ＮＭ）产品的 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指数
（固定权数）公式计算：

　　 ＰｉＸｔ ＝∑ｋ∈ＮＸ
ｓｉＸｋ０ｐ

ｉＸ
ｋｔ （式１３１）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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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ｉＭｔ ＝∑ｋ∈ＮＭ
ｓｉＭｋ０ｐ

ｉＭ
ｋｔ （式１３２）

公式中 ｐｉＸｋｔ是在第 ｔ年 ｋ产品的出口价格指数，ｓ
ｉＸ
ｋ０是 ｋ产品在 ｉ国于基准年

份出口中所占的份额，ｐｉＭｋｔ和 ｓ
ｉＭ
ｋ０类似。

在理想的情况下，贸易条件的计算应基于单个产品层面的数据，出口价

格采用 ＦＯＢ（离岸价），进口价格采用 ＣＩＦ（成本、保险运费到岸价）计算价
格。但是，这些数据收集非常困难，特别是对低收入国家。因此大多数的估

计采用将有限数量的主要商品市场报价与其他价格难以获得的产品单位价值

系列 （通常是在 ＳＩＴＣ的三位数分项水平，众所周知，并不对质量变化进行控
制）相结合的方法。一个特别的例子是石油价格，如果不能正确考虑在该国

有关石油资源开采管理的协议，就可能使数字失真。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是来自于基准年度影响的权重偏差，通常用基准年

度前后三年的平均值来代替基准年度。

最后，某些国家的进口价格必须经常从 （更可靠）伙伴国的 ＦＯＢ数据进
行推导

３６
，因此没有反映运输和保险费用的变化。

一旦建立了这些国家的具体 ＴＯＴ指数，则可以汇总为区域层次指数水平
（通常采用 Ｐａａｓｃｈｅｔｙｐｅ公式）。

ｄ贸易的收入条件

在第 ｔ年 ｉ国贸易的收入条件，ＩＴＴｉｔ被定义为易货贸易的贸易条件乘以出

口数量指数 ＱｉＸｔ ：

　　 ＩＴＴｉｔ ＝ＢＴＴ
ｉ
ｔＱ
ｉＸ
ｔ （式１３３）

其中 ＱｉＸｔ 是由出口价值指数 （即第 ｔ年出口价值和基准年度出口价值之

比）和总的价格指数 ｐｉＸｋｔ的比值来计算。ＩＴＴ
ｉ
ｔ指标度量的是出口的购买力。贸

易的收入条件和出口的数量指数之间的差异 （ＩＴＴｉｔ－Ｑ
ｉＸ
ｔ）对应于给定国家的贸

易收益 （在负值时代表损失）。

Ｃ数　　据

１数据库

ａ集成贸易数据

ＩＭＦ的贸易统计指引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ｄ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ＤＯＴＳ）３７是双边出口集
成数据的主要来源 （这里的双边出口 “集成”是指一个国家对某一伙伴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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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的所有产品的总和）。
３８

ｂ细分的贸易和生产数据

ｉ贸易分类系统
在处理商品贸易数据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确定现有数据中所使用的是

哪个术语系统。目前有几个贸易术语和分类系统，一些是基于基本的行政管

理需求，另外一些的设计具有其经济意义。
３９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 “管理”术语表，即协调系统 （ＨＳ），在该系统
下所有世界海关组织 （ＷｏｒｄＣｕｓｔｏｍ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ＣＯ）的成员都要向贸发
会议报告他们的贸易数据。关税税率表和原产地规则体系在 ＨＳ中也有所体
现。经过２００７年 １月最后一次修订后，它有 ４个协调水平；降低汇总程度
（增加细节）、大类 （２１类税目）、章 （９９类税目；因为章代码有两个，所以
也称为 ＨＳ２）；税目 （ＨＳ４；１２４３类）和子税目 （ＨＳ６；５０５２个税目，包
括各种特殊的种类）。

４０
超出ＨＳ６的水平 （ＨＳ８和１０）还没统一，所以，国家

之间对产品种类的描述和税目号存在差异。这些数据不会向贸发会议报告，

需要直接从各成员的海关或统计办公室获取。
４１

图 １７　ＨＳ大类在贸易和子税目中的比例
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计算

ＨＳ系统经常被提及的一个缺点是它最初的设计是为了组织征收关税，而
非组织经济意义上的贸易统计，因此，传统的产品如纺织和服装产品 （在

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７年修订版中都是部门 ＸＩ）所占子税目的数量相对于新产品，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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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机械、车辆和器械 （部门 ＸＶＩ，ＸＶＩＩ和 ＸＶＩＩＩ）而言过多。图１７表明该
论述部分是正确的。在该图中，每个 ＨＳ部门表示为一个点，其占总子税目
（ＨＳ６）的份额在水平轴，它在世界出口中的份额由纵轴表示。如果子税目大
约相等，则这些点应该在对角线附近。显然部门 ＸＶＩ（机械）和部门 ＸＶＩＩ
（车辆）比它们的 ＨＳ子目而代表了多得多的世界出口总额。相反的情况出现
在化学品 （ＶＩ）、基本金属 （ＸＶ）、当然还有纺织品和服装 （ＸＩ）。

贸易数据有时也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ＩＴＣ）进行分类。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 ４版在 ２００６年 ３月的
联合国会议中被采纳，像旧版一样 （这个分类系统本身就很陈旧），有五个层

次：部门 （１位数，１０行）、产业 （２位数，６７行）、组 （３位数，２６２行）、
小组 （４位数，１０２３行）和基本分类 （５位数字，２９７０行）。ＨＳ６２００７的
子税目和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修订第 ４版基本分类税目对照表在联合国 （２００６
年）附件一提供，附件二提供了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 ３版和第 ４版之间的对
照表。

４２

ｉｉ产品分类系统
从 ＨＳ到 ＳＩＴＣ术语相当容易，使用对照表可以限制数据信息的丢失。困

难的是从贸易术语表到产品术语表，这些产品术语在不同国家间还没有统一，

要么只是部分地统一。在产品术语表方面，最近被广泛使用的是标准产业分

类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Ｃ），这个分类体系在集成层面将产品
分类并标记为 Ａ至 Ｑ，在最低层面产品标记为 ４位代码。２００８年联合国发布
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ＩＣ）第
４版与 ＳＩＣ非常接近。它的主要缺点是高度概括服务活动，重点反映生产制造
业情况，但或许它重点关注的本来就不是贸易分析。联合国产品分类中心

（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ＰＣ）创建于１９９０年，本身就是为了弥补这方
面的问题以涵盖所有经济活动。它定义了 “产品”类别，这些产品类别设计

有１到５位数的界限，这样就容易与 ＩＳＩＳ分类相对应。ＣＰＣ的 ２０版在 ２００８
年年底完成。

４３
欧盟在 １９９３年创建了一个类似于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的分类体系，就是所谓的产品活动分类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ｂ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ＰＡ）。

欧盟在１９９０年推出了 ＮＡＣＥ（ＮｏｍｅｎｃｌａｔｕｒｅｄｅｓＡｃｔｉｖｉｔéｓ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ｄａｎｓ
ｌａＣｏｍｍｕｎａｕｔéＥｕｒｏｐéｅｎｎｅ）。２００６年批准 （欧洲统计局，２００６年）的 ＮＡＣＥ
第２版在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被逐步淘汰。在一位数到两位数的水平，ＮＡＣＥ第 ２
版与 ＩＳＩＣ第４版完全兼容。ＮＡＣＥ将成员的产品分类统一成四位数。最后，
北美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制定的行业分类系统 （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简称 ＮＡＩＣＳ，最后于２００７年修订）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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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ＮＡＦＴＡ）的成员共同使用。因此，墨
西哥、加拿大和美国不使用 ＳＩＣ（美国自１９９７年以来）。

在各种文献中都会找到这些术语表之间的对照表，
４４
但是没有一个是完美

的，也就是说，为了使贸易与产品数据相匹配，有时不得不在汇总时在一个

或几个分类层次上跳来跳去。这也不幸地意味着简单的指数，如进口渗透比

例———它需要双方的贸易和产品数据———只能在相当集成的水平进行计算。

除了为 “行政管理”编制的术语分类表，一些量身定制的分类体系是为

特定目的而设计的。联合国的广义经济分类 （Ｂｒｏａ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ＢＥＣ）在１９７０年推出，根据产品的最终用途将产品分为四类：资本货物 （０１）、
中间产品 （０２）、消费品 （０３）和其他 （０４，主要是汽车零部件，也可以重新
归类到 ０１－０３类）。具体内容可在联合国 （２００３年）找到。詹姆斯·劳赫
（１９９９）设计了根据产品差异化程度对 ＳＩＴＣ四位数分类进行再分类的方法。第
一类产品由那些有组织交易所的产品，如伦敦金属交易所交易的产品；第二类

由具有参考价格的产品组成 （这些产品在大量出版物中可以获得，比如 Ｋｎｉｇｈｔ
ＲｉｄｄｅｒＣＲＢ商品年鉴）；第三类是差异化的产品，其价格是由品牌来决定的。４５

ｉｉｉ数据库
最重要的商品贸易数据库是联合国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这是一个可从网上订阅

（或通过世界银行的 ＷＩＴＳ门户）的一个海量数据库，覆盖了从１９６２年以来绝
大部分国家在 ＨＳ６水平上的双边贸易流量。４６所有贸易值都是从本国货币以名
义汇率转换为当时美元的值。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也报告交易数量 （实体单

位），所以从理论上还可以计算出每种货物的单价。

由总部设在巴黎的机构 ＣＥＰＩＩ创建的 ＢＡＣＩ数据库，调整了联合国商品贸
易统计数据库进口和出口数据之间的差异 （见后面部分的讨论）。ＢＡＣＩ也提
供了 “调整的”单位产品价值。它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获得数据，

同后者一样，它也是 ＨＳ编码 ６位数水平，作为副产品，它还报告从 ＦＯＢ和
ＣＩＦ贸易数据差异中得出的运输费用。ＢＡＣＩ以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作
为数据来源进行分析的代价是其数据有两年的滞后期 （最新版本覆盖了全球

２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从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０８年的数据）。
由尼西塔和奥拉列格推出的世界银行贸易、生产及贸易保护数据库，将

不同来源的商贸流通、生产和贸易保护数据合并到 “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第 ２
版数据库。尽管数据来源各异，但自 ２００１年发行以来更新的数据库可覆盖
１００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１９７６年至２００４年期间的数据。它包括多种估
计的有用数据，特别是对引力方程有用的数据。也许它最有用的一个特点是

有投入产出表，使它可以跟踪垂直关联。
４８
该数据库可以免费从世界银行的研

究部网页
４９
下载，详细内容可以在尼西塔和奥拉列格 （２００６）研究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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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度量问题

贸易的度量是很不完善的，但一些指标相对更好，如果有一个指标可以

将度量误差最小化，那么选择正确的度量指标就非常重要。出口数据，特别

是那些不是税基的部分，海关部门就不会像进口那样认真仔细的监测。因而，

即使分析的对象是出口，研究者通常也应该偏好来自于伙伴国家的进口数据，

这种技术被称为 “镜像”。然而，在那些关税很高而海关监管能力较弱的国

家，贸易参与者为了避免关税而低估进口产品价值或者将产品列在税率更低

的产品税目下。结果，国家 Ａ报告的来自 Ｂ国的进口价值低于 Ｂ国报告的出
口到 Ａ国的值。５０在这种情况下，镜像方法应该尽量避免。

图 １８　赞比亚的镜像进口统计数据
来源：卡多等 （２００５）

注：沿水平轴的截断点为４０３０００美元；没有相关指标显示年度贸易值低于该阈值。

进口数据也面临进一步的报告错误。进口数据通常由国家统计局汇总，

由贸易部门根据海关部门提供的原始数据进行审阅，但这种流程并不能消除

所有偏差。在诸如 ＡＳＹＣＵＤＡ５１
的自动化系统下，数据越来越多是由运输公司

的员工直接输入电脑，结果导致偶然或者并非偶然的输入错误。针对许多不

发达国家的技术援助项目已经使这些国家受益，这些计划旨在提高海关部门

为政府管理部门提供可靠数据的意识和能力，但进展缓慢。
５２
图 １８说明了这

一问题。每一个点代表赞比亚 ２００２年在 ＨＳ编码 ６位数水平上的进口值。水
平轴度量的是赞比亚贸易伙伴报告的出口方数值，垂直轴是赞比亚进口方面

报告的数值。沿对角线，它们是相等的。也可以看出它们是相关的，大致跨越

了对角线，意味着没有系统性偏差，而是一个大范围的变化。图 １９给出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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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差异，其通常应具有高斯密度的钟形。相反，它的分布几乎是一致的。

图 １９　进出口的差异分布
来源：卡多等 （２００５）

注：所绘图形中变量表示赞比亚直接报告的进口与其合作伙伴报告的镜像出口之间的差异。

观察单位是 ＨＳ编码６位数关税税目 （３１８１个观察值）。水平轴上 ０到 １之间的取值 （即右

边的尖峰）对应于赞比亚以进口值报告低于其贸易伙伴报告出口值的关税税目，左侧从负 １

到０之间的取值 （左边的尖峰）正好与此相反。极端的观察值 （镜像或直接贸易值为零）

已被剔除。

当贸易走陆路时，数据可信度问题进一步加剧，在发展中国家部分贸易

有时是非正式的。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或中亚国家官方提供的陆路贸易

数据中，很可能大幅低估了那些真实存在的贸易，仅仅是尽力对区域贸易程

度做了估算。

缺失值带来了特殊问题。首先，很多时候国家海关部门忽视贸易为零的

产品税目，而不是报告这些产品税目的值为零，这就很容易导致人们忽视它

们。其次，通常很难从没有报告的贸易或者输入错误来辨别出零交易。有时

候缺失的数据可以通过镜像来补充，这是 ＩＭＦ的 ＤＯＴＳ（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所进行的工作。有时候数据性质表明为输入错误而非零贸易；比
如，在两个年份之间的贸易流量连续几年都是零。在这种情况下， “插值”

（取以前各年和下一年份的平均值）是有效的。然而，贸易数据在高度分解时

非常发散，这使得插值存在一定风险。基本上，必须逐案判断去如何处理丢

失数据。
５３

前文我们提到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不仅提供贸易值，而且也提供

贸易量。然而，贸易量很少使用。首先，它们不能被合并 （一吨土豆不能加

到一吨胡萝卜上）；第二，基于和出口同样的原因，它们也没有什么贸易税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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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评估，所以海关对贸易量的监管也非常差。这就是说，有时研究人员有兴

趣计算价格或在贸易上所说的 “单位价值”，为此，贸易值就要除以贸易量。

然而，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使其结果往往是很难解释。

第一，当贸易类型覆盖好几种产品 （经常是这样，即使是同一种商品也

会出现将不同质量的同类商品混为一谈），单价将遇到所谓的 “组合问题”：

观察到的不是一种货物的价格，而是好几种 （不可观察的）货物的平均价格。

货物种类越广泛，“组合问题”将越严重。但是货物种类狭窄将面临第二个问

题。由于对贸易量的度量误差在分母上，它们可能产生严重的非线性效应。

例如，假设一个非常小的贸易量被错误地输入到系统，因为单位值是贸易值

和贸易量的比值，所以这时它会变得非常大，因而对后续计算产生严重的偏

差。狭窄的产品种类很可能交易量小，因而容易导致这样的问题。

处理这些问题时需要在 “组合问题”和 “小交易量问题”之间取得平

衡。基于单位价值的统计或计算，因此必须一开始就认真淘汰异常的观测数

据。然而，正如前文部分提到的，ＣＥＰＩＩ的 ＢＡＣＩ数据库提供的单位价值已经
处理了异常值。

Ｄ应　　用

１比较国家间的开放度

为了正确衡量一个国家贸易量相对于它预期的贸易量，在基本情况给定

时，可以运行贸易开放度回归模型：

　　 Ｏｉ＝α０＋α１ｙｉ＋α２ＬＬｉ＋α３Ｒｉ＋ｕｉ （式１３４）

其中 ｙｉ是人均 ＧＤＰ，当国家 ｉ为内陆国时 ＬＬｉ等于 １，否则为 ０（即所谓
的哑变量），Ｒｉ是偏远程度，ｕｉ是误差项。这种方法可以追溯到利莫尔 （１９８８）
的工作。方程可以用 ＯＬＳ来估计。

有了这些后继 （ＲＨＳ）的变量后，请注意我们已经陷入麻烦。ＧＤＰ是该
用目前的货币价值和目前汇率来度量，还是应该以购买力平价水平来度量？

第三章将会对这些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但这里只要注意到跨国度量 ＧＤＰ时
所涉及的问题并非无足轻重就可以了。

Ｏｉ和它的预测值 Ｏ^ｉ之间的差异，称为残值，可以被理解为对 ｉ国开放度
“矫正过的”度量：取正值，表示在给定的特征下，国家贸易量比预期量要

多；取负值，则国家的贸易量少于预期。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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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ａｄｏｆｉｌｅｃａｎｂ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ａ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ｄｏ”

ｕｓｅ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ｄｔａ，ｒｅｐｌａｃｅ

ｘｉ：ｒｅｇｌｎ＿ｏｐｅｎｌｎ＿ｇｄｐｐｃｉｃｃｏｄｅ，ｒ

ｘｉ：ｒｅｇｌｎ＿ｏｐｅｎｌｎ＿ｇｄｐｐｃｐｏｐｉｃｃｏｄｅ，ｒ

ｘｉ：ｒｅｇｌｎ＿ｏｐｅｎｌｎ＿ｇｄｐｐｃｐｏｐｌｄｌｏｃｋｉｃｃｏｄｅ，ｒ

ｘｉ：ｒｅｇｌｎ＿ｏｐｅｎｌｎ＿ｇｄｐｐｃｐｏｐｌｄｌｏｃｋｌｎ＿ｒｅｍｏｔ＿ｈｅａｄｉｃｃｏｄｅ，ｒ

（１）

ｌｎ＿ｏｐｅｎ

（２）

ｌｎ＿ｏｐｅｎ

（３）

ｌｎ＿ｏｐｅｎ

（４）

ｌｎ＿ｏｐｅｎ

ｌｎ＿ｇｄｐｐｃ ００９９０ ００４４３ ００４４３ ００４４１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１１２）

ｌｎ＿ｐｏｐ ０３６０ ０３６０ ０３６０

（００３０１） （００３０１） （００３０１）

ｌｄｌｏｃｋ －０３９２ －０３９２

（０１０１） （０１０１）

ｌｎ＿ｒｅｍｏｔ＿ｈｅａｄ ００２１３

（００２０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９６４ １０４４ １０４４ ０５３０

（０１２１） （０２７０） （０２７０） （０５４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０３９ ３０３９ ３０３９ ３０３９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８３９ ０８５０ ０８５０ ０８５０

　　Ｃｏｕｎｔｒｙ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ｌｗａｙ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Ｒｏｂｕｓ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 ｐ＜０１

估算结果表明，人均 ＧＤＰ与开放度呈正相关关系，如图 １１的描述性统
计。较大的人口规模和较高的开放度相联系，而内陆降低了开放度。为了减

少可能与解释变量相关的缺失变量问题，在估计中引入了一个国家固定效应

偏差。

２贸易结构

ａ贸易的产业倾向

描绘一个国家出口的产业倾向最简单的方法是应用条形图。图 １１０描绘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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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哥伦比亚 １９９０年和 ２０００年总出口中各产业所占份额。从图中可以看出，
尽管石油精炼产业在出口中所占份额从 １９９０年的 ２０％多降到 ２０００年的不足
１５％，但该产业在这两年都是主要的出口产业。另一方面，工业化学品、化
学品、服装及运输设备在同一时期所占出口份额都有所增长。比如，运输设

备在总出口中的份额，从不到１％增长到超过５％。

图 １１０　１９９０年和 ２０００年哥伦比亚主要出口产业
来源：作者根据贸易、生产、保护数据库计算 （尼西塔和奥拉列格，２００６）

图１１０中的数据文件可以在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ｅｃｔｏｒ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ｄｅｄｏ”找到。

ｂ贸易的地理倾向

一国出口的地理倾向也可以用条形图来进行简单描绘。图 １１１描述了哥

伦比亚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０年前２０个出口目标国在其总出口中的比重。尽管美国
在其总出口中的份额由超过４５％降低到 ２５％左右，但仍然是哥伦比亚主要的
出口国。该图还显示哥伦比亚出口到周边国家，如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秘

鲁的份额有所增长。

图１１１中数据文件可以在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ｅｃｔｏｒ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ｄｅｄｏ”中找到。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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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１　１９９０年和 ２０００年哥伦比亚 （出口方）的主要贸易伙伴

来源：作者根据贸易、生产、保护数据库计算 （尼西塔和奥拉列格，２００６）

ｃ出口的增长倾向

为了评估一个国家出口导向的有利程度，即它出口到那些经历更快进口

增长部门和伙伴的程度，我们可以构建一个以水平轴为出口份额、纵轴为进

口增长 （产业层次或目标国层次）的散点图。

同时，考虑到地理维度，列出所有国内出口的目标国家，计算它们在国

内总出口中的份额，称为 ｘ，５５然后记录每一国在过去十年的进口平均增长率；

称为 ｙ。以 ｙ对应 ｘ做散点图并做回归线，如果回归线倾斜，更大的出口目标
国有更快 （更慢）的进口增长；这种地理倾向就是有利的 （不利的）。

在图１１２中，我们构建了２０００年哥伦比亚 （左图）和巴基斯坦 （右图）

的散点图。在哥伦比亚的例子中，出口地理倾向是有利的。
５６
在巴基斯坦的例

子中，它的出口地理倾向是不利的。这可以由国家地理区位和诸如贸易一体

化政策选择等综合来解释。在巴基斯坦的例子中，它地理上与增长缓慢的海

湾和中亚国家相邻，加之没能促进与快速增长的印度实行贸易一体化，这些

因素共同导致了负面的地理倾向结果。

图１１１中数据文件可在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ｇｒｏｗｔｈ＿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ｏｒｔｓｄｏ”中找到。

类似的散点图可以结合产品和目标地两个维度来构建。在后者的情况下，

我们还可以使用国内出口中产品 ｋ出口到目标国 ｊ的份额，以及产品 ｋ出口到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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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２　２０００年哥伦比亚与巴基斯坦出口地理区域对照
来源：作者根据贸易、生产、保护数据库计算 （尼西塔和奥拉列格，２００６）

目标国 ｊ的世界贸易增长率来建立一个散点图 （见图 １１３）。如果存在负相关
关系，表明产品出口定位在增长缓慢的产品上，那么可以据此来讨论政府资

源是否应该用来促进更大的增长率 （例如，通过针对具体部门的财政激励措

施）。

图 １１３　２０００年哥伦比亚与巴基斯坦出口的地理区域／产品定位
来源：作者根据贸易、生产、保护数据库计算 （尼西塔和奥拉列格，２００６）

图１１３中数据文件可在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ｇｒｏｗｔｈ＿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ｏｒｔｓｄｏ”找到。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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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产业内贸易

格鲁贝尔 －劳埃德 （ＧＬ）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在度量存在多少克鲁格曼型
贸易 （差异化品种的双向贸易）时是一个有用指标。这个指数带来的问题是

它对汇总的水平 （层次）很敏感。图１１４描绘了欧盟国家在不同的汇总水平
（层次）的 ＧＬ指数 （使用所有目的地的进出口数据）。很明显，数据汇总水

平 （层次）越高，ＧＬ指数也越高。５７

图１１１中数据文件可在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ｒａｄｅｄｏ”找到。

ｕｓｅｇｌｄｔａ，ｒｅｐｌａｃｅ

ｔｗｏｗａｙ（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ｇｌ＿ｅｕ＿ｓｅｃｔｉｏｎｙｅａｒ，ｍｓ（Ｄ））（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ｇｌ＿ｅｕ＿ｃｈａｐｔｅｒｙｅａｒ，ｍｓ（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ｇｌ＿ｅｕ＿ｈｓ６ｙｅａｒ，ｍｓ（Ｔ）），ｌｅｇｅｎｄ（ｒｏｗｓ（１）ｌａｂ（１“ＧＬｉｎｄｅｘ，Ｓｅｃｔｉｏｎ”）／

／ｌａｂ（２“ＧＬｉｎｄｅｘ，Ｃｈａｐｔｅｒ”）ｌａｂ（３“ＧＬｉｎｄｅｘ，ＨＳ６”））／

／ｘｔｉｔｌｅ（ｙｅａｒ）ｙｔｉｔｌｅ（“”）

请注意，欧盟总体贸易的 ＧＬ指数是使用产业或产品的贸易份额作为权
重，通过汇总产业或产品层面的 ＧＬ指数而构建的。这个计算方法优于使用总

出口 Ｘｉｊ＝∑ｋ
Ｘｉｊｋ和总进口的计算。

图 １１４　不同贸易数据汇总水平下的格鲁贝尔 －劳埃德指数
来源：图默察杜 （２００７）

为了表明为什么汇总水平 （层次）越高，ＧＬ指数越高，我们看表 １５中
的数据，这些数据展示的情况是德国出口发动机和变速箱到捷克共和国，然

后捷克共和国将其装配到汽车上再出口到德国。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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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５ 格鲁贝尔 －劳埃德指数：计算说明

Ｘ Ｍ Ｘ－Ｍ Ｘ＋Ｍ ＧＬ

汽车零部件 ６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０

组装汽车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

第 ８７章 １０００ ６００ ４００ １６００ ０７５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在子税目水平 （前面两行）， “汽车零部件”和 “组装车”是不同的产

品，因此产业内贸易是零 （最后一列）。“汽车零部件”和 “组装车”是第 ８７
章的一部分，所以在章水平上产业内贸易是正值。因而，在一般情况下，我

们可以预计在较低的汇总水平观察到较低水平的产业内贸易。尽管汇总层面

的高取值是统计上的一个假像，但这些值更接近 ＩＩＴ的真实价值。

ｅ出口增长的分解

在这部分，我们应用方程 （１１３）对出口增长进行分解。

　　 ΔＸ＝∑Ｋ０∩Ｋ１
ΔＸ＋∑Ｋ１／Ｋ０

Ｘｋ－∑Ｋ０／Ｋ１
Ｘｋ

对许多出口国家，我们利用联合国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的数据，即使
用出口国产品的总体出口 （所有目标国）数据对 ６个经合组织国家 （美国、

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进行贸易分解，结果见表１６。在这个表
中，第一列代表出口贡献的百分比；第二列代表新产品利润的贡献度百分比，

第三列代表产品失败率的贡献度百分比。
５８

我们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经合组织国家的例子中，几乎出口中的所

有变量都可以从现存的出口关系中得到解释 （见解释的文字部分）。

表 １６ 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部分经合组织国家出口增长的分解

报告国家 ∑Ｋ０∩Ｋ１
ΔＸ／ΔＸ ∑Ｋ１／Ｋ０

Ｘｋ／ΔＸ ∑Ｋ０／Ｋ１
Ｘｋ／ΔＸ

美国 ９７８４５２９ ０４３２９７８ ０２１７５０８

日本 １０１１６６５ ０１３７６４４ ０２５４２９１

德国 １００２０４５ ００７９６６１ ０１００１０９

法国 ９６６３１４４ ０４８１８３２ ０１４４９７６

英国 ９７７２２６２ １１７８１６７ ０９５０４２９

意大利 ９５３９６２１ ０６３２５４４ ０１７２１６５

　　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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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６的数据文件可以在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ｇｒｏｗｔｈ＿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ｏ”部分找到。

ｕｓｅ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ｅｘｐｏｒｔｓｄｔａ，ｒｅｐｌａｃｅ

ｒｅｓｈａｐｅｗｉｄｅｔｒａｄｅｖａｌｕｅ，ｉ（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ｊ（ｙｅａｒ）

ｂｙｓｏｒｔ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ｅｇｅｎｔｏｔ＿ｔｒａｄｅ＿ａｌｌ＿６＿ｄｇｔ＿１９９５＝ｔｏｔａｌ（ｔｒａｄｅｖａｌｕｅ０００１９９５）

ｂｙｓｏｒｔ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ｅｇｅｎｔｏｔ＿ｔｒａｄｅ＿ａｌｌ＿６＿ｄｇｔ＿２００４＝ｔｏｔａｌ（ｔｒａｄｅｖａｌｕｅ０００２００４）

ｂｙｓｏｒｔ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ｇｃｈａｎｇｅ＿ｔｏｔ＿ｔｒａｄｅ＿ａｌｌ＿６＿ｄｇｔ＝ｔｏｔ＿ｔｒａｄｅ＿ａｌｌ＿６＿ｄｇｔ＿２００４－ｔｏｔ＿ｔｒａｄｅ＿ａｌｌ＿

６＿ｄｇｔ＿１９９５

ｇｄｅｌｔａ ＝ （ｔｒａｄｅｖａｌｕｅ０００２００４－ｔｒａｄｅｖａｌｕｅ０００１９９５）ｉｆ（ｔｒａｄｅｖａｌｕｅ０００２００４！ ＝＆

ｔｒａｄｅｖａｌｕｅ０００１９９５！ ＝）

ｂｙｓｏｒｔ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ｅｇｅｎｔ１＝ｔｏｔａｌ（ｄｅｌｔａ）ｉｆｄｅｌｔａ！ ＝

ｅｇｅｎｔｅｍｐ１＝ｒｏｗｔｏｔａｌ（ｔｒａｄｅｖａｌｕｅ０００２００４ｔｒａｄｅｖａｌｕｅ０００１９９５）ｉｆ（ｔｒａｄｅｖａｌｕｅ０００２００４！＝＆

ｔｒａｄｅｖａｌｕｅ０００１９９５＝＝）

ｂｙｓｏｒｔ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ｅｇｅｎｔ２＝ｔｏｔａｌ（ｔｅｍｐ１）ｉｆｔｅｍｐ１！ ＝

ｅｇｅｎｔｅｍｐ２＝ｒｏｗｔｏｔａｌ（ｔｒａｄｅｖａｌｕｅ０００２００４ｔｒａｄｅｖａｌｕｅ０００１９９５）ｉｆ（ｔｒａｄｅｖａｌｕｅ０００２００４＝＝＆

ｔｒａｄｅｖａｌｕｅ０００１９９５！ ＝）

ｂｙｓｏｒｔ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ｅｇｅｎｔ３＝ｔｏｔａｌ（ｔｅｍｐ２）ｉｆｔｅｍｐ２！ ＝

ｂｙｓｏｒｔ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ｅｇｅｎｘ１＝ｍａｘ（ｔ１）

ｂｙｓｏｒｔ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ｅｇｅｎｘ２＝ｍａｘ（ｔ２）

ｂｙｓｏｒｔ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ｅｇｅｎｘ３＝ｍａｘ（ｔ３）

ｄｒｏｐｔｅｍｐ ｔ１ｔ２ｔ３

ｇｄｘ＝ｘ１＋ｘ２－ｘ３

ｇｃ１＝ｘ１／ｄｘ

ｌａｂｖａｒｃ１“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ｍａｒｇｉｎ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ｇｃ２＝ｘ２／ｄｘ

ｌａｂｖａｒｃ２“ｎｅｗｐｒｏｄｕｃｔｍａｒｇｉｎ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ｇｃ３＝ｘ３／ｄｘ

ｌａｂｖａｒｃ３“ｐｒｏｄｕｃｔｄｅａｔｈｍａｒｇｉｎ”

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ｅｓｄｒｏｐ

ｆ赫芬达尔集中度指数

赫芬达尔集中度指数可以很容易用贸易数据来计算，见图 １１５。该图描
绘了５个拉美国家 （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 ）在 １９９５年和
２００４年两年间进出口两方面的标准化赫芬达尔指数。注意该指数越高则出口
或进口就越集中在少数产业。

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智利和秘鲁的出口结构集中在矿产产业，其在出口方

面的赫芬达尔指数高于进口方面的赫芬达尔指数。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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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５　部分拉美国家标准赫芬达尔指数
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计算

图１１５的数据文件可在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ｒａｄ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ｄｏ”中找到。

ｕｓｅ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ｉｎｄｅｘｄｔａ，ｒｅｐｌａｃｅ

ｋｅｅｐｉｆ（ｃｃｏｄｅ＝＝“ＡＲＧ”｜ｃｃｏｄｅ＝＝“ＢＲＡ”｜ｃｃｏｄｅ＝＝“ＣＨＬ”｜ｃｃｏｄｅ＝＝“ＣＯＬ”｜

ｃｃｏｄｅ＝＝“ＰＥＲ”）

ｋｅｅｐｉｆ（ｙｅａｒ＝＝１９９５｜ｙｅａｒ＝＝２００４）

ｇｒａｐｈｂａｒｎｏｒｍ＿ｈｅｒｆ＿ｅｘｐｏｒｔｎｏｒｍ＿ｈｅｒｆ＿ｉｍｐｏｒｔ，ｏｖｅｒ（ｙｅａｒ）／

／ｏｖｅｒ（ｃｃｏｄｅ，ｓｏｒｔ（１））ｌｅｇｅｎｄ（ｌａｂｅｌ（１“Ｎｏｒｍ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ｅｘｐｏｒｔ）”）／

／ｌａｂｅｌ（２“Ｎｏｒｍ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ｉｍｐｏｒｔ）”））

图 １１６　智利作为进口方的贸易互补性指数
来源：作者根据贸易、生产、保护数据库计算 （尼西塔和奥拉列格，２００６）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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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贸易互补性

贸易互补性指数可以进行追溯。图１１６给出了智利１９８３－２００４年之间的

ＴＣＩ（进口方面）的演变。表中 （ａ）表示相邻国家间的贸易互补性指数，
（ｂ）表示现在作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互补性指数。所有指
数都随着时间推移在增加，但是 （ａ）中的贸易互补性指数低于 （ｂ），这表
明在智利进口互补模式下，相对于邻国，它更多地与较发达的北美地区国家

进行贸易。

图１１６中数据文件可以在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ｄｏ”找到。

ｕｓｅｔｃｄｔａ，ｒｅｐｌａｃｅ

ｋｅｅｐｉｆ（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ＣＨＬ”）

ｔｗｏｗａｙ（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ｔｃｉｙｅａｒｉｆｃｏｕｎｔｒｙ＿ｂ＝＝“ＡＲＧ”，ｍｓ（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ｔｃｉｙｅａｒｉｆｃｏｕｎｔｒｙ＿ｂ＝＝“ＰＥＲ”，ｍｓ（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ｔｃｉｙｅａｒｉｆｃｏｕｎｔｒｙ＿ｂ＝＝“ＢＯＬ”，ｍｓ（Ｔ）），／

／ｌｅｇｅｎｄ（ｒｏｗｓ（１）ｌａｂ（１“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ｌａｂ（２“Ｐｅｒｕ”））／

／ｌａｂ（３“Ｂｏｌｉｖｉａ”）ｘｔｉｔｌｅ（Ｙｅａｒ）ｙｔｉｔｌｅ（“ＴＣＩ，ｉｍｐｏｒｔｓｉｄｅ”）

ｔｗｏｗａｙ（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ｔｃｉｙｅａｒｉｆｃｏｕｎｔｒｙ＿ｂ＝＝“ＵＳＡ”，ｍｓ（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ｔｃｉｙｅａｒｉｆｃｏｕｎｔｒｙ＿ｂ＝＝“ＭＥＸ”，ｍｓ（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ｔｃｉｙｅａｒｉｆｃｏｕｎｔｒｙ＿ｂ＝＝“ＣＡＮ”，ｍｓ（Ｔ）），／

／ｌｅｇｅｎｄ（ｒｏｗｓ（１）ｌａｂ（１“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ｌａｂ（２“Ｍｅｘｉｃｏ”））／

／ｌａｂ（３“Ｃａｎａｄａ”）ｘｔｉｔｌｅ（Ｙｅａｒ）ｙｔｉｔｌｅ（“ＴＣＩ，ｉｍｐｏｒｔｓｉｄｅ”）

３比较优势

ａ显性要素密度

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开发的显性要素密度数据库可以用来透视出口

中的显性要素密度如何与国家要素禀赋相关。由于所有权重相加等于 １，所以
显性要素密度可以和国家要素禀赋展现在一张图上。两者之间的距离可以度

量比较优势的方向。

图１１７中的两个面板分别展示了 １９９３年和 ２００３年哥斯达黎加的出口组
合与实物和人力资本禀赋的对应情况。哥斯达黎加是一个有趣的案例，因为

在１９９６年，英特尔公司决定在这个加勒比小国建立一个 ３亿美元的半导体组
装和测试工厂 （Ａ＆Ｔ）。

在每个面板，水平轴测量人均的资本 （以固定的 ＰＰＰ元），垂直轴测量人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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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７　哥斯达黎加出口组合和要素禀赋的演变
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计算

力资本 （受教育的平均年限）。两条黑线的交叉点就是国家要素禀赋点，染色

墨点是该国的出口项目，每个染色大小与此期间出口值的大小成比例。

左侧面板显示了英特尔投资之前哥斯达黎加的情况，第一象限中小墨点

表示的小出口项目是那些比哥斯达黎加拥有更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国家类型。

右侧面板表明英特尔到来后产生的巨大冲击 （大黑点在第二象限，对应于半

导体）。需要注意的是，它的位置与哥斯达黎加的比较优势点并不远：其原因

在于半导体组件 （生产最终产品）通常是在中等收入国家。然而，典型的半

导体出口国家是那些受教育年限比哥斯达黎加高出两年的国家 （另外，人均

资本也比哥斯达黎加高出两倍多）。

图 １１７数据可以在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ｏ”找到。

ｕｓｅｃｏｓｔａｒｉｃａｄｔａ，ｒｅｐｌａｃｅ

ｔｗｏｗａｙ（ｓｃａｔｔｅｒｒｈｃｉ９３ｒｃｉ９３ｉｆｏｌｄ＝＝１｜ｄｅａｄ＝＝１［ａｗｅｉｇｈｔ＝Ｅｘｐｏｒｔ９３］，／

／ｍｃｏｌｏｒ（ｂｌｕｅ）ｍｓｙｍｂｏｌ（ｃｉｒｃｌｅ）），ｙｓｃａｌｅ（ｒａｎｇｅ（０１２））ｙｌｉｎｅ（５７２，／

／ｌｗｉｄｔｈ（ｔｈｉｃｋ）ｌｃｏｌｏｒ（ｂｌａｃｋ））ｙｌａｂｅｌ（０（２）１２）ｘｓｃａｌｅ（ｒａｎｇｅ（０２０００００））／

／ｘｌｉｎｅ（１４１９２，ｌｗｉｄｔｈ（ｔｈｉｃｋ）ｌｃｏｌｏｒ（ｂｌａｃｋ））ｘｌａｂｅｌ（０（５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０）／

／ｌｅｇｅｎｄ（ｏｆｆ）ｔｉｔｌｅ（Ｅｘｐｏｒｔ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１９９３）

ｔｗｏｗａｙ（ｓｃａｔｔｅｒｒｈｃｉ０３ｒｃｉ０３ｉｆｏｌｄ＝＝１［ａｗｅｉｇｈｔ＝Ｅｘｐｏｒｔ０３］，／

／ｍｃｏｌｏｒ（ｂｌｕｅ）ｍｓｙｍｂｏｌ（ｃｉｒｃｌｅ）），ｙｓｃａｌｅ（ｒａｎｇｅ（０１２））ｙｌｉｎｅ（６０８，／

／ｌｗｉｄｔｈ（ｔｈｉｃｋ）ｌｃｏｌｏｒ（ｂｌａｃｋ））ｙｌａｂｅｌ（０（２）１２）ｘｓｃａｌｅ（ｒａｎｇｅ（０２０００００））／

／ｘｌｉｎｅ（１７４３７，ｌｗｉｄｔｈ（ｔｈｉｃｋ）ｌｃｏｌｏｒ（ｂｌａｃｋ））ｘｌａｂｅｌ（０（５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０）／

／ｌｅｇｅｎｄ（ｏｆｆ）ｔｉｔｌｅ（Ｅｘｐｏｒｔ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２００３）

ｂ显性技术含量

在这里我们分析由豪斯曼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等提出的 ＰＲＯＤＹ和 ＥＸＰＹ指数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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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ＰＲＯＤＹ指数根据各产品隐含的生产率对其进行排名。它通过对产品
出口国的加权人均 ＧＤＰ来构建，其中权重反映了每一国家在该种产品上的显
性比较优势。ＥＸＰＹ指数是每一个国家 ＰＲＯＤＹ指数出口加权的平均值。它反
映了一国出口组合的收入／生产率水平。

表１７展示了五种产品的 ＰＲＯＤＹ指数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就像所预期的
那样，那些 ＰＲＯＤＹ指数低的产品常常是那些在低收入国家产品出口占据相对
重要份额的产品。相反，在我们的样本中，那些具有最高 ＰＲＯＤＹ值的产品构
成了高收入国家出口的很大份额。

表１７中 ＥＸＰＹ和 ＰＲＯＤＹ构建的相关数据库见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ｏ”。

图１１８是一个 ＰＲＯＤＹ指数和人均 ＧＤＰ（２０００美元为单位）的散点图。
在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由于一个产品的 ＰＲＯＤＹ由出口这
种产品的国家人均 ＧＤＰ来决定，ＰＲＯＤＹ指数和人均 ＧＤＰ之间高相关性部分
能通过指数构建来进行解释。然而，豪斯曼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２００７年指出这种关
系不仅仅是技术性的：从 ＰＲＯＤＹ指数计算中排除了一个国家自己的出口，从
而对结果没什么大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指数就是与具体国家对应的）。

表 １７ 最大和最小的 ＰＲＯＤＹ值 （２０００美元）

商品 （ｋ） ＨＳ６ Ｐｒｏｄｙ＿ｋ

１ 马皮及原料 ４１０１４０ ５１７７

２ 剑麻及原料 ５３０４１０ ７６６８１

３ 丁香 ９０７００ ８９２１５

４ 香草豆 ９０５００ ９２７７７

５ 天然铀、组成物及化合物 ２８４４１０ ９８２９４

４９５５ 核反应堆 ８４０１１０ ３１５６５６７

４９５６ 铁路机车，敞开式，边高大于 ６０ｃｍ ８６０６９２ ３１６７７９５

４９５７ 硝酸铵钙混合，双盐包大于 １０ｋｇ ３１０２６０ ３１７８３２５

４９５８ 氯乙烯 ２９０３２１ ３１８２６７３

４９５９ 白榴石、霞石和霞石正长岩 ２５２９３０ ３２２１８６６

　　来源：作者根据 ＣＥＰⅡ Ｂａｃｉ和世界银行 ＷＤＩ计算

图１１８的数据见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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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ｅｐｒｏｄｙ＿ｂ＿ｌｒｓｔｄｔａ，ｒｅｐｌａｃｅ

ｇｅｎｌｎＥＸＰＹ＝ｌｎ（ＥＸＰＹ＿ｉ）

ｇｅｎｌｎＧＤＰｐｃ＝ｌｎ（ＧＤＰｐｃ）

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ｅｓｄｒｏｐ

ｔｗｏｗａｙ（ｓｃａｔｔｅｒｌｎＥＸＰｌｎＧＤＰｐｃ，ｍｌａｂｅｌ（ｃｃｏｄｅ））（ｌｆｉｔｌｎＥＸＰｌｎＧＤＰｐｃ）／

／ｉｆｙｅａｒ＝＝２００２，ｔｉｔｌｅ（“ｌｎ（ＥＸＰＹ）ａｎｄｌｎ（ＧＤＰｐｃ）ｉｎ２００２”）

图 １１８　２００２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对数）与出口复杂度指标

ＥＸＰＹ （对数）之间的关系
来源：作者根据 ＣＥＰⅡ Ｂａｃｉ和世界银行 ＷＤＩ计算

图 １１９　部分国家不同时期的出口复杂度指标 ＥＸＰＹ
来源：作者根据 ＣＥＰⅡ Ｂａｃｉ和世界银行 ＷＤＩ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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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９显示中国、印度、韩国和中国香港的 ＥＸＰＹ指数随时间变化的趋
势。印度和中国在１９９４年 ＥＸＰＹ最低，但其 ＥＸＰＹ已稳步向上移动。在其他
方面，韩国和中国香港刚开始的时候有最高 ＥＸＰＹ指数，但在样本期间内中
国与这些国家 （地区）的差距明显缩小。２００１年，中国的 ＥＸＰＹ指数甚至超
过了香港地区，即使中国香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显著高于中国内地。

表 １８ ＥＸＰＹ的相关性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ｌｏｇＥＸＰＹｉｎ２００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ＧＤＰｐｃ ０４９４ ０３８９ ０４２４ ０４１６ ０１４９

（００２６４） （００４６５） （００４０７） （００４１０） （００６９２）

ｌｎ＿ｈｕｍ＿ｃａｐ ０３５７ ０２９０ ０３０１ ００２８８

（０１００） （００８７５） （００８７７） （０１１６）

ｌｎ＿ｐｏｐ ００７４０ ００９２９ ００４６５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２１８） （００２１７）

ｌｎ＿ａｒｅａ －００２０６ －００２８０

（００１７２） （００１６０）

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 ０１２２

（００６１８）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４８２３ ５０９４ ３６８８ ３６７４ ７６２７

（０２３３） （０２７８） （０３７２） （０３７１） （０７４５）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８１ ７２ ７２ ７２ ３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８１６ ０８７７ ０９１０ ０９１２ ０７６７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来源：作者根据 ＣＥＰⅡ Ｂａｃｉ和世界银行 ＷＤＩ计算

除人均 ＧＤＰ外，ＥＸＰＹ水平在国家 （地区）间的变化还有什么决定因素

呢？表１８是复制豪斯曼等 （２００７）的结果，他们认为在控制了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后，人力资本和国家规模 （以人口数来表征）都与 ＥＸＰＹ正相关。在
应用部分所使用的数据中，机构质量 （用世界银行法治指数来表示

６０
）与

ＥＸＰＹ成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指数也反映了一个国家体制方面的某些
特征。

６１

图１１９中的数据见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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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ｅ／ｐｒｏｄｙ＿ｂ＿ｌｒｓｔｄｔａ，ｒｅｐｌａｃｅ

ｇｅｎｌｎＥＸＰＹ＝ｌｎ（ＥＸＰＹ＿ｉ）

ｔｗｏｗａｙ（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ｌｎＥＸＰｙｅａｒｉｆｃｃｏｄｅ＝＝”ＣＨＮ”，ｍｓ（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ｌｎＥＸＰｙｅａｒｉｆｃｃｏｄｅ＝＝”ＩＮＤ”，ｍｓ（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ｌｎＥＸＰｙｅａｒｉｆｃｃｏｄｅ＝＝”ＫＯＲ”，ｍｓ（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ｌｎＥＸＰｙｅａｒｉｆｃｃｏｄｅ＝＝”ＨＫＧ”，ｍｓ（Ｏ）），／

／ｙｔｉｔｌｅ（“”）ｌｅｇｅｎｄ（ｒｏｗｓ（１）ｌａｂ（１“Ｃｈｉｎａ”）／

／ｌａｂ（２“Ｉｎｄｉａ”）ｌａｂ（３“Ｋｏｒｅａ”）／

／ｌａｂ（４“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ｘｔｉｔｌｅ（Ｙｅａｒ）ｙｔｉｔｌｅ（“ｌｎＥＸＰＹ”）／

／ｔｉｔｌｅ（“Ｉｎｃｏｍ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Ｅｘｐｏｒｔ”）

表 １８的数据见“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ｏ”

ｕｓｅｐｒｏｄｙ＿ｂｄｔａ，ｒｅｐｌａｃｅ

ｋｅｅｐＥＸＰＹ＿ｉｙｅａｒｃｃｏｄｅ

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ｅｓｄｒｏｐ

ｊｏｉｎｂｙｃｃｏｄｅｙｅａｒｕｓ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ｄｔａ，ｕｎｍ（ｂ）＿ｍｅｒｇｅ（＿ｍｅｒｇｅ）

ｋｅｅｐｉｆｙｅａｒ＝＝２０００

ｇｅｎａｒｅａ＝ｐｏｐ／ｄｅｎｓｉｔｙ

ｆｏｒｅａｃｈｖａｒｉｎｈｕｍ＿ｃａｐＧＤＰｐｃｐｏｐａｒｅａＥＸＰＹ＿ｉ｛

ｇｅｎｌｎ＿`ｖａｒ＝ｌｎ（`ｖａｒ）｝

ｒｅｇｌｎ＿ＥＸＰＹ＿ｉｌｎ＿ＧＤＰｐｃ

ｒｅｇｌｎ＿ＥＸＰＹ＿ｉｌｎ＿ＧＤＰｐｃｌｎ＿ｈｕｍ＿ｃａｐ

ｒｅｇｌｎ＿ＥＸＰＹ＿ｉｌｎ＿ＧＤＰｐｃｌｎ＿ｈｕｍ＿ｃａｐｌｎ＿ｐｏｐ

ｒｅｇｌｎ＿ＥＸＰＹ＿ｉｌｎ＿ＧＤＰｐｃｌｎ＿ｈｕｍ＿ｃａｐｌｎ＿ｐｏｐｌｎ＿ａｒｅａ

ｒｅｇｌｎ＿ＥＸＰＹ＿ｉｌｎ＿ＧＤＰｐｃｌｎ＿ｈｕｍ＿ｃａｐｌｎ＿ｐｏｐｌｎ＿ａｒｅａ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

４贸易术语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术语演化由贸发会议持续加
以测量和讨论，在每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在 ２００５年会议上成为大会主题特殊
的一章

６２
）中都会进行相关报告。贸发会议收集易货贸易 （ＢａｒｔｅｒＴｅｒｍｓｏｆ

Ｔｒａｄｅ，ＢＴＴ）、出口量 （Ｑ）和贸易收入条件 （ＩｎｃｏｍｅＴｅｒｍｓｏｆＴｒａｄｅ，ＩＴＴ）
的相关信息。图１２０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出口石油和矿产品的 ＴＯＴ从 ２００３年
以来显著增加，而农产品的 ＴＯＴ却一直停滞不前，制造业出口国的 ＴＯＴ有所
下降。

图１２０的数据见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ｔｅｒｍｓ＿ｏｆ＿
ｔｒａｄｅｄｏ”。

对任何国家或地区，如果将 ＩＴＴ和 Ｑ绘制在一张图上，两者之间的垂直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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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就是在样本期间它们所获得的贸易收益 （如果是负值就是贸易损失）。
６３

图 １２０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发展中国家易货贸易条件
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手册 （各种问题）

Ｅ练　　习

１显示性竞争优势、增长导向及地理结构

答案 可 以 在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１＿ＲＣ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ｒａｄｅ＿ｆｌｏｗｓｄｏ”中找到。

在这部分练习中，我们将使用世界银行贸易、生产和保护数据库

“ＴＰＰｄｔａ”，及基于该数据库的双边进出口数据，“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ｄｔａ”和
“ａ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ｄｔａ”分别代表汇总数据和分解数据 （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ＩＳＩＣ
第２版，２位数部门）。相关任务如下：

１）预备知识
ａ使用 “ＴＰＰｄｔａ”数据库，了解所使用的术语以及能获得什么程度的分

解数据。

ｂ选择一个经济合作组织国家和一个非经济合作组织国家。检验对这些
国家能获得哪些变量，在哪些年份可以获得。［提示：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存

在大量的缺失观察值，因此，确保你所选的国家可以获得足够信息］。

２）揭示比较优势
ａ对你所选的两个国家，计算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 （包括）之间每年的标准化

ＲＣＡ指数 （ＮＲＣＡ），并且计算这些指数三年的平均值。对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之间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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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也做同样的工作。

ｂ对你选择的两个国家，绘制一个散点图，每一个点代表一个部门，横
轴表示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间的ＮＲＣＡ值，纵轴表示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间的取值。解释
图中的含义，并进行评价。［提示：你或许想对其他经合组织国家和非经合组

织国家也绘制类似的散点图，并检查是否存在相同的模式］。

３）增长倾向
ａ对每一个部门，使用整个数据库 （“ＴＰＰｄｔａ”）计算该部门在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５年和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间世界贸易的平均值。计算这两个时期该部门世界贸
易的增长率。

ｂ对你所选的两个国家绘制散点图，每一个点代表一个部门，横轴表示
世界贸易增长，纵轴表示 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的 ＮＲＣＡ值。绘制散点图的回归线，
并做评价。

４）地理结构
ａ使用 “ａ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ｄｔａ”数据库。计算 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你所选择国家

之间的贸易指数 （ＴＩ）以及它们与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指数 （ＴＩ）。对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间的数据做同样工作。

ｂ绘制散点图，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之间的数值在横轴，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的数值
在纵轴。［提示：有时需要用数据的对数来绘制散点图，并 （或）去掉数据为

零的值］。

ｃ现在使用分解的双边数据：“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ｄｔａ”。对你所选择两个国家
的一个国家，确定其贸易伙伴———如果可以———还确定在样本期间这个国家

还加入了哪些优惠贸易协定。
６４
这些国家的叶芝的区域贸易强度 （ＲＩＴ）指数

是增加的吗？对其他国家，它是否下降呢？这是否一定意味着贸易转移？为

什么是或者不是？［提示：考虑２年 ＲＴＡ前后的情况］。

２离岸业务和垂直专业化

解决 方 案 可 以 在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２＿Ｏｆｆｓｈ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ｓｈｏｒｉｎｇ＿ｖｓｄｏ”找到。

在这部分练习中，我们将使用从投入 －产出表计算出的离岸业务和垂直
专业化指标。投入 －产出表数据来自于经济合作组织的投入 －产出表，可从
下面网站获得：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ｓｔｉ／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所选择的样本覆盖了
４２个国家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及最近年份的数据。具体任务如下：

１）描述性统计量
打开文件 “ＯＳ＿ｋｉ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ｄｔａ”，检查哪些国家哪些年份的数据可以

获得。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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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计算不同国家和部门级之间的离岸业务指标的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等级相关性和
简单相关性。并进行评价。

ｂ选择一个可以获得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数据的国家。对所选择的这个
国家，思考仅考虑进口货物投入 （ＯＳ＿ＧＤ＿ＧＤ）的离岸业务的度量问题。绘
制散点图，每一点代表一国给定部门的离岸业务。将 １９９５年取值输入横轴，
将２０００年的数据输入纵轴。对１９９５年和 ２００５年数据做同样处理。确定哪些
产业离岸业务最多。

ｃ现在使用 “ＯＳ＿ｉＶＳ＿ｉ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ｄｔａ”，考虑所有可获得数据的国家。
对那些代表中间产品投入离岸业务以及在国家层面垂直专业化的变量 （分别

为 ＯＳ＿Ｇｏｏｄｓ＿ｉ和 ＶＳ＿Ｇｏｏｄｓ＿ｉ），绘制散点图，其中每一点的横轴代表 １９９５年
的数值，纵轴代表２００５年的数值。对 １９９５年和 ２００５年数据做同样处理。确
定哪些国家离岸业务和垂直专业化业务最多。

２）离岸业务／垂直专业化的决定因素
ａ为了确定对离岸业务影响最大的变量，使用固定效应对下列方程进行

估计，并评论结果。

　　 ｌｎ ＯＳ１ｉ
１－ＯＳ１

( )
ｉ

＝α＋β１ｌｎ（ＧＤＰｐｃｉｔ）＋β３ｌ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ｔ）＋β４ｌｎ（Ｒｏａｄｓｉｔ）

＋β５ｌｎ（Ｒａｉｌｓｉｔ）＋εｉｔ （式１３５）

ｂ为了考虑离岸业务和人均 ＧＤＰ可能不是线性关系的情况，对下列方程
进行再估计，并对结果进行评价，确定离岸业务影响最大化的人均ＧＤＰ水平。

　　 ｌｎ ＯＳｉｔ
１－ＯＳ( )

ｉｔ

＝α＋β１ｌｎ（ＧＤＰｐｃｉｔ）＋β２ｌｎ（ＧＤＰｐｃｉｔ）
２

＋β３ｌ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ｔ）＋β４ｌｎ（Ｒｏａｄｓｉｔ）＋β５ｌｎ（Ｒａｉｌｓｉｔ）＋εｉｔ
（式１３６）

对垂直专业化度量也做同样的回归分析，并对结果进行评价。

注　　释

１网址为：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ｅａｐｔｒａｄｅ。

２整个过程我们将会尽量保留国家的上标及商品与时间的下标。

３数据可以从下面网址免费获得：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ｃｈ／ｍｄ４ｓｔａｔａ／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ｐｅｎｎ＿ｗｏｒｌｄｈｔｍｌ。

４注意我们已经将国内 （消费）数据与贸易数据进行了合并，意味着一定要使用一致的

表格，因而 μｊｔ将在高汇总程度上计算。

５投入 －产出表描述了在一个经济体内，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的销售和购买关系。经济与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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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组织的国家以及一些非经济与合作组织的国家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数据可以从经

济与合作组织网站获取：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ｓｔｉ／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６对于应用，请参见罗斯基和里特 （２００６）。

７根据国外中间产品生产商的所有权结构，这种现象被称为 “外包”和 “离岸外包”。对

于分类，请参见世界贸易组织 （２００８年）。

８见斯考特 （２００４）。他提出了 ＴＳＵＳＡ（１９７２－１９８８年）和 ＨＴＳ（１９８９－１９９４年）产品代

码表，包含了部件或组件的词语。数据库可以从以下网站获得：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ｍｙａｌｅ

ｅｄｕ／ｆａｃｕｌｔｙ／ｐｋｓ４／ｆｉｌ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ｔｓ＿ｑｊｅ＿２００４＿０２＿２７ｘｌｓ。

９例如，经济与合作组织的投入 －产出表报告了不同部门国内的、进口的以及总的中间投

入使用方面的数据。

１０见豪斯曼等 （２００７）。

１１关于这一点，参见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２０１０年）。

１２见本章应用部分 ２ａ，２ｂ和 ２ｃ。

１３克鲁格曼 （１９７９）。

１４在这方面，人们可能更喜欢使用布鲁哈特 （２００２年）讨论的边际个人所得税的指数

（ＩＩＴ）。

１５见附件 ２ｄ及其讨论。

１６详细的讨论见方特涅和科德宝 （１９９７）。

１７见本章应用部分 ２ｅ对经合组织成员国样本所做的同样分解。

１８世界银行目前正在探索非洲低出口存活率的原因。调查显示，无法获得信用是一个关

键的制约因素，不仅对出口的企业家，而且已存在的出口关系都这样。见布伦顿等

（２００９ａ和 ２００９ｂ）。

１９见本章应用部分 ２ｆ。集中度的一个替代指标是基尼 （Ｇｉｎｉ）系数和泰尔 （Ｔｈｅｉｌ）指

数，它们在 ＳＴＡＴＡ中有预编程序 （ｉｎｅｑｅｒｒ命令）。

２０世界银行正在形成食品 “出口风险性”的观念，使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欧盟和美国边境

的卫生警报计数。乔凡尼和列夫琴科 （２０１０）提出了一个基于部门价值增加的方差

———协方差矩阵的更常规的风险指标。

２１关于出口突破方面提高集中度，见伊斯特里等 （２００９年）。关于自然资源的诅咒，参

见布鲁奇维尔和布尔特 （２００９）及莱德曼和马洛尼 （２００９）的贡献。

２２由赫梅尔和克列诺 （２００５）提出的分解建议，在这个专栏中有所讨论，它现在通常由

世界银行的 ＷＩＴＳ界面来执行。

２３从分类贸易数据计算 ＰＲＯＤＹ指标是简单的 （见应用 ３ｂ）。然而，正如豪斯曼等

（２００７）所解释的那样，它必须使用一致的样本，因为不报告可能会与收入相关，这

就会在指数中引入一个偏差。在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ｏ”，你可以了解到如何在均衡样本中计算 ＰＲＯＤＹ。

２４根据世界银行农业失真数据库 （安德森等人，２００８年）的调整也可以避免富裕国家为

了出现人为的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而对农产品进行的补贴 （例如，牛奶或腊肉）。

２５数据库最新版可以用 ＳＴＡＴＡ形式在以下网址下载：ｈｔｔｐ：／／ｒ０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ｄｉｔｃ／ｔａｂ／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ｈｔｍ。进附件 ３ａ及其讨论。

·３５·



贸易政策 分析实用指南

２６见 ＷＴＯ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ｔｏｐ＿ｅ／ｒｅｇｉｏｎ＿ｅ／ｒｅｇｉｏｎ＿ｅｈｔｍ。

２７总体来说，ＰＴＡ成员的得失取决于初始的 ＭＮＦ关税水平，也取决于供应的需求弹性，

见世界贸易组织 （２０１１）。

２８图 １５是对 Ｓｔａｔａ中的数据进行操作之后，在 Ｅｘｃｅｌ中构建的 （见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ｔｈ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ｒ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ｄｏ”）。应该指出的是，三维的图表

应该用三维变量来保留 （这里是数据源、目的地和贸易值）。如果该数据是二维变量

（项目及这些项目取值），那么图表也应保持二维。

２９有关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区域一体化中获得的潜在收益详尽实证研究的代表性例子是叶

芝 （１９９８年）的研究，它提供了研究应该如何组织和开展的一个模板。

３０这个例子来自图默察杜 （２００７）。

３１观察图 １６也可以看出出口方的 ＲＩＴ指数。

３２世界银行的 ＷＩＴＳ界面会例行的计算 ＴＣＩｓ。

３３贸易互补指数的构建在本章应用部分 ２ｇ。

３４可免费从下面网址获得：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ｃｈ／ｍｄ４ｓｔａｔａ／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ｗｄｉｈｔｍｌ。

美国农业部在 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ｒｓｕｓｄａｇｏｖ／Ｄａｔａ／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ｓ／ｏｎｎｏｍｉｎａｌ也提供 ＲＥＥＲ

数据，提供 ８０个国家 （地区）的实际汇率 （加上欧盟），同时也提供许多产品和产品

大类实际贸易权重汇率指数。所有数据系列每月更新一次。数据系列起始于 １９７０年年

初，运行到最近可获得的月信息，通常滞后当前日期两个月。

３５实际上，这个定义更准确地应该对应于贸易净壁垒这个术语。全易货贸易条件是出口

数量指数与进口数量指数的比率。其他扩展的定义还包括因出口商生产率改变的调整

ＴＯＴ或者因出口商和进口商生产率同时改变的调整值。由于价格和生产率是两个主要

的要素报酬，所以这些指数分别被称为单一和双贸易要素术语。

３６在这种情形下，公式将变为：ＰｉＭｔ ＝∑ｋ∈ＮＭ
ＳｉＭｋ０ｐ

ｉＭ
ｋｔ，其中国家 ｊ的伙伴用下标 ｉ表示，

ＳｉＭｋ０代表在基准年份，从 ｋ国进口产品的 ｋ国在 ｊ国总进口中的份额。

３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２ｉｍ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ｒｇ／ＤＯＴ／。因为每一个时间单元只有一个国家对入口，所以

贸易量数据是有限的。

３８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商品贸易统计，对分类数据分析非常便利，在下面部分将有详细的

说明，另外它也被用来分析汇总水平的数据。

３９分类体系有用的信息可以在密西根大学图书馆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ｂｕｍｉｃｈｅｄｕ／

ｇｏｖｄｏｃｓ／ｓｔｅｃｔｒａｄｈｔｍｌ找到。国外贸易统计指引也可以在美国人口普查局网页获得：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ｎｓｕｓｇｏｖ／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ｇｕｉｄｅ／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４０因为每一个版本带来分类的改变，所以在处理跨版本时间序列时要特别仔细。总体上，

１７％的 ＨＳ６关税税目将被引入后续版本 （１９９２年 １种，１９９６年 ２６７种，２００２年 ３１６

种，２００７年 ２６０种）。

４１欧盟统计局———欧盟统计办公室———在 （昂贵的）ＣＯＭＥＸＴ数据库 （ＣＤ－ＲＯＭ）提

供 ＨＳ编码 ８位数贸易统计。这些数据需要非常小心处理，因为产品分类是不规则的：

从一年到下一年，一个 ＨＳ６位数编码被分为几个 ＨＳ８位数编码，然后再重新组合，

然后移动到某个不同代码上，ＨＳ１０位数编码数据不向公众公开。对美国来说，在罗

伯特·芬斯阙早期工作的基础上，约翰·劳马里斯和杰弗里·斯考特编著了美国在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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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年和 ２００１年之间在 ＨＳ１０位数编码的 （见芬斯阙等，２００２）出口和进口的 “清

理”数据库。数据库和不同命名法对照表及关税数据等都可以在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ｎｂｅｒｏｒｇ／ｄａｔａ下 载。 美 国 加 州 大 学 戴 维 斯 分 校 的 网 址 是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ｏｒｇ。

４２更多信息可以在 ｈｔｔｐ：／／ｕｎｓｔａｔｓｕｎｏｒｇ／ｕｎｓｄ／ｔｒａｄｅ／ｓｉｔｃｒｅｖ４ｈｔｍ发现。

４３见 ｈｔｔｐ：／／ｕｎｓｔａｔｓｕｎｏｒｇ／ｕｎｓｄ／ｃｒ／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ｃｐｃ－２ａｓｐ。

４４联合国的对照表在：ｈｔｔｐ：／／ｕｎｓｔａｔｓｕｎｏｒｇ／ｕｎｓｄ／ｃｒ／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ｒｅｇｏｔａｓｐ？Ｌｇ＝１。欧盟的

“元数据”服务器 ＲＡＭＯＮ也提供了这些表：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ｒａｍｏｎ／

ｉｎｄｅｘｃｆｍ？ＴａｒｇｅｔＵｒｌ＝ＤＳＰ＿ＰＵＢ＿ＷＥＬＣ。有些非常有用的产业对照表 （其也有许多其

他有用的贸易数据）：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ａｃａｌｅｓｔｅｒｅｄ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ＰＡＧＥ／ＨＡＶＥＭＡＮ／

Ｔｒａｄ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ｒａｄｅＤａｔａｈｔｍｌ＃Ｒａｕｃｈ。

４５数据可以在乔恩·哈夫曼和 雷蒙德·罗伯特森的网页上找到：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ａｃａｌｅｓｔｅｒ

ｅｄ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ＰＡＧＥ／ＨＡＶＥＭＡＮ／Ｔｒａｄ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ｒａｄｅＤａｔａｈｔｍｌ＃Ｒａｕｃｈ。

４６见 ｈｔｔｐ：／／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ｕｎｏｒｇ。

４７ＢＡＣＩ数据从这里下载：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ｐｉｉｆｒ／ａｎｇｌａｉｓｇｒａｐｈ／ｂｄｄ／ｂａｃｉｈｔｍ。关于数据集

的细节可以在格里耶和瑞格纳 （２００９）的研究中找到。

４８不幸的是，那些链接不能和贸易相关联，因为投入 －产出表在国内和进口投入之间不

做区分。

４９见 ｈｔｔｐ：／／ｇｏ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ＥＱＷ３Ｗ５ＵＴＰ０。

５０关于这一点，请参见安森等 （２００６）的研究，它分析了关税避免装运前预检验的

效果。

５１海关数据自动化系统 （ＡＳＹＣＵＤＡ）是联合国贸发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倡议的，可以在下

面网站访问：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ｓｙｃｕｄａｏｒｇ。

５２一个关于贸易统计可靠性全面 （有时有点沮丧）的讨论可以在瑞山斯基和叶芝

（１９９４）的研究中找到。

５３当我们在本手册后文做贸易流量参数 （计量经济学）分析，如何处理遗漏数据就是非

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忽略零贸易关税税目产品 （当它们真正代表零贸易）可能导致贸

易及其决定因素之间关系估计的偏差。为了本章处理一些概念的目的，应该指出出现

很多遗漏值的产业或国家平均值可能不会很有意义，因为它们将对应于不同时期或者

对应不同国家的不同年份。

５４如果偏远度被当做一个国家与贸易伙伴距离的加权平均值，那么它不仅仅是一个国家

的地理特征，因为它是贸易决策的结果。将所有其国家与该国距离简单平均将会形成

一个 “自然的”或外生特征，但对中国和莱索托，它都被赋予相同权重将存在缺陷。

尽管对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完美的修正，但使用 ＧＤＰ也是一种替代选择。

５５对数将成为负值，因为份额小于 １。这不是一个问题。

５６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回归线几乎是平的。

５７在 ＨＳ术语中，有 ２１个部门，９６章，大约 ５０００个 （依据年份和一致性）ＨＳ６产品。

ＧＬ指数对部门最高，对产品最低。

５８通过构建∑Ｋ０∩Ｋ１
ΔＸ／ΔＸ＋∑Ｋ１／Ｋ０

Ｘｋ／ΔＸ－∑Ｋ０／Ｋ１
Ｘｋ／Δ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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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注意赫芬达尔指数对那些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可能表现很高。例如，当你检查数

据时，尼日利亚在 ２００３年 （标准）指数为 ０６３。

６０可以免费从下面网站获取：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ｃｈ／ｍｄ４ｓｔａｔａ／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ｗｗｇｏｖ＿

ｅｎｈｔｍｌ。

６１在豪斯曼等 （２００７年）的研究中，法治指数与 ＥＸＰＹ是不相关的。结果中的差异可能

来自于用于回归的年份 （在所使用的年份中，没有 ２００１年的数据）。

６２见 ｈｔｔｐ：／／ａｒｃｈｉｖｅ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ｅｎ／ｄｏｃｓ／ｔｄｒ２００５＿ｅｎｐｄｆ。

６３你可以在文件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ｔｅｒｍｓ＿ｏｆ＿ｔｒａｄｅｄｏ”中找

到对发展中经济体 （不包括中国）组做这一分析的 Ｓｔａｔａ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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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概述和学习目标

本章介绍的主要技术用于贸易政策的量化。更准确地说，它提供了描述、

综合和量化贸易政策所使用的工具。原始关税数据可能比较繁琐，因而需要

进行汇总，定量的关税也需要转换为从价税的等值。在描述关税结构特征时，

有三个常见的问题需要讨论，即计算有效的保护关税税率，相关关税的升级

现象及在汇总层次使用进口加权平均值时高关税代表性不足问题。非关税措

施 （ＮｏｎＴａｒｉｆ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ＮＴＭｓ）在给定种类时其测量更加复杂，评估其刚性
的难度也越大。

首先，我们介绍一些用来描述贸易政策立场各方面的方法。我们会从简

单的关税型式开始，简要说明各种关税指标是如何计算出来的。然后，我们

对非关税措施进行较为深入的讨论，应用进口覆盖率和价格差额法就其如何

发生及对贸易的影响进行估计。接下来，我们会介绍最近有关定义和计算

总体贸易约束指数方面的尝试。在这些分析工具讨论之后，我们将介绍关

税和非关税措施数据的主要来源。最后，在本章第三部分，我们将说明如

何使用第二部分介绍的数据来源应用 ＳＴＡＴＡ软件对第一部分讲解的指标进
行计算。

本章不讨论贸易措施的影响。关税、配额和补贴对在完全竞争或非完全

竞争市场条件下对贸易和福利的局部或一般均衡分析在大多数本科国际经济

学教科书都会有所讲述。

在本章，你将学到：

 如何用关税型式概述一国关税结构的主要特点；
 如何将关税汇总为简单和加权平均值，并知道汇总时会产生何种偏差；
 如何定义和计算有效贸易保护率；
 如何衡量和解释关税升级；
 如何计算非关税措施 （ＮＴＭｓ）进口覆盖率，在它们的计算中可能会产

生哪些偏差；

 如何使用价格差额法计算数量限制 （ＱＲ）的从价税等值；
 如何评价一种贸易政策立场总的贸易限制程度；
 在可用的主要数据库中关税和非关税数据是如何表达的。
阅读本章后，读者将能够提取恰当信息，以翔实而综合的方法进行贸易

政策分析，比如第一章的贸易流量分析，这些分析对于专家和非专家而言都

能很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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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分 析 工 具

贸易政策是政府对国际贸易采取的政策。这些政策可能涉及各种不同的

活动，使用各种不同的工具。在这些工具中，有对进口或出口征税、国际交

易的数量限制、补贴和许多其他措施，为方便起见，通常分为两大类：关税

和非关税措施 （ＮＴＭｓ）。各国政府通常对成千上万的进口或出口产品采用不
同的措施组合。此外，同样的措施，例如关税，可以设置在不同层次，有时

有非常不同的效果，它取决于贸易的产品。本章介绍了如何用综合的术语概

括和描述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以这种方式确保这些统计数据汇总结果捕捉

和反映了该国所实施贸易政策的最重要特点。所面临的挑战是这些汇总是在

不同产品和大不相同的指标之间进行。

虽然经济学家通常认识到贸易政策服务于各种各样的目标，但他们往往

专注于这些贸易政策的限制性。他们为什么关心一国贸易政策的限制性呢？

教科书的说法是开放贸易能从纯粹的交易和专业化中获得收益 （李嘉图的葡

萄酒案例）。然而，这样的说法因为本质上是静态的，因而并不全面。经过１０
年的调整期后贸易开放产生的静态收益大概占 ＧＤＰ的 ５％，这与目前在发展
中国家观察到的增长相形见绌。

１
因此，除了贸易改革和静态福利之间的联系，

贸易改革和增长之间必然存在着其他的联系。因为理论上对这种联系没做过

什么论述，
２
所以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实证性问题。

然而，在贸易开放与增长之间寻求一个强有力的统计联系被证明是困难

的。第一个问题是要想出一个以可比较方式反映贸易政策立场的开放措施。

之后我们还会再分析这个问题，在这里只是指出萨克斯和华纳 （Ｓａｃｈｓａｎｄ
Ｗａｒｎｅｒ，１９９５）基于观察到的措施提出了最早的综合指数。３一些替代措施
（例如 Ｌｅａｍｅｒ，１９８８）都是基于回归分析 （如同第一章讨论的外生决定因素

一样，“政策开放”由观察到的开放度回归方程的残值来度量）。

第一代的研究使用国家横截面数据 （见 Ｅｄｗａｒｄｓ，１９９８年和其中的参考
文献），得出了贸易开放性和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但结果被证明是不稳定的，

不能令人信服。例如，罗德里格斯和罗德里克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ａｎｄＲｏｄｒｉｋ，１９９９）
指出，就像注释 ３所解释的那样，萨克斯华纳指数中纯粹的贸易成分条件
（ｉ）及 （ｉｉ）在该指数与增长的总体联系中没有发挥多大作用。然而，最近的
研究，特别是瓦齐亚科和威尔士 （ＷａｃｚｉａｒｇａｎｄＷｅｌｓｈ，２００８）的论文表明面
板数据技术 （即同时使用若干个国家在若干年被观察到的横截面和时间序列

数据）证明了贸易开放度和增长之间更强的相关性。
４
从本质上讲，额外的信

息来源于仔细辨认每一个国家何时实现贸易自由化。一旦做到这一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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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开放前和开放后经济增长之间的巨大差异就能观察到。所以，对那些开

放带来了更快经济增长的国家，我们有理由更多地从规范的角度分析贸易

政策。

１关税

ａ概念

关税就是对边界上的进口产品，或个别时候对出口产品所征收的税收。

它的结果是将进口 （出口）产品的价格提高在世界 （国内）市场之上。关税

通常由海关管理部门收取，可以使用从价税或从量税。从价税按照进口 （出

口）产品价值的一定百分比来表示 （通常是成本、保险费加运费的进口价值

的百分比），而从量税是以每单位产品收取一个固定的货币金额表示。

从价税比从量税应用更为广泛。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更易于汇总和比较，

从而更透明，这在国家关税承诺谈判时尤其重要。从量税由于依赖于产品度

量单位，所以更难在不同产品之间进行比较。然而，有一个比较办法是计算

它们的从价税等值 （见专栏２１）。

专栏２１　从量税的从价税等值计算

从量税的从价税等值 （ＡＶＥｓ），τＡＶＥ可以用每吨的货币金额 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除以

每吨产品的国际价格 ｐ（再乘以１００得到一个百分比），即：

　　 τＡＶＥ ＝１００
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

（２１）

然而，这往往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国际价格 （ｐ）可以用贸易值
除以贸易量计算出来，但结果往往在不同时间不同国家各不相同，不仅因

为价格本身在变化，也因为产品构成的影响，比如，有不同单位价值的大

宗产品。此外，系统性偏差是可能的。对低价产品 （质量低劣或简单的产

品）按照价格的一定比例征收每单位 Ｘ欧元的关税比对那些高价产品按照
价格的一定比例征收每单位 Ｘ欧元的关税要显得更严厉。如果平均而言较
贫穷的国家出口低质量的产品，因而价格较低———肖特 （２００４年）研究表
明这些国家确实是这样做的，即使对更高价格产品的出口也面临同样的从

量关税，那么，用 ＡＶＥ条款来衡量，他们的出口比那些高价产品出口面临
更高的保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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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Ｓ软件 （见下文）提出了四种不同的方法来计算 ＡＶＥｓ。第一种方
法包括：使用 （１）在国家关税水平 （８－１０位）计算报关时进口单位价
值，如果这些都难以获得，则可将其替换为 （２）在 ＨＳ六位数水平计算报
关时进口单位价值，最后，如果 （１）和 （２）都没有，就使用 （３）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进口单位值。第二种方法只包括使用 （３），即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进口单位价值。第三种方法是基于计算农产品非从

价税等值的方法，这种方法也被 ＷＴＯ正在谈判的农产品模式草案加以参

考。５最后，第四个方法是计算非农产品非从价税等值采用的方法，这种方

法在目前 ＷＴＯ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的非农产品模式草案中也进行了参考。６

市场准入地图 （ＭａｃＭａｐｓ；见下文）也计算 ＡＶＥｓ，但单位等值的计算是根
据收入和开放度进行聚类分析，然后根据定义的五个特定参照组的贸易价

值除以贸易量得到 （使用较大的国家分组以减少测量误差范围）。

关税制度一个不应该忽视的特点是可能存在按最终用途的豁免 （特殊项

目，具有特殊地位的用户，如那些在出口加工区 （进口加工区）的跨国公司、

国际组织等）。除了 “书面”的豁免，政府有时会给予临时的豁免，这些情况

只能通过实地调查才能了解到其存在。当豁免很重要时，忽视它们会导致得

出过高的贸易保护率。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收集申报进口值的关税率来计

算保护率 （更多内容见第六章）。
７
然而，对过度豁免及非豁免产品的数据进

行平均会导致低估非豁免产品的保护率。

在构建一个国家的关税型式时，需要考虑两个与 ＧＡＴＴ／ＷＴＯ有关的差
异。第一个差异是最惠国 （ＭｏｓｔＦａｖｏｒ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ＭＦＮ）关税税率和优惠税
率。最惠国关税是那些 ＷＴＯ成员承诺给予所有其他与他们没有签署优惠协议
的 ＷＴＯ成员的进口优惠关税。优惠关税是给予有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的伙
伴国、海关联盟或其他优惠贸易协定成员的进口优惠，相对其他国家更有可

能是零关税。

第二个区别是约束关税与实施关税。当政府在 ＧＡＴＴ／ＷＴＯ谈判关税减
免时，他们承诺采用最惠国约束关税的形式。最惠国约束关税水平在一个国

家的关税减让表中要列出来，是指政府承诺实施的最惠国关税的关税上限。
８

对给定的关税税目，约束关税必须高于或等于实施的最惠国优惠关税，而最

惠国关税也应该高于或等于优惠关税。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约束关税通常等于或非常接近实施关税。然而，对

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关税中往往有 “水分”，这意味着约束关税通常高于实施

关税，因此对贸易流量有约束作用，即使这是他们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基

础。在应用分析中对合适的出口采用合适的关税非常重要 （如不将最惠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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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进口优惠应用在优惠关税伙伴上）。然而，在区域一体化谈判中，尤其是南

南区域一体化化协议中，优惠税率的程度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ｂ实证工具

ｉ关税概况
平均值

关税减让表通常是在 ＨＳ８位数或更高水平 （ＨＳ１２位）进行分解，这意
味着对于给定的国家，它通常会有超过 ５０００个关税税目 （这是 ＨＳ６位子税
目的数量），而且经常会超过这一数字。

９
关税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汇总：使

用简单平均或一些加权方案。简单平均计算比较简单，就是将所有关税税目

上的关税加起来，再除以这些关税的税目数。至于加权平均值，它们的形

式是：

　　 珔τ＝∑ｋ
ｗｋτｋ （２２）

其中 ｋ是进口产品的指数，ｗｋ是关税 ｋ平均值的权重 （希腊字母 τ用来取
代 ｔ是为了避免与时间指数混淆）。一种广泛使用的方法是用产品在该国总进
口中的份额来做权重。

尽管简单平均值和进口加权平均值方法都有相对容易计算的优点，但这

两种方法都有缺点，专栏 ２２对此有所说明。简单平均值法对没有进口或大
量进口的产品赋予了相同的权重。至于进口加权平均值法，它们在一定程度

上纠正了这种偏差，但对高关税赋予了低权重，对禁止性关税将赋予零权重。

专栏２２　简单平均法和进口加权平均值法

考虑一个进口三种产品的国家：产品 １，关税从 ０到 ５００％之间变化，
表２１中从上到下显示；产品２，关税为 ４０％；产品 ３，关税为 ５％。进口
需求由下式给出：

　　 Ｍｋ ＝ａｋｅ
－τｋ／１００ （２３）

让 ａ１ ＝ａ２ ＝１０００和ａ３ ＝１０。因此，产品３的进口量非常小。简单平

均值法给予所有三种关税同等的权重。因此，对产品 ３给予了过高的权重。
例如，当产品１和２的关税分别为 ５０％和 ４０％时，简单平均值法计算的关
税是３１７％：它被产品３“拉下来”了，即使现实的情况是几乎对所有进
口产品征收了４０％或５０％的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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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１ 简单平均关税与贸易加权平均关税：计算说明

货物 １ 货物 ２ 货物 ３

关税 进口 关税 进口 关税 进口

总关税

简单

平均

关税

加权

平均

关税

０ １０００ ４０ ６７０ ５ １０ １６８０ １５０ １５９９

５０ ６０７ ４０ ６７０ ５ １０ １２８６ ３１７ ４４４６

１００ ３６８ ４０ ６７０ ５ １０ １０４８ ４８３ ６０７５

１５０ ２２３ ４０ ６７０ ５ １０ ９０３ ６５０ ６６８１

２００ １３５ ４０ ６７０ ５ １０ ８１５ ８１７ ６６１６

２５０ ８２ ４０ ６７０ ５ １０ ７６２ ９８３ ６２１９

３００ ５０ ４０ ６７０ ５ １０ ７３０ １１５０ ５７２９

３５０ ３０ ４０ ６７０ ５ １０ ７１０ １３１７ ５２７２

４００ １８ ４０ ６７０ ５ １０ ６９８ １４８３ ４８９７

４５０ １１ ４０ ６７０ ５ １０ ６９１ １６５０ ４６１１

５００ ７ ４０ ６７０ ５ １０ ６８７ １８１７ ４４０３

这表明要用加权平均来代替。事实上，在同一行中加权平均关税是较

合理的４４４６％。但是，再看当产品１的关税增加时会发生什么：产品 １的
进口减少，因而它的权重也会减少。当产品 １的关税增加到几乎是禁止性
关税水平时 （表的底部），加权平均值也减少并收敛于产品 ２的 ４０％的关
税。这种效果由图 ２１的曲线能够说明，也就是加权平均带来的一个众所

周知的偏差，即高关税低权重。１０

图 ２１　贸易加权平均关税的偏差
来源：作者基于表２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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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问题的理论修正是使用不受约束时的 （自由贸易）进口水平作为

权重，但那是不可观察的。利莫尔 （１９７４）提出使用世界贸易，但这并不能
恰当地代表每一个国家不受约束的贸易结构。另一种方法是在 “国家”和

“全球性”之间进行折中的权重，基于收入水平定义参考国家组的权重。然

而，凯等 （２００５）提出了另一种权重方案。他们的权重是出口份额和关税税
目层次上进口需求弹性的一个增函数，这抓住了对那些产品限制会产生总体

限制 （见下文）的重要性。另外，简单平均和加权平均值都可以用表 ２２进
行报告，其中展现了最惠国优惠关税 （实施关税，而不是约束性关税），南部

非洲发展共同体和东南非共同市场 （ＣＯＭＥＳＡ）采用的国家优惠进口关税。
表２２表明，根据产品计算时，简单平均或加权平均算出的关税都可能更高。

表 ２２ 赞比亚各 ＨＳ部门的最惠国关税和优惠关税

ＨＳ

部门
类型 税目

简单平均关税 贸易加权平均关税

ＭＦＮ ＣＯＭＥＳＡ ＳＡＤＣ ＭＦＮ ＣＯＭＥＳＡ ＳＡＤＣ

１ 活动物 ２３２ ２０７ ８３ ３０ ２３２ ９３ ８１

２ 蔬菜 ３３２ １８１ ７２ ３６ １３２ ５３ ７２

３ 油脂 ５０ １６０ ６４ ３４ １９１ ７６ ３７

４ 食品、啤酒和烟草 ２０３ ２０８ ８３ ４３ １６３ ６５ ４５

５ 矿产品 １６７ ９８ ３９ ３４ １０２ ４１ ４６

６ 化学品 １１０９ ７４ ２９ ０８ ７５ ３０ ２６

７ 塑料制品 ４９５ １０１ ４０ １９ １４１ ５６ ２８

８ 皮革 ７４ ２０３ ８１ ３８ ２４６ ９８ ５０

９ 木材 ８８ ２３３ ９３ ３９ ２４６ ９８ ４９

１０ 纸张和纸浆 １６３ １３９ ５６ １９ １６９ ６８ ２２

１１ 服装和纺织品 ９２１ １８７ ７５ ６０ １９６ ７８ １０３

１２ 鞋类 ５６ ２３１ ９３ １４５ ２４３ ９７ ２２４

１３ 石材、玻璃和水泥 １４９ １４５ ５８ ２４ １５４ ６２ ３０

１４ 珠宝 ５６ １９２ ７７ ４９ ２１５ ８６ ５０

１５ 贱金属 ６１２ １１５ ４６ １６ １０７ ４３ １５

１６ 机械 ８１２ １０７ ４３ ２５ １０８ ４３ ２０

１７ 交通运输设备 １５９ １１７ ４７ ５６ １５８ ６３ 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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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ＨＳ

部门
类型 税目

简单平均关税 贸易加权平均关税

ＭＦＮ ＣＯＭＥＳＡ ＳＡＤＣ ＭＦＮ ＣＯＭＥＳＡ ＳＡＤＣ

１８ 光学仪器 ２７０ １４２ ５７ ３４ １２３ ４９ ３３

１９ 武器 １８ ２２４ ９０ ５０ ２３３ ９３ ４８

２０ 杂项类 １３２ １９ ０８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２１ 艺术品 ８ １４３ ５７ ２８ １２８ ５１ ３３

平均值 １３６ ５４ ３１

标准偏差 ９６ ３８ ４９

最小值 ００ ００ ００

最大值 ２５０ １００ ２５０

　　来源：卡多等 （２００５）使用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离散度

关税平均值对给定的关税结构来说仅仅描绘了一部分。关税在平均值上

下的离散度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也很重要：在一般情况下，关税越离散，其失

真也越明显。关税的离散可以使用各种统计数据来描述。第一种选择是呈现

频率或直方图表。第二个选择是计算标准差或变异系数。标准差定义为：

　　 σ＝ １
Ｎ∑

Ｎ

ｋ＝１
（τｋ－珔τ）槡

２
（２４）

变异系数被定义为标准偏差除以平均关税 τ。第三个选择是衡量所谓的
“高峰”关税值的比例，“高峰”即关税超过一定的基准。文献中已经有两个

统计量用来度量 “高峰”关税值的份额。首先是那些征收关税高于 １５％的关
税税目 （税目或子税目），其次是那些征收关税高于全国平均值三倍的关税

税目。

在一般情况下，描述关税结构最好的解决办法可能是通过 ＨＳ部门和整体
计算关税统计数据的所有值，包括平均值 （简单平均值和加权平均值）以及

免税产品税目的份额、峰值的份额、最小值、最大值和标准差。
１１

注意，最小值、最大值和离散度的度量可以根据部门或整体水平计算出

来，但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应该直接从 ＨＳ６位数水平的数据计算，或者最
好是总的国家关税税目层次 （通常是 ８位数或更多）来进行计算，而不是采
用汇总数据，因为采用汇总数据往往会带来低估问题。ＨＳ章 （两位数字）代

表总体汇总 （大信息丢失）与过度分解 （综合值损失）之间较好的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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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ｉ有效保护和关税升级
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关税使国内生产商既可以提高与进口竞争的产品

的价格，也可以扩大这些产品的生产，从而对国内生产商提供保护。然而，

这不是故事的结局。进口产品的这些关税也提高了国内生产商的成本，降低

了它们的产出。
１２
如果对某一个特定部门生产商的净关税 “保护”效应感兴趣，

所有的关税都需要考虑进来。这正是有效关税所要分析的。有效保护的概念抓

住了关税对特定部门价值增值的正面和负面刺激。价值增值是产出价值和购买

中间产品成本的差值，中间产品成本对应于为获得主要投入支付的价值。因此，

保护效应度量的是一个特定部门对国内生产商整体关税结构的净保护效应。

通常，在有 几 种 投 入 的 情 况 下，有 效 保 护 税 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ＥＲＰ）为：

　　 τＥｊ ＝
τｊｐ


ｊ －∑ｉ

ａｉｊτｉｐ

ｉ

ｐｊ －∑ｉ
ａｉｊｐ


ｉ

（２５）

其中 ｊ代表最终产品，ｉ代表投入 （中间产品），ｐｊ 和 ｐ

ｉ 代表它们的世界

价格，τｊ和 τｉ分别代表它们各自的名义关税 （如果国内投入或产出在国内销

售，则关税为零），ａｉｊ为生产单位产品 ｊ时所使用投入 ｉ的价值。
ＥＲＰ计算比较困难。投入产出系数仅能获得少数几个制成品生产国数据，

另外，从世界银行贸易、保护和生产数据库获得数据是高度汇总的 （ＳＩＣ三位
数水平）。然后，必须做两个选择。第一是相关系数中如何对那些 ＥＲＰ计算
中更加细化的数据类型进行划分。最简单的方法是对包括在 ＳＩＣ－３中的产品
类型等分 ａｉｊ，但这仅仅是一个近似值。第二，每一种投入中有多大比例是进
口的。同样，这也是一个近似估计。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高汇总水平的进口

渗透率 （因为它们需要国内的生产数据，请参阅第一章）。就像读者所猜想的

那样，计算涉及了这么多的估计值，所以结果就不可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要更好地计算 ＥＲＰ，需要设计特定调查问卷，收集企业层面的数据。
表２３对 ＥＲＰ的计算进行了说明，在表中，只有一种产品———衬衫，制

造时也只有一种投入面料，而且这种产品是完全进口的。
１３
假定衬衫的名义保

护率 （ＮｏｍｉｎａｌＲａｔｅｏ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ＮＲＰ）是１５％ （这仅仅是关税率），而进口

面料的关税是 １０％。１４另外，表中还假定在国际价格中，面料占衬衫价值的
６０％，价值增值率为４０％。

表 ２３ 有效保护税率：计算说明

国内销售
向最惠国市场的

出口

向世界市场的

出口

衬衫价值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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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内销售
向最惠国市场的

出口

向世界市场的

出口

　世界价格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国内／适用价格 １１５ １０５ １００

衬衫的名义保护率 （％） １５０ ５０ ００

所使用纺织品的价值

　世界价格 ６０ ６０ ６０

　国内／适用价格 ６６ ６６ ６６

纺织品的名义保护率 （％）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附加价值

　世界价格 ４０ ４０ ４０

　国内／适用价格 ４９ ３９ ３４

实际关税保护率 （％） ２２５ －２５ －１５０

　　来源：作者计算

对在国内市场销售的生产商，从表中第一列可以看出，对衬衫的关税高

于因面料关税产生的特别成本补偿额，产生了２２５％的有效保护税率 （ＥＲＰ）
（在国际价格中它所增加的价值）。然而，对于出口到有 ５％利润优惠市场的
生产商，ＥＲＰ变为 －２５％，因为国内／优惠市场价格的增加值低于国际价格
（５％的利润不能补偿面料上 １０％的关税）。对出口到那些没有对衬衫实施保
护的非优惠市场，结果甚至更糟，ＥＲＰ为 －１５％。这说明了对投入的保护如
何造成了对最终产品出口商的惩罚。

许多政府为避免负 ＥＲＰ所设计的机制中 “关税升级”比较突出，也就是

意味着对最终产品设置比中间产品从数字上看显然更高的关税。表 ２４表明，
当所有产品有相同的名义关税率时 ＥＲＰ都等于名义税率 （中间一列）。当最

终产品比中间产品有更低的关税率时，ＥＲＰ比最终产品的名义税率要低 （最

后一列）。当最终产品比中间产品有更高税率时———关税升级，ＥＲＰ也就越高
（第一列）。

表 ２４ 有效保护税率和关税结构升级

情况 １

（升级）

情况 ２

（中立）

情况 ３

（降级）

衬衫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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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情况 １

（升级）

情况 ２

（中立）

情况 ３

（降级）

　世界价格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国内／适用价格 １２０ １１０ １０５

衬衫的名义保护率 （％） ２００ １００ ５０

所使用纺织品的价值

　世界价格 ６０ ６０ ６０

　国内／适用价格 ６６ ６６ ６６

纺织品的名义保护率 （％）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附加价值

　世界价格 ４０ ４０ ４０

　国内／适用价格 ５４ ４４ ３９

实际关税保护率 （％） ３５０ １００ －２５

　　来源：作者计算

第一列显示了较小的名义利率差异可能会导致高的 ＥＲＰ，这也解释了为
什么经济学家和国际金融机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ＩＦＩ）要约束
升级关税结构的冲动。许多关税同盟最近仅仅按照产品最终用途的不同 （资

本、原材料、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将关税结构分为四级，税率介于 ０％～
５％和１５％～２５％。当关税结构不是这样透明时，诸如 ＢＥＣ（见第一章）的分
类可以用来评估一种关税结构是不是逐渐上升的。

２非关税措施

ａ概念

非关税措施 （ＮＴＭｓ）是影响国际贸易的普通关税以外的其他政策措施，
比如改变边境贸易的数量、价格或者改变两者。非关税措施包括诸如配额、

许可证、技术壁垒 （ＴＢＴ）、卫生和植物检疫 （ＳＰＳ）措施、出口限制、自定
义附加费、财政措施和反倾销措施等很多工具。因为判断一项非关税措施是

否构成贸易壁垒时，它是开放式的，所以 ＮＴＭ经常被当做是一个中性词。非
关税措施实质上就是贸易保护主义，但它们也可能会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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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性。那些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的非关税措施虽然可能限制贸易，但与此同时也可能改善福利。其他的非关

税措施，比如特殊标准或出口补贴也可能会扩大贸易。识别一项措施是不是

非关税措施并不意味着要事先判断它实际的经济效果、所要实现的各种政策

目标的恰当性或者在 ＷＴＯ法律框架或其他贸易协议下的合法性。非关税措施
的量化，即非关税壁垒必须基于全面数据分析的结果。

在目前提出的各种非关税措施／非关税壁垒的分类中，没有一种是完整
的，因为非关税措施的定义是根据它们不是什么来说明。

１６
最近修订的非关税

措施国际分类包含在表２５中。１７

表 ２５ 非关税措施的国际分类

Ａ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

Ｂ技术贸易壁垒

Ｃ装运前检验手续

Ｄ价格控制措施

Ｅ许可证、配额、禁令和其他质量控制措施

Ｆ税费、国内税及其他准关税措施

Ｇ财务措施

Ｈ反竞争措施

Ｉ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Ｊ分销限制
Ｋ售后服务的限制

Ｌ补贴 （不包括出口补贴）
Ｍ政府采购的限制
Ｎ知识产权
Ｏ原产地规则
Ｐ与出口相关的措施

　　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 （２０１０）

尽管一些非关税措施，如配额或自愿出口限制等正被逐步淘汰，但其他

形式的非关税措施也正在出现。例如，由于制成品越来越复杂，带来了潜在

的健康及其他风险，许多产品标准预期会提高。同样，对食品可追溯性需求

的不断上升也意味着对食品进口出现更加复杂的管制。随着对气候变化及环

境的日益关注，非关税措施可能会被赋予更重要的作用。

ｂ实证工具

量化非关税措施是一个挑战，因为它们的异质性，也因为缺乏数据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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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大多数的度量方法使用简单的局部均衡框架开发出非关税措施的关税

等值，以反映供给、需求或贸易受这些措施影响的程度。
１８
度量主要聚焦于实

施非关税措施相关的进口价格的变化、所导致的进口减少、进口需求价格弹

性的改变或非关税措施的福利成本。

一种比较常见的方法是计算非关税措施的从价税等值，即能产生相同进

口水平的从价税率。在相对简单的情况下，如果是完全竞争市场，它们的价

格和数量影响可以通过选择贸易税进行复制。在本小节，我们提出了两个最

常见的度量非关税措施的方法：价格差额法，主要目的是计算出前面所讨论

的非关税措施对应的关税／税收等值，以及基于清单的频数度量法。这些度量
方法的共同点是它们并不需要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另一种需要使用计量经

济学的更复杂方法将在第三章中讨论。

所谓的 “价格差额”或 “价格楔子”法，就是通过比较一种产品国内价

格与参考价格来度量非关税措施的影响。这种方法认为非关税措施将会提高

国内价格。价格差额就是非关税措施控制下的市场现行价格 （“内部价格”）

与校正了其他影响价格因素的外部现行价格 （“外部价格”）之间的差。一个

非关税措施的关税等值简单表达式是：
１９

　　 ＴＥＮＴＭ ＝（ｐｄ／ｐｗ）－（１＋τ＋ｃ） （２６）

其中 ｐｄ是内部价，即批发和零售利润净值，ｐｗ是国际价格，即批发和零
售利润的净值，τ是从价税，ｃ是以从价税表示的国际运输利润 （ＣＩＦ／ＦＯＢ的
利润）。这个公式比较简单，因为这里的价格是已经考虑了其他影响价格因素

后的调整价格，比如批发和零售分销，租金或利润，其他关税和补贴。这些

因素在计算非关税度量值之前必须从价格差中减去。

价格差额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但可能很难实现。它实施的困难来自

于计算内部价格和外部价格方法的变化，这会引起大相径庭的估计。外部价

格往往是一个可以比较但不受市场约束的现行价格。然而，很少有一个完全

可比的市场。比如在欧盟香蕉市场的例子 （见专栏 ２３）中，挪威是一个能
很好比较的市场，因为运输距离具有可比性，并像欧盟一样没有配额。但挪

威是一个很小的市场，竞争环境并不具有可比性。从市场规模来看，美国是

一个更好的比较市场，但它具有较低的运费。各种可能的比较产生了各不相

同的外部估价。至于内部价格，理论上讲它应该比较容易估计，但在实践中，

却未必如此。例如，国内批发市场的价格可能与实际交易中采用的价格毫无

关系；或者当进口商和分销商属于同一家公司时，转让价格可能无法观察或

者不能表示什么信息。表 ２６列出了价格差额估计在实际中如何分散的几个
例子。

表中前三列所报告的估计不相同，因为作为参考值的外部价格计算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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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三种不同的方法：（ａ）美国的价格，（ｂ）挪威的价格及 （ｃ）在通关和进
口许可证购买之前的欧盟 ＣＩＦ（成本，保险费加运费）价格。第四列来自不
同的研究。但要注意的是三个估计给的价格差额低于配额关税 ７５欧元／吨，
这意味着进口许可证的价格是负值。这显然与实际不符。与此相反，第五列

给出了一个非常高的估计，因为外部价格不切实际的低。

图 ２２　欧盟香蕉市场价格差额法的应用

专栏２３　价格差额法在欧盟香蕉市场的应用

图２２展示了在欧共体 ４０４号法规下价格差额法在欧盟香蕉市场的应
用，不同产地的香蕉采用了不同的配额。

第一步包括增加订购成本 （成本最低的在左边，成本最高的在右边）

时来自于不同供货源的订货供给曲线。２０根据这一原则，第一条供给曲线是

所谓的 “美元”香蕉曲线，是在最惠国制度下从拉美国家进口的香蕉。绘

制的供给曲线是向上倾斜的，这反映出欧盟是一个大进口商，在配额关税

为７５欧元／吨时，曲线垂直移动到 ２６０万吨的配额。最惠国供给曲线在国
际或外部价格处与垂直配额线相交 （因为最惠国供应商必须对在欧盟市场

销售更多香蕉或在其他地方销售香蕉保持不变）。接下来是 ＡＣＰ供应曲线，
达到８５万吨的配额，后面是国内供应量 （垂直向下移动补贴的数量）。后

者与欧盟需求曲线的交点决定了内部价格。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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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６ 价格差额比较计算：欧盟香蕉

雷波伊

（ａ） （ｂ） （ｃ）

包若尔 －

鲍威尔
诺恒

内部价格 ６３１ ６３１ ６３１ ６２４ ５２１

外部价格 ５６３ ６２７ ５７９ ５６０ ２６２

价格差额 ６８ ４ ５２ ６４ ２５９

　　来源：包若尔和鲍威尔 （２００４），诺恒经济咨询和牛津政策管理 （２００４）和 Ｒａｂｏｙ

（２００４）

注：所有价格均按欧元当前的汇率计算

这些例子表明价格差额计算尽管在概念上简单，但随着计算内部价格和

外部价格方法的不同，其结果变化也很大。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贸易流

量的工作比价格工作更容易，因为单价数据通常是不稳定的。作为从产品贸

易统计数据库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的一种单价替代计算方法，世界银行对大宗产
品会在其 “粉红单市场”中定期公开其价格信息。这些信息通常是相当可靠

的，但来自私人公司的信息倾向于报告列表价格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交易价

格；这种差异可能是巨大的。对于粮食和农业产品，粮农组织也出版了价格

系列报告，但其可靠性不稳定。

价格差额法存在许多缺点。首先，在现存的几个非关税措施中，它仅提

供这些非关税措施影响的总体度量，但没能说明每一项非关税措施各自的影

响。其次，质量上的差异需要考虑，但很难量化。各种计算非关税措施关税

等值估计的扩展价格差额法已经在文献中被提出来。有些文献说明了产品的

异质性和替代品的感知质量或交易成本。
２２
这些扩展方法有时需要使用到计量

经济学的方法。

最近用来估计非关税措施 （ＮＴＭ）影响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要么基于价格，
要么基于数量。基于价格的方法检验了国际价格的差异，评估了非关税措施

影响国内价格高于没有采取非关税措施前的程度。
２３
他们同时将价格差额法的

思路延伸到许多国家和产品 （费兰蒂诺，２００６）。相反，基于数量的方法在大
部分时间是基于引力的，即它们使用某种形式的引力模型 （见第三章）。是使

用基于价格的方法还是基于数量的方法主要取决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由于即

使在高度分解的水平贸易流量的数据也很丰富，同时因为价格数据问题很多，

所以在进行价格分析中通常采用数量分析法。

ｉｉ基于清单的频数测量法
频数或覆盖率提供了基于非关税措施清单的国家贸易中对非关税措施的

重要性进行评估的简单而粗略的方法，这些非关税措施清单将在后面 Ｃ部分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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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介绍。频数就是计算在某个产品种类中受非关税措施影响的关税税目所

占的份额。同样，覆盖率就是计算受非关税措施影响的进口额所占的份额。

表２７给出计算的说明。假设在ＨＳ８７（运输设备）中，国家为了保护国
内的汽车和摩托车组装业，在四位数类 ＨＳ８７０３（轿车）、８７１１（摩托车）上
实行了非关税措施。计算汽车行业的覆盖率的第一步包括用一个 ０～１变量来
“标记”ＨＳ四位数的类别，对这些采取非关税措施的类别 （８７０３和 ８７１１），
该变量等于１，否则等于０。第二步就是用出口份额乘以这个０～１变量并且加
总。在我们的例子中，给出了 ３２３５％的覆盖率 （３１２８％ ＋１０７％）。２４对一
个国家的全部贸易，也可以采用同样的计算，得出非关税措施总的发生率。

但是，评估非关税措施效果采用的这种方式是粗略的，因为它没有考虑

这些措施的刚性。也就是说，对一个几乎没有减少贸易量的非关税措施与大

幅降低贸易量的非关税措施 （二进制编码的性质），我们采用了相同的处理方

式。更糟糕的是，最终的结果也有相同的偏差，因为那只表明了平均关税。

也就是说，一个禁止性配额将某一类产品的进口降低到非常低的水平，从而

减少了这种类别产品在总进口中的份额，最后导致了低覆盖率。至于频率指

数，它们给那些没有进口的产品和大量进口的产品都给予了相同的权重。第

三个缺陷是非关税措施清单可能是不完整的，覆盖率可能随着措施和国家的

不同而不同。虽然有这些众所周知的缺点，但覆盖率已经被广泛地用来总体

度量非关税措施的发生率。频率度量方法也在引力方程中用来确定非关税措

施对贸易流量的影响 （见第三章）。

表 ２７ 覆盖率：计算说明

海关

编码

进口值

（以千美元计）

进口

份额

（％）

非关税

措施
类　　型

８７ ５８８２７５３３ 车辆以外的其他铁路或电车道机车……

８７０１ １９７５６６５ ３３６ ０ 拖拉车 （除了拖拉机标题 ８７０９）……

８７０２ ２６４００３ ０４５ ０ 乘驾 １０人及以上的运输车辆……

８７０３ １８４０００００ ３１２８ １ 汽车和其他主要用于客运的机动车辆……

８７０４ ５６５８０７７ ９６２ ０ 货运机车……

８７０５ ４１８０５８ ０７１ ０ 特种车辆，主要用于……

８７０６ ４３５０４７ ０７４ ０
装有 发 动 机 底 盘，标 题 为 ８７０１ 到

８７……

８７０７ １７２３４６ ０２９ ０
车体 （包括驾驶室），标题为 ８７０１到

８７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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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海关

编码

进口值

（以千美元计）

进口

份额

（％）

非关税

措施
类　　型

８７０８ ２８６０００００ ４８６２ ０ 标题为 ８７０１到 ８７０５的机动车辆零部件

８７０９ ２１１７６７ ０３６ ０
工程车，自行式，不安装起吊或搬运装

备……

８７１０ ６２２７５２ １０６ ０ 坦克和其他机动装甲战斗车辆

８７１１ ６２８９１３ １０７ １
摩托车 （含轻便摩托车）和装有辅助发

动机的自行车

８７１２ ６２２９０ ０１１ ０
自行车和其他类型自行车 （非机动三轮

车）

８７１３ ５４３１５ ００９ ０ 残疾人用车

８７１４ ３６３４２９ ０６２ ０ 标题为 ８７１１到 ８７１３的车辆零部件

８７１５ ２８６５３ ００５ ０ 婴儿车及其零件

８７１６ ９３２２１８ １５８ ０ 挂车和半挂车

ＨＳ８７覆盖率 （％） ３２３５

３贸易政策立场

第二部分的讨论已经强调了无论是进口或是在出口方面各国政府度量影

响贸易指标的多样性。这些贸易政策度量形式在几个方面存在差异，包括它

们的失真程度，以及 ＷＴＯ纪律对它们使用范围的约束程度。由于贸易政策指
标的多样性，将不同产品贸易政策汇总概括为贸易政策立场，并使这些立场

在不同国家间能进行比较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政策的许多维度需要覆

盖到，做好这一点可以参考世界贸易组织网站上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政策审

议 （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ｖｉｅｗｓ，ＴＰＲｓ）提供的模板。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政策审议
（ＴＰＲｓ）对 ＷＴＯ成员的贸易政策和做法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描述。根据它们在
世界贸易中的份额，成员每两年检查一次 （最大的四家成员），或每四年检查

一次 （随后的十六个成员），或每六年检查一次 （其他成员）。世界贸易组织

的贸易政策审议 （ＴＰＲｓ）由成员的检查报告加上 ＷＴＯ秘书处的其他报告组
成。ＴＰＲｓ的格式由贸易政策审议机构决定。ＷＴＯ秘书处的报告分为四个
部分：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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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环境；

 贸易政策制度：框架和目标；

 贸易政策和实践指标；

 部门贸易政策。

另一种更加定量化、更综合的评估贸易政策立场的方法就是计算所谓的

贸易限制指数 （Ｔｒａｄ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ｅｓ，ＴＲＩｓ），即综合所有的贸易限制

措施 （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效果的指数。ＴＲＩｓ的构建提出了两方面的挑战。

首先，必须找到１０％的关税，１０００万吨的配额和１００万美元补贴的单一贸易

限制指标。第二，数千种不同税目所有的信息必须汇总为一个总体指标。

ＴＲＩｓ第一代提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的方案。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Ｆｕｎｄ，ＩＭＦ）基于许多观察到的规则，推出了一个指

数。根据每一类贸易壁垒 －平均关税、数量限制所覆盖的税目比例等信息给

每个国家评分，然后，再对每一个国家的评分进行平均，最后给出从１（最开

放的）到１０（最不开放）的贸易限制指数。ＴＲＩｓ的设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２００５年）有详细的说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文献中也使用该

指标，但在工作报告中没有指出。

这些第一代的贸易限制指数将不同类型的贸易政策工具做了共同的度量，

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使用的是没有经济基础的具体标准。目前还不清楚为什

么３％的平均关税应相当于５％的非关税措施覆盖。第二代的贸易限制指数不

仅对第一个问题做了更多分析，而且通过理论上使用合理的汇总程序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安德森和聂瑞 （１９９４，１９９６）使用关税和配额结果 （见上文）

之间的等值将数量限制转化为关税，建立了一个能体现关税和数量限制影响

的贸易限制指数。产生的 ＴＲＩｓ程序根据进口国福利将现有关税和数量限制统

一为从价计征的进口关税。

最近，凯等 （２００６）构建了一个类似的总体贸易限制指数 （ＯｖｅｒａｌｌＴｒａｄ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ＯＴＲＩ），将进口关税统一定义为从价计征的进口关税，

这将导致现有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 （见专栏 ２４）有相同的进口量。因此

ＴＲＩｓ和 ＯＴＲＩ都是对不同工具的合理汇总。凯等还提出了 ＯＴＲＩ的镜像，同样

的从价关税相当于影响一个国家出口市场的现有措施的效果，并把它称为市

场准入总体贸易限制指数 （ＭＡ－ＯＴＲＩ）（ＭＡ代表市场准入）。他们使用过去

研究中 （凯等，２００４）采用的进口需求弹性计量经济学估计方法，对更多国

家的这三个指数进行了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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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２４　ＯＴＲＩ和 ＭＡ－ＯＴＲＩ

ＯＴＲＩ和 ＭＡ－ＯＴＲＩ由关税的加权和及非关税壁垒在关税线水平的等价
值来表示。权重是关税线水平进口份额和进口需求弹性的增函数，这反映

了对这些产品约束将会对总体产品产生约束。对那些需求缺乏弹性的产品

赋予较小权重的逻辑是这些产品关税的改变对总体贸易量影响较小。注意

ＯＴＲＩ的权重并没有解决前面提到的进口权重平均值的所有问题，因为当存
在禁止性关税时，它们将为零。

为了计算贸易限制措施总指标，需要关税方面的信息，但更重要的是

需要获得在关税税目水平上有关非关税壁垒的等价值和进口需求弹性方面

的信息。在两个文献背景中有这些信息的估计。凯等 （２００５）在关税税目
层次对１１７个国家的进口需求弹性进行了估计。所采用方法和科利 （１９９１）
与哈里根 （１９９７）使用的方法接近，在这种方法中，给定外生的国际价格、
生产率和要素禀赋，进口被当做国内生产的投入。这种方法还假定世界贸

易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垂直专业化，进口被当做 ＧＤＰ函数的投入，而不像以
前绝大多数文献将进口作为最终消费品，这似乎是这种方法最有吸引力的

特点。

凯等 （２００６）对核心的非关税壁垒 （价格和数量控制措施、技术管制

以及诸如对进口产品实行单通道等垄断性措施）对应的等价值进行了估计，

同时也对 １０４个国家和地区在关税税目水平对国内农业进行的支持做了估
计。他们首先采用利莫尔 （１９９０）的比较优势方法 ［也可见 （哈里根，

１９９３）和 （富勒，１９９３）］对非关税壁垒的影响进行了度量。这种方法的逻
辑是通过要素禀赋来预测进口，观察当有非关税壁垒时进口的偏差。对每

个 ＨＳ６位税目都进行了观察，其中至少有一个国家有某种类型的非关税壁
垒 （约４８００关税项目）。非关税壁垒对进口的影响因国家而异 （根据每个

国家具体的要素禀赋）。凯等接着使用早前估计的进口需求弹性，沿着进口

需求曲线进行移动，将非关税壁垒的数量影响转化为从价税等值 （Ａｄ
Ｖａｌｏｒｅｍ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ｓ，ＡＶＥ）。

Ｃ数　　据

目前有三个主要的门户网站可以用来访问关税数据，就本章而言，这三

个网站也是获得非关税措施的主要网站。ＷＴＯ提供了访问约束关税、实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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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和优惠关税的两种渠道：关税在线分析 （Ｔａｒｉｆｆ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ｌｉｎｅ，ＴＡＯ）和关
税下载 （Ｔａｒｉｆｆ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ＴＤＦ）。它还提供了许多由其成员向世贸组
织通报非关税措施信息组成的数据库。世界贸易综合解决方案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Ｔｒａｄ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Ｓ）门户网站提供了约束关税、实施关税和优惠
关税数据，同时它也是唯一真正的全球性非关税措施数据库 （Ｔｒａｄ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ＴＲＡＩＮＳ）。最后，市场准入地图 （ＭＡｃＭａｐ）门户网
站也可以获得约束关税、实施关税和优惠关税数据，关税配额、反倾销税和

原产地规则等数据。需要注意的是，三大门户网站同时还可以提供贸易数据。

除了这三个主要的门户网站，还有一些其他在线数据库能提供具体关税措施

或具体部门的信息。

１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税在线分析和关税下载网站

关税在线分析 （ＴＡＯ）网站是世界贸易组织提供给其成员或授权成员获
得官方关税数据的两个数据接口之一。这些关税数据存储在两个数据库：综

合数据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ＩＤＢ）和统一关税时间表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Ｔａｒｉｆｆ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ｓ，ＣＴＳ）数据库。ＩＤＢ是世贸组织成员向 ＷＴＯ报告的关税和贸易信
息的资料库。２０１０年，通过其他组织提供的数据或者成员授权，对这些信息
进行了补充。ＩＤＢ包含了最惠国实施关税和在关税税目水平下世界贸易组织
成员的进口，从１９９６年以来，这些数据通常是 ８位数水平，有时甚至十位数
水平。国家的覆盖范围取决于年份，高达 ９０％。具体关税的等量从价税信息
以及优惠关税是可获得实施关税国家的一个子集。ＣＴＳ数据库包含所有 ＷＴＯ
成员的约束关税税率。通过 ＩＤＢ接口使用其服务是免费的。

ＴＡＯ接口允许用户一次性生成有关约束关税、实施关税和优惠关税的各
种报告。用户还可以通过用户定义的关税和贸易标准选择信息，在桌面编制

１２份报告 （包括关税税目水平的报告和汇总报告）和出口信息报告。英语、

法语或西班牙语用户可以访问：ｈｔｔｐ：／／ｔａｒｉｆｆ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ｔｏｏｒｇ／。
ＴＡＯ是 ＴＤＦ的一个补充 （ｈｔｔｐ：／／ｔａｒｉｆｆｄａｔａｗｔｏｏｒｇ／），其包含在协调税

则 （ＨＳ）６位数字代码水平的信息，将来计划合并这两个应用程序。此外，
ＩＤＢ和 ＣＴＳ数据库将很快能从世界贸易组织的综合贸易智能门户网站 （Ｉ－
ＴＩＰ）获得，该网站由 ＷＴＯ秘书处统一提供能在 ＷＴＯ获得的有关贸易和贸易
政策措施的信息。

２世界贸易综合解决方案

ＷＩＴＳ（Ｗｏｒｌ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Ｔｒａｄ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软件是由世界银行与联合国贸易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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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密切合作开发的。它提供了五个贸易和关税数据库
的访问：

 世界贸易组织的 ＩＤＢ和 ＣＴＳ数据库 （见上文）；

 联合国统计司的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库 （见第一章）；

 贸发会议的 ＴＲＡＩＮＳ（贸易分析和信息系统）数据库；

 ＣＥＰＩＩ和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的 ＭＡｃＭａｐＨＳ６ｖ２数据库 （见下文）；

 ＡＭＡＤ数据库。
ＴＲＡＩＮＳ数据库 （贸易分析和信息系统）包含了自 １９９８年以来最惠国

（适用）关税和优惠关税、非关税措施 （ＮＴＭｓ）和国家关税税目水平的进口
数据。

２５
国家的覆盖率与年份有关系，高达 １４０个国家和地区。２６非关税措施数

据主要从官方渠道收集。这些数据通过企业调查和门户网站收集的信息进行

补充，并存储在不同的数据库中。

国家关税税目水平的非关税措施数据以发生率的形式在 ＴＲＡＩＮＳ中组织和
报告。也就是说，每个非关税措施都以二进制形式进行编码，报告的水平

（层次）根据国家主管部门报告 （如果存在就是１，如果没有，就是０）确定，
这样就可以估计覆盖率，即在给定的总税目编码中税目总数的比例。

除了争议性很大的关于什么是贸易壁垒、什么不是贸易壁垒的问题 （见

上文），非关税措施报告的另一个局限性是它们二进制编码对温和措施和严厉

措施没有进行区分。例如，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的配额和严厉措施以同样的

方式处理。不幸的是，这个问题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法，二进制编码形式可能

是在需要保留尽可能多的信息与避免报告错误 （编码越详细，报告错误的范

围也越大）之间最好的折中办法。

ＷＩＴＳ软件提供了执行快速搜索以及在跨国和跨产品之间进行查询的可
能。它提供在国家关税税目层面任意数量的税目甚至是整个关税结构的下载。

ＷＩＴＳ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关税。首先，最惠国 （ＭＦＮ）关税在代码 “ＭＦＮ”中
进行报告。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关税是实施关税而不是约束关税 （见前文第二

节 ａ的定义）。其次，实际的实施关税，它随着给予的优惠和区域贸易协定
（ＲＡＴｓ）在不同伙伴国之间存在差异，其在代码 “ＡＨＳ”中进行报告。２７ＷＩＴＳ
可以计算非从价税的从价税等值额。ＷＩＴＳ还提供了一些实用程序，如分类和
不同分类之间的语词索引，以及关税和贸易模拟工具。此工具利用局部均衡

模型可以评估约束和实施关税削减建议 （见专栏 ２５）对贸易和福利的影响
（有关详细信息参见第五章）。

ＷＩＴＳ软件是免费的。然而，访问数据库本身是根据访问者的级别进
行收费 的，

２８
要获 取 更 多 信 息 请 参 阅 ＷＩＴＳ的 信 息 网 页：ｈｔｔｐ：／／ｗｉｔ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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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２５　模拟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税减让承诺

作为市场准入谈判的一部分，ＷＴＯ成员需要在他们减少关税采用的方
式上达成一致。对于这些方式，他们必须决定是否要采用关税削减公式或

其他方法。如果他们决定使用一种公式，还需要进一步选择想使用的公式

和他们应用这些公式想实施的关税。如果在本轮谈判中，他们决定在约束

关税上应用一个非线性的公式，那就需要评估这些关税削减对适用税率的

影响。这是因为削减以后的约束税率可能更高、等于或低于目前实施关税

的水平。只有当约束水平低于适用税率水平时，适用税率才需要降低到约

束税率。

ＷＩＴＳ软件中关税和贸易模拟部分 （见上文）和市场准入地图软件详细

的分析菜单提供了一个模拟工具，用来评估各种约束和实施关税削减建议

的影响。显然，我们也可以用 ＳＴＡＴＡ来模拟税收削减建议，但那需要临时
进行编程。

３市场准入地图

市场准入地图 （ＭＡｃＭａｐ）接口由国际贸易中心 （ＩＴＣ）和国际信息与未

来研究中心 （ＣＥＰＩＩ）联合开发，提供访问目前在关税税目水平所实施的最惠
国关税、优惠关税和贸易数据库，也可以从世界贸易组织的 ＣＴＳ数据库提供
约束数据。ＭＡｃＭａｐ数据库提供了所有非从价关税的从价税等价值 （ＡＶＥｓ）。
ＭａｃＭａｐ也包括对关税率配额 （原始数据来自 ＡＭＡＤ）的处理。２９ＭａｃＭａｐ中所

使用方法在 Ｂｏｕｔ等 （２００５年）有详细的讨论。
ＭａｃＭａｐ接口允许一次从一个或多个国家提取一个或几个关税。它也提供

各种贸易体制报告或者国家贸易和关税报告，也被作为一个模拟关税削减的

工具。其主要的缺点是它不允许下载在国家关税税目水平的完整关税结构。

自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下面网站免费获得市场准入地图
数据库：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ａｃｍａｐｏｒｇ／。

另外两个数据库是 ＭＡｃＭａｐ数据集的副产品。第一个是 ＭＡｃＭａｐＨＳ６数据
库，它是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４年 ＭＡｃＭａｐ数据库的一个协调版本。它在 ＨＳ六位数
水平提供了 １６３个报告国和 ２０８个合作伙伴的双边关税。２００４年的
ＭＡｃＭａｐＨＳ６ｖ２由国际信息与未来研究中心 （ＣＥＰＩＩ）Ｉ和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ＩＦＰＲＩ）开发的，可以通过 ＷＩＴＳ（见上文）免费下载。第二个是为 ＧＴＡＰ
（全球贸易分析项目）数据库服务的市场准入地图 （ＭａｃＭａｐ），这是以 ＧＴ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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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的 ＭＡｃＭａｐＨＳ６的汇总版本。ＭＡｃＭａｐＨＳ６的这个版本数据库准备与 ＧＴＡＰ
模型和软件一起使用。它也可以免费从 ＣＥＰＩＩ获得。

４其他数据来源

ａ全球反倾销数据库

这个丰富的资料库是 ＣｈａｄＢｏｗｎ在世界银行资助下将很多数据库综合起
来的数据库，它提供了３０多个不同国家政府反倾销贸易政策工具使用的详细
的信息，也提供了所有 ＷＴＯ成员使用贸易保护措施的详细信息。它包括判定
和受影响国家、产品类别 （在 ＨＳ８位数水平）、措施的类型、反倾销调查的
启动、最终实施的关税、撤销日期，甚至包括所涉及公司的信息。这个数据

库可以在网上免费使用：ｈｔｔｐ：／／ｐｅｏｐｌｅｂｒａｎｄｅｉｓｅｄｕ／～ｃｂｏｗｎ／ｇｌｏｂａｌ＿ａｄ／。

ｂ农业市场准入数据库 （ＡＭＡＤ）

农业市场准入数据库 （ＡＭＡＤ）是加拿大农业部、欧盟委员会、美国农
业部、联合国粮农组织 （ＦＡ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及贸发会议
共同合作努力的结果。它包括农业生产、消费、贸易、单价、关税和 “关税

配额”（只用于约束数量的关税，在超过这个数量之后，关税通常跳跃到很高

的水平）等方面的数据库。涵盖 ５０个国家从 １９９５年到 ２０００年中期的情况。
一些关税配额是在 ＨＳ编码四位数水平而不是 ＨＳ编码六位数水平进行报告
的。农业市场准入数据库门户网站为访问用户提供免费的指南和自学指南、

ＭＳ－Ａｃｃｅｓｓ数据库以及说明如何将 Ａｃｃｅｓｓ文件转换成 Ｅｘｃｅｌ格式文件的指南。
详情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ｍａｄｏｒｇ／。

ｃ世界银行 ＴＰＰ数据库

世界银行的贸易、生产和保护 （Ｔｒａｄ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ＰＰ）
数据库将来自于不同数据库的各种贸易流、生产和保护等数据按统一分类进

行了合并：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ＩＳＩＣ）第二次修订版，尽管数据获得渠道不
尽相同，但数据库覆盖了１００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１９７６－２００４年期间
的数据。此数据库早期版的更新可以在 Ｎｉｃｉｔａ和 Ｏｌａｒｒｅａｇａ（２００１）相关文献中
获得。它可以从下面网站免费下载：ｈｔｔｐ：／／ｇｏ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ＥＱＷ３Ｗ５ＵＴＰ０。

ｄ世界银行 ＴＢＴ数据库

在２００４年，世界银行的约翰·威尔逊和恒博乙木 （ＪｏｈｎＷｉｌｓｏｎａｎｄ
ＴｓｕｎｅｈｉｒｏＯｔｓｕｋｉ）完成了一项关于技术贸易壁垒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ｔｏＴｒａ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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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ＢＴｓ）和１７个发展中国家６８９个企业标准的调查。由此产生的数据库既包括
强制性技术法规 （如达到主要出口市场所要求的标准和技术壁垒的成本）方

面的信息，也包括自愿标准使用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从世界银行研究

网页上免费下载。

ｅＷＴＯ通报数据库

许多数据库包含了从网上可获取的 ＷＴＯ成员公告信息。ＷＴＯ成员在许
多协议中都有义务报告各种政策措施。例如，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

议 （ＳＰＳ协议）第７条要求成员报告其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由于这些要求
的遵守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所以通告数据库应谨慎解读。提交到实施动植

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议 （ＳＰＳ协议）通告下的信息可以通过 ＳＰＳ信息管理系
统 （ＳＰＳＩＭＳ） （见世界贸易组织网站）免费获取。同样，提交到贸易技术壁
垒协议 （ＴＢＡ协议）下的信息也可以通过 ＴＡＢ信息管理系统 （ＴＢＴＳＩＭＳ）获
取。各类通告信息很快将能通过 Ｉ－Ｔｉｐ门户网站获取。

ｆ国家或地区的特定数据库

ＴＡＲＩＣ数据库提供了欧盟关税方面的所有信息，包括季节性关税、排他
性关税、加工产品农业部件的附件关税等。这些数据库可以免费获得，但允

许提取的数据量非常少。

详 情 见 网 址：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ｃｕｓｔｏｍｓ／ｄｄｓ２／ｔａｒｉｃ／ｔａｒｉｃ＿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ｊｓｐ？Ｌａｎｇ＝ｅｎ＆ｒ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Ｄａｔｅ＝２０１１０２２４。

亚太经合组织 （ＡＰＥＣ）数据库包含了大多数成员详细的 （ＨＳ８位数水
平）关税信息。

３０

详情见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ｐｅｃｏｒｇ／Ｇｒｏｕｐ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ｕｌｅｓ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ＷｅｂＴＲａｓｐｘ。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ＵＳＩＴＣ）互动关税和贸易数据库提供了国际贸易
统计和美国的关税数据，公众可免费获取。美国进口统计、美国出口统计、

美国关税和未来关税，以及美国关税优惠信息都可以通过一个友好的用户界

面获取。

详情见网址：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ｗｅｂｕｓｉｔｃｇｏｖ／。

Ｄ应　　用

１生成关税型式文件

目的：生成加拿大的关税型式
３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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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型式包括约束关税和实施关税平均值的汇总表，既包括农产品又包

括非农产品，税率变动分布表，以及许多在产品组层次 （水平）的关税统

计表。

ａ下载数据

加拿大２００８年的约束和实施关税与进口可以在国家关税税目水平进行下
载。在加拿大的例子中，国家关税税目是在 ８位数水平定义的，有时候是在
１０位数水平。

注意：如果你没有所有农产品关税税目表的 Ｅｘｃｅｌ或 ＳＴＡＴＡ文件，你可
以分成两组 （或三组，以下的选择 ２）下载数据，即在选择 １中，下载 ＷＴＯ
农业和 ＷＴＯ非农业数据，在选择２中，下载 ＷＴＯ农业和 ＷＴＯ工业加上 ＷＴＯ
石油。

选择１：从世界贸易组织的在线关税分析 （ＴＡＯ）网站下载数据。
注意：在线关税分析 （ＴＡＯ）网站不提供非从价税的从价税等值，这意

味着非从价税的税目在计算平均关税时将被排除在外。

转到 ｈｔｔｐ：／／ｔａｏｗｔｏｏｒｇ／。
使用所需数据可以在 ４个不同的文件中下载：两个文件分别包含农业和

非农业实施关税及进口流量的压缩文件，两个包含农业和非农业约束的压缩

文 件。 前 两 个 压 缩 文 件 中 包 含 三 个 文 本 文 件： 实 施 关 税 文 件

（ＤｕｔｙＤｅｔａｉｌｓｔｘｔ）、进口文件 （ＴｒａｄｅＤｅｔａｉｌｓｔｘｔ）及产品定义和其他信息的文
件 （ＴａｒｉｆｆＤｅｔａｉｌｓｔｘｔ）。其他两个压缩文件只包含一个约束税率的文本文件。

前面两个压缩文件可以下列方式从 ＴＡＯ网站下载：

ＯｎｔｈｅｈｏｍｅｐａｇｅｏｆＴＡＯ，ｃｌｉｃｋ：

Ｍａｋ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ＡｐｐｌｉｅｄＤｕ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ＩＤＢ）”

　　ｓｅｌｅｃｔ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ｎｄｙｅａｒ

Ｃｌｉｃｋｔｈ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ｂｕｔｔｏｎｏｎ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ｏｆｔｈｅｗｉｎｄｏｗ

　　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ｗｉｎｄｏｗ，ｃｈｏｏｓｅ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ｔｈｕｍｂｎａｉｌ

　　　　ｉｎ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ｇｒｏｕｐ”ｄｒｏｐｄｏｗｎｍｅｎｕ

　　　　ｓｅｌｅｃｔ＜ＮｅｗＰｒｏｄｕｃｔＧｒｏｕｐ＞

　　ｉｎ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ｒｏｐｄｏｗｎｍｅｎｕ

　　　　ｓｅｌｅｃｔ“ＨＳ－ＷＴ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ｃｌｉｃｋｔｈｅ“ｃｈｅｃｋａｌｌ”ｂｕｔｔｏｎ

　　Ｃｌｉｃｋｔｈｅ“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Ｄａｔａ”ｂｕｔｔｏｎｏｎｔｈｅ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ｓｉｄｅｏｆｔｈｅｓｃｒｅｅｎ

　　　　ｉｎ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Ｒｅｐｏｒｔ”ｄｒｏｐｄｏｗｎｍｅｎ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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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ｈｏｏｓｅ“ＴａｒｉｆｆＬｉｎｅＤｕｔｉｅｓ”

　　　　　　ｓｅｌｅｃｔ“Ｔｅｘｔ”ａｓ“ＦｉｌｅＴｙｐｅ”ａｎｄｐｉｃｋａｎａｍｅ（ｅｇＣＡＮ０８＿ＡＧ）

　　　　　　　　ｃｌｉｃｋｔｈｅ“Ｅｘｐｏｒｔ”ｂｕｔｔｏｎｏ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ｓｉｄｅ

　　　　　　　　　　ｃｈｅｃｋ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ｙｏｕｒ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ａｎｄｃｌｉｃｋｏｎ“ｒｅｆｒｅｓｈ”

对其他文件遵循相同的步骤。

选择２：从 ＷＩＴＳ门户网站下载数据。
注意：您可以从 ＩＤＢ或 ＴＲＡＩＮＳ数据库下载信息；注意只有 ＴＲＡＮＳ数据

库提供从价税信息。通过 ＷＩＴＳ下载的 ＩＤＢ／ＣＴＳ数据与我们前述从 ＴＡＯ网站
下载的 ＩＤＢ／ＣＴＳ信息正好有相同的格式。

这里我们从 ＴＲＡＩＮＳ数据库下载相关信息。
转到 ｈｔｔｐ：／／ｗｉｔ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使用所需数据可以在三个不同的文件中下载，但需要有根据世界贸易组

织定义的所有相关术语所列所有农产品列表文件 （本指南提供）。您可以先下

载约束税率，然后下载实施关税，最后下载双边进口。

ＯｎｔｈｅＷＩＴＳｈｏｍｅｐａｇｅ，ｃｌｉｃｋ：

Ｑｕｉｃｋ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ｌｅｃｔ“ＴａｒｉｆｆＶｉｅｗａｎｄＥｘｐｏｒｔＲａｗＤａｔａ”

　　ｓｅｌｅｃｔ“ＷＴＯＣＴＳ”ａｓｄａｔａｓｏｕｒｃｅ

　　ｓｅｌｅｃｔ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ｍａｒｋｅｔ

　　Ｃｌｉｃｋｔｈｅ“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ｂｕｔｔ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Ｔｅｘｔ”ａｓ“ＦｉｌｅＴｙｐｅ”

　　Ｃｌｉｃｋｔｈｅ“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ｂｕｔｔｏｎ

对实施税率：

ｓｅｌｅｃｔ“ＴａｒｉｆｆＶｉｅｗａｎｄＥｘｐｏｒｔＲａｗＤａｔａ”

ｓｅｌｅｃｔｄａｔａｔｙｐｅ：ＴｒａｉｎｓＴｏｔａｌ（ｉｎｃｌＡＶＥ）

ｓｅｌｅｃｔ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ａｎｄｙｅａｒ

ｓｅｌｅｃｔＤｕｔｙｃｏｄｅ：ＭＦＮｒａｔｅ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Ｃｌｉｃｋｔｈｅ“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ｂｕｔｔ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Ｔｅｘｔ”ａｓ“ＦｉｌｅＴｙｐｅ”

对贸易流量：

ｓｅｌｅｃｔ“Ｔｒａｄ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ＥｘｐｏｒｔＴａｒｉｆｆｌｉｎｅｉｍｐｏｒｔｓ”

ｓｅｌｅｃｔｄａｔａｓｏｕｒｃｅ：Ｔｒａｉ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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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ｌｅｃｔ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ａｎｄｙｅａｒ

ｓｅｌｅｃｔ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Ｗｏｒｌｄ

ｓｅｌｅｃ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ｏｄｅ：Ａｌ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ｏｄｅ



请注意，如果由 ＴＲＡＩＮＳ数据库提供的贸易数据与关税数据所用术语不相
同，你可以使用从 ＷＴＯ获得的贸易数据。

ｂ将数据导入 ＳＴＡＴＡ

选择１：导入从 ＴＡＯ下载的数据。
注：如前所述，从 ＴＡＯ下载的数据在 ８个不同的文本文件中，即四个农

业产品文件和四个非农业产品文件。对农业和非农业产品文件，四个文件当

中有三个包含了实施关税和贸易的信息，还有一个包含了约束率。

我们要在包含农业关税的文件上附一个包含非农产品关税的文件。要做

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导入包含农业实施关税文本 （或逗号分隔的值）文件，

然后把它保存成 ＳＴＡＴＡ格式 （文件扩展名为ｄｔａ）。３２

ｉｎｓｈｅｅｔｕｓｉｎｇＣＡＮ０８＿ＡＧ＿ＤｕｔｙＤｅｔａｉｌｓ＿ＴＬｔｘｔ，ｃｌｅａｒｔａｂｎａｍｅｓ

ｓａｖｅＣＡＮ＿ＡＧ＿ＤｕｔｙＤｅｔａｉｌｓｄｔａ，ｒｅｐｌａｃｅ

有三个选项用于 “ｉｎｓｈｅｅｔ”命令： “清除”命令清除 ＳＴＡＴＡ的内存，
“ｔａｂ”命令指定使用的分隔符为制表，“ｎａｍｅｓ”命令指定第一行作为变量名
称。“ｒｅｐｌａｃｅ”选项允许我们覆盖具有相同名称的文件。

我们对包含非农业关税的实施关税也做同样处理，然后，我们再补充两

个数据集：

ｕｓｅＣＡＮ＿ＡＧ＿ＤｕｔｙＤｅｔａｉｌｓｄｔａ，ｃｌｅａｒ

ａｐｐｅｎｄｕｓｉｎｇＣＡＮ＿ＮＡＧ＿ＤｕｔｙＤｅｔａｉｌｓｄｔａ

ｓａｖｅＣＡＮ＿ＤｕｔｙＤｅｔａｉｌｓｄｔａ

接着，我们对两个包含约束关税税率的文件，那些包含进口的文件，以

及包含定义的文件都做同样的处理。

注意：应该浏览数据文件以确信数据集结构没有问题。由于一些数据可能

没有被正确导入，所以要留意包含实施关税文件可能出现的问题。本指南提

供了说明这些数据导入相关问题的 ＳＴＡＴＡ命令文件。
这给我们留下了四个 ＳＴＡＴＡ数据 （扩展名为ｄｔａ）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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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政策 分析实用指南

ＣＡＮ＿ＤｕｔｙＤｅｔａｉｌｓｄｔａ；

ＣＡＮ＿ＴｒａｄｅＤｅｔａｉｌｓｄｔａ；

ＣＡＮ＿ＴａｒｉｆｆＤｅｔａｉｌｓｄｔａ；

ＣＡＮ＿Ｂｏｕｎｄｓｄｔａ；

然后，我们做同样的两个文件，其中包含的约束税率，包含进口和相关

定义。

我们还需要相关的 ＨＳ编码来计算某些统计数据 （例如约束覆盖）。这

样，我们就可以将约束关税减让表与 ＨＳ１９９６编码进行合并。

ｍｅｒｇｅｈｓ６ａｇｕｓｉｎｇＨＳ９６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ｔａ

最后，我们将创建了三个哑变量。第一个哑变量当属于农产品关税税目

时取值为１，属于非农产品关税税目值时取值为 ０。第二个哑变量当关税是非
从价关税 （ＮＡＶ）时取值为１，否则为０。第三个哑变量当关税是约束税率时
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

ｇｅｎａｇ＝０ｉ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ＨＳ－ＷＴＯ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ｐｌａｃｅａｇ＝１ｉ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ＨＳ－ＷＴ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ｇｅｎｎａｖ＝０

ｒｅｐｌａｃｅｎａｖ＝１ｉｆ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ｎａｔｕｒｅ～＝“Ａ”

ｇｅｎｂｉｎｄ＝１

ｒｅｐｌａｃｅｂｉｎｄ＝０ｉｆ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ｂｉｎｄｉｎｇｓｔａｔｕｓ～＝“Ｂ”

注：“Ａ”表示从价税和 “Ｂ”代表具约束。
选择２：导入从 ＷＩＴＳ下载的数据。
注意：包含约束的文件与从 ＴＡＯ下载的文件是完全一样的，这意味着所

有选择１中提及的进口相关注意事项同样适用。进口的 ＳＴＡＴＡ命令也与选择
１相同，只是 （ａ）实施关税中的变量名称和贸易文件不同，（ｂ）你需要将所
有三个文件与可以区分农业和非农业产品的命名文件合。

ｃ关税和进口的汇总

约束关税

我们 首 先 计 算 农 产 品、非 农 业 和 所 有 产 品 约 束 的 简 单 平 均 值

（“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ａｖ”）。请注意，计算分四个阶段进行。在计算之前，我们删除那
些显示为遗漏值的非从价关税税目，这样在使用 ＳＴＡＴＡ的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命令时
它们就视为零。当关税税目在 ８位数水平进行定义，我们就在 ８位数水平
（“Ｔ１”）计算平均值。然后，我们在６位数水平计算平均值。最后，这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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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用来计算汇总的平均值。

ｄｒｏｐｉｆ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ａｖ＝＝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ｍｅａｎ）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ａｖｎａｖｂｉｎｄ，ｂｙ（ｔ１ｈｓ６ａｇ）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ｍｅａｎ）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ａｖｎａｖｂｉｎｄ，ｂｙ（ｈｓ６ａｇ）

ｅｇｅｎＴｏｔａｌ＝ｍｅａｎ（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ａｖ）

ｂｙｓａｇ：ｅｇｅｎｂｏｕｎｄｂｙＡｇＮＡｇ＝ｍｅａｎ（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ａｖ）

然后，我们计算农业和非农业税目中总体的约束关税覆盖率和约束关税

平均值。约束关税覆盖率由 ６位数子目 （子标题）所占份额来计算，这些 ６
位数子目 （子标题）不包括在至少一个约束关税税目中。

ｅｇｅｎｂｉｎｄｉｎｇ＝ｓｕｍ（ｂｉｎｄ）

ｇｅｎＢｉｎｄｉｎｇ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ｂｉｎｄｉｎｇ／＿Ｎ １００

ｂｙｓａｇ：ｅｇｅｎｂｉｎｄｉｎｇ＿ｂｙａｇ＝ｓｕｍ（ｂｉｎｄ）

ｂｙｓａｇ：ｇｅｎＢｉｎｄｉｎｇ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ＮＡｇ＝ｂｉｎｄｉｎｇ＿ｂｙａｇ／＿Ｎ １００

其中 “＿Ｎ”代表观察到的数量 （关税税目）。

我们还可以计算出 ＮＡＶ关税的份额。当只有部分的 ＨＳ编码 ６位子税目
对应于 ＮＡＶ关税，这些税率所占的百分比就会被使用。

ｅｇｅｎｎｒｔ１＝ｃｏｕｎｔ（ｎａｖ）

ｅｇｅｎＴｏｔａｌＮＡＶ ＝ｓｕｍ（ｎａｖ）

ｇｅｎＴｏｔａｌＮＡＶｓｈａｒｅ＝ＴｏｔａｌＮＡＶ／ｎｒｔｌ １００

简单加权平均实施关税

首先，我们使用和约束关税率同样的命令来计算相应的简单加权平均实

施关税率。

然后，我们计算进口加权平均实施关税率。这需要将进口和实施关税率

进行匹配。从 ＷＴＯ网站下载的加拿大进口数据是根据原产地来组织的，但只
有总进口需要保留。进口和关税在国家税率水平相匹配。

ｕｓｅＣＡＮ＿ＤｕｔｙＤｅｔａｉｌｓｄｔａ，ｃｌｅａｒ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ｍｅａｎ）ａｖｄｕｔｙｒａｔｅ，ｂｙ（ｔ１ｈｓ６ａｇ）

ｓｏｒｔｔ１

ｍｅｒｇｅｔ１ｕｓｉｎｇＣＡＮ＿ＴｒａｄｅＤｅｔａｉｌｓｄｔａ

加权平均值首先是在６位数水平计算的，然后进行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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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ｏｐｉｆａｖｄｕｔｙｒａｔ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ｍｅａｎ）ａｖｄｕｔｙｒａｔｅ（ｓｕｍ）ｖａｌｕｅ，ｂｙ（ｈｓ６ａｇ）

ｅｇｅｎＭｔｏｔ＝ｔｏｔａｌ（ｖａｌｕｅ）

ｂｙｓａｇ：ｅｇｅｎＭｔｏｔＡｇＮｏｎＡｇ＝ｔｏｔａｌ（ｖａｌｕｅ）

ｅｇｅｎＴｏｔａｌｔｗａｖ＝ｔｏｔａｌ（（ａｖｄｕｔｙｒａｔｅ ｖａｌｕｅ）／Ｍｔｏｔ）

ｂｙｓａｇ：ｅｇｅｎＡｇＮｏｎＡｇｔｗａｖ＝ｔｏｔａｌ（（ａｖｄｕｔｙｒａｔｅ ｖａｌｕｅ）／ＭｔｏｔＡｇＮｏｎＡｇ）

最后一步就是生成结果显示表 （见附件中的 ＳＴＡＴＡ命令文件） （见表

２８）。

表 ２８ 概括性统计

概要 总计 农产品 非农产品

简单平均的最终约束关税 ５１４ ３６４ ５３５

约束关税中非从价税的份额 ２９１ １７７８ ０６５

简单平均的实际最惠国关税 ３６０ ３２１ ３６６

实际最惠国关税中非从价税的份额 ００２ １２６９ ００５

贸易加权平均的实际最惠国关税 ２７３ ３２０ ２７０

以百万美元计算的进口量 ３９７０９ ２６１４ ３７０９５

进口中非从价税的份额 ００２ １１６６ ００６

注意：计算平均关税时没有考虑非从价税。由于它们在农产子税目中占

有１７％的约束关税，１３％的实施关税，所以农产品关税平均值需要谨慎解释。

ｄ关税和进口税范围的频数分布

我们也希望给出在关税税目水平上关税和进口的变化范围。为此，我们

首先要定义范围。

ｇｅｎｒａｎｇｅ＝“Ｄｕｔｙｆｒｅｅ”ｉｆ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ａｖ＝＝０

ｒｅｐｌａｃｅｒａｎｇｅ＝“０＜＝５”ｉｆ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ａｖ＞０＆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ａｖ＜＝５



ｒｅｐｌａｃｅｒａｎｇｅ＝“＞１００”ｉｆ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ａｖ＞１００

ｒｅｐｌａｃｅｒａｎｇｅ＝“ＮＡ”ｉｆ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ａｖ＝＝

接着我们计算约束关税的频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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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ｍｅａｎ）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ａｖ，ｂｙ（ｒａｎｇｅｈｓ６ｔｌａｇ）

ｂｙｓｒａｎｇｅａｇ：ｇｅｎｆｒｅｑｂｎｄ＝＿Ｎ

ｂｙｓａｇ：ｇｅｎｆｒｅｑＢｎｄＡｇＮｏｎＡｇ＝ｆｒｅｑｂｎｄ／＿Ｎ １００

注意每个十位数关税税目是单独分配给一个单一的范围。然后，我们对

实施关税和进口流量做同样的处理，最后，我们生成显示结果的表 （见表

２９）。

表 ２９ 频数分布

农产品 非农产品

最终约束

关税

实际最惠

国关税
进口关税

最终约束

关税

实际最惠

国关税
进口关税

免税 ３３０８ ３９０４ ５０８６ ３４５４ ５３８２ ５９０４

０＜＝５ １１１９ １０６７ ５９４ ９９３ １１４７ ５３８

５＜＝１０ １８３３ １５８６ １５１１ ４１１６ ２２８８ ３１７０

１０＜＝１５ ５４９ ５４１ １００３ ８６９ ６２１ ０９５

１５＜＝２５ ０６９ ０７３ ０１２ ５０３ ５４５ ２９１

２５＜＝５０ ０４８ ０５１ ２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０＜＝１００ ０１４ ０１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２７ ０２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非从价税 ０００ ２７３４ １５９４ ０００ ０１７ ００１

ｅ产品组关税和进口

对每２２个产品组 （１０个农业和 １２个非农业产品）的约束和实施关税，
我们希望呈现简单的平均关税税率、免税关税税目的份额、最高关税和约束

税率的份额。我们也希望计算产品组进口 （仅计算总进口量和免税进口量）

的份额 （总额和免税唯一的）。从约束税率开始，我们关税信息与产品组定义

进行合并。

ｕｓｅＣＡＮ＿Ｂｏｕｎｄｓｄｔａ，ｃｌｅａｒ

ｍｅｒｇｅｈｓ６ａｇｕｓｉｎｇＰｒｏｄＧｒｐ＿ｈｓ９６ａｔ６ｄｉｇｄｔａ

这样，我们就可以计算约束、平均关税和约束免税子税目在六位数子税

目总数中所占百分比，约束子税目在六位数子税目总数中所占份额。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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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ｄｕｔｙｆｒｅｅ＝１ｉｆ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ａｖ＝＝０

ｂｙｓｇｒｐｎａｍｅ：ｅｇｅｎｍａｘｂｎｄｄｕｔｙ＝ｍａｘ（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ａｖ）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ｍｅａｎ）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ａｖｍａｘｂｎｄｄｕｔｙｂｉｎｄｎａｖｄｕｔｙｆｒｅｅ，ｂｙ（ｈｓ６ａｇｇｒｐｎａｍｅ）

ｂｙｓｇｒｐｎａｍｅ：ｅｇｅｎａｖｂｎｄｄｕｔｙ＝ｍｅａｎ（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ａｖ）

ｂｙｓｇｒｐｎａｍｅ：ｅｇｅｎｎｒｄｕｔｙｆｒｅｅ＝ｓｕｍ（ｄｕｔｙｆｒｅｅ）

ｂｙｓｇｒｐｎａｍｅ：ｇｅｎｓｈｂｎｄｄｕｔｙｆｒｅｅ＝ｎｒｄｕｔｙｆｒｅｅ／＿Ｎ１００

ｂｙｓｇｒｐｎａｍｅ：ｅｇｅｎｔｏｔｂｉｎｄ＝ｓｕｍ（ｂｉｎｄ）

ｂｙｓｇｒｐｎａｍｅ：ｇｅｎｂｉｎｄｉｎｇ＝ｔｏｔｂｉｎｄ／＿Ｎ１００

注意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命令计算的是按比例分配的关税税目份额。
产品组适用税率和进口份额也可以进行类似的计算，结果列于表２１０。

表 ２１０ 产品组的关税和进口

组

约束关税 实际最惠国关税 进口关税

平均

值

最大

值

免税

份额
约束

净份

额

平均

值

最大

值

免税

份额
份额

免税

份额

净份

额

动物产品 ４８９ ２３８３４９７７ １００ ２９７０ ３９８ ２３８ ６７９７ ０５６ ５３９８１２８４

奶制品 ７４６ １１２ ０００ １００ ７７５０ ７４１ １１ ０００ ０１１ ０００８４７５

水果、蔬菜和植物 ２７４ １９１ ５８７３ １００ １０５０ ２７４ １９ ５８６３ １７３ ８２２８２１２

咖啡和茶叶 １８１ ８ ５５００ １００ ２３０６ １３８ ６ ７６０４ ０５５ ６７７９０００

谷物和制成品 ７６４ ９４７ １５５９ １００ ３８８６ ６３５ ９４５ ３１２９ １２３ ２５７２９５１

油料和油脂 ３７８ １１２ ５１０８ １００ １１７ ３４９ １１ ５３２９ ０４８ ６６１８０００

糖和糖果 ７０９ １２８ ７８１ １００ ３８７６ ４３０ １２５ ２８１３ ０２２ ６４８４９５１

饮料和烟草 ４９９ １６ ２６８４ １００ ２７８４ ４６５ １６ ３４４２ １１９ ２６８６５１６０

棉花 ０８０ ８ ９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５０ ５ ９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４２００００

其他农产品 １６９ １６ ６７３７ １００ ２６２ ０９９ １０５ ７８９５ ０５１ ５４８０１２１

鱼和鱼制品 １２５ １１３ ７６９７ １００ ０８８ ０９４ １１ ８１０９ ０５１ ７４７９０００

矿产和金属 ２７１ １５７ ４９８２９９４６ １２２ １７２ １５５ ６８７０１３６８７２６１０００

石油 ６７８ ８ ０００ ５１６７４８３３ ２６９ ８ ５８６７１０５４９８７２０００

化工产品 ４４９ １５７ ２６６８ １００ ０１３ ２８１ １５５ ５０５５１１２３４７１５０１０

木材、纸张等 １５０ １５７ ７７２６ １００ ０００ １１５ １５５ ８３１５ ４７４ ７７９４０００

纺织品 １０７４ １８２ ９６６ １００ ０００ ６５４ １８ ４７２２ １６４ １６３５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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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组

约束关税 实际最惠国关税 进口关税

平均

值

最大

值

免税

份额
约束

净份

额

平均

值

最大

值

免税

份额
份额

免税

份额

净份

额

服装 １７２３ １８ ０８５ １００ ０００ １６９２ １８ ３０４ １８７ ０２８ ０００

皮革、鞋类等 ７３８ ２０ ２３８３ １００ ０００ ５３４ ２０ ４０８８ １９７ １８８３０００

非电子机械 ３４４ １４３ ４５７８ １００ ００４ １４９ ９５ ７４６５１５２３７７９８０００

电子机械 ４３３ １１３ ３５５１ １００ ０００ ２５３ １１ ５３８３ ８９４ ６５１１０００

交通运输设备 ５６７ １５７ ２４７１９３２２ ６７８ ５７９ ２５ ４１１３１６９０１６３９０００

工业品 ３９１ １８２ ４１６６９９５５ １１３ ３０４ １８ ５２１８ ６１７ ７０２９０００

２评估关税优惠幅度的价值

这部分应用将讲解两种市场准入措施的计算。第一个描述直接市场准入

条件，即出口商所面临的关税总水平。第二个描述相对的市场准入条件，即

出口商面临的关税总水平与其竞争对手临的关税水平的相对大小。描述出口

面临总关税水平的指数是基于凯等 （２００９）的研究。正如上文所解释的，在
关税税目汇总中对权重较小的产品给予了较小的进口需求弹性，因为那些产

品关税的改变对总的贸易量影响也较小。弗格扎和尼西塔 （２０１１）将这些指
数称为 “关税贸易限制指数”（ＴａｒｉｆｆＴａｒｄ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ＴＴＲＩ）。在形
式上，国家 ｊ在国家 ｋ所面临的 ＴＴＲＩ可以写成：

　　 ＴＴＲＩｊｋ ＝
∑ｈｓ

ｅｘｐｊｋ，ｈｓεｋ，ｈｓＴ
ｊ
ｋ，ｈｓ

∑ｈｓ
ｅｘｐｊｋ，ｈｓεｋ，ｈｓ

其中 ｅｘｐ是出口，ε是进口需求弹性，Ｔ是实施关税，ｈｓ是 ＨＳ编码６位数
产品类型。

第二个指标衡量在给定现存的偏好结构下，国家 ｊ在国家 ｋ实际出口中的
关税优势 （或劣势）。它被定义为确定的一篮子产品从给定国家进口时面临的

关税相对于同样产品从其他任何国家进口时所面临关税之间的差额。在形式

上，相对优惠幅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Ｍａｒｇｉｎ，ＲＰＭ）度量的是国家 ｊ的出
口商将它们自己的产品出口到国家 ｋ时具有优势，可以表示为：

　　 ＲＰＭｊｋ ＝
∑ｈｓ

ｅｘｐｊｋ，ｈｓεｋ，ｈｓ（Ｔ
ｗ
ｋ，ｈｓ－Ｔ

ｊ
ｋ，ｈｓ）

∑ｈｓ
ｅｘｐｊｋ，ｈｓεｋ，ｈｓ

，ｊ≠ 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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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Ｔｗｋ，ｈｓ ＝
∑ｖ

ｅｘｐｖｋ，ｈｓＴ
ｖ
ｋ，ｈｓ

∑ｖ
ｅｘｐｖｋ，ｈｓ

其中 ｖ是那些出口到市场 ｋ与国家 ｊ进行竞争的国家，Ｔｖｋ，ｈｓ是国家ｋ对每一
个来自国家 ｖ进口所实行的 ＨＳ编码６位数关税平均值。

现在我们来计算墨西哥的 ＴＴＲＩ，即墨西哥关税对其贸易伙伴总体的贸易
限制。

我们首先打开本指南中提供的 ＰＭＡ＿ＭＥＸｄｔａ文件。３３计算分子和分母，
然后计算前者对后者的比率。

ｂｙｓｃｃｏｄｅｙｅａｒｐｃｏｄｅ：ｅｇｅｎｎｕｍ ＝ｓｕｍ（ｅｘｐ ｅｐｓ Ｔ）

ｂｙｓｃｃｏｄｅｙｅａｒｐｃｏｄｅ：ｅｇｅｎｄｅｎ＝ｓｕｍ（ｅｘｐ ｅｐｓ）

ｇｅｎＴＴＲＩ＝ｎｕｍ／ｄｅｎ

其中 ｃｃｏｄｅ是报告对象 （墨西哥），ｐｃｏｄｅ是伙伴，ｅｘｐ是出口，ｅｐｓ是进
口需求弹性，Ｔ是关税。

接下来我们计算墨西哥的 ＲＰＭ，即墨西哥贸易伙伴出口到墨西哥时面临
的相对关税优惠幅度。为此，我们要计算竞争对手在 ＨＳ水平 Ｔｗｋ，ｈｓ的贸易加权
平均关税。

ｂｙｓｃｃｏｄｅｙｅａｒｈｓ６：ｅｇｅｎＴｏｔａｌｅｘｐＴ＝ｓｕｍ（ｅｘｐ Ｔ）

ｂｙｓｃｃｏｄｅｙｅａｒｈｓ６：ｅｇｅｎＴｏｔａｌｅｘｐ＝ｓｕｍ（ｅｘｐ）

ｇｅｎＴｗｃ＝（ＴｏｔａｌｅｘｐＴｅｘｐ Ｔ）／（Ｔｏｔａｌｅｘｐｅｘｐ）

之后，我们计算不同产品竞争对手关税加权平均值 （Ｔｗｋ，ｈｓ）分子和分母的

总和，并计算两个比率。然后，我们减去国家自己关税 （Ｔｊｋ，ｈｓ）的比值，其对
应于我们已经计算出的 ＴＴＲＩ值。

ｂｙｓｃｃｏｄｅｙｅａｒｐｃｏｄｅ：ｅｇｅｎｎｕｍ２＝ｓｕｍ（ｅｘｐ ｅｐｓ Ｔｗｃ）

ｇｅｎＴＴＲＩ＿ｏｔｈｅｒｓ＝ｎｕｍ２／ｄｅｎ

ｇｅｎＲＰＭ ＝ＴＴＲＩ＿ｏｔｈｅｒｓＴＴＲＩ

最后一步，就是通过每一阶段的简单或贸易加权平均值汇总双边的 ＴＴＲＩ
和 ＲＰＭ。就 ＴＴＲＩ的计算，可以按照如下做法：

ｂｙｓｃｃｏｄｅｙｅａｒ：ｅｇｅｎＴＴＲＩ＿ａｖｇ＝ｍｅａｎ（ＴＴＲＩ）

ｂｙｓｃｃｏｄｅｙｅａｒ：ｅｇｅｎＴｏｔａｌｅｘｐｏｒｔｓ＝ｓｕｍ（ｅｘｐ）

ｂｙｓｃｃｏｄｅｙｅａｒ：ｅｇｅｎＴＴＲＩ＿ｗａｖｇ＝ｔｏｔａｌ（（ＴＴＲＩ ｅｘｐｏｒｔｓ）／Ｔｏｔａｌｅｘｐｏｒ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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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１１显示了计算结果。

表 ２１１ 贸易限制指数和相对优惠幅度

年 编号
贸易限制指数

简单平均

贸易限制指数

加权平均

相对优惠幅度

简单平均

相对优惠幅度

加权平均

２０００ ＭＥＸ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４

２００７ ＭＥＸ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１

Ｅ练　　习

１关税概括

目标：计算菲律宾的关税概括

１）准备阶段
ａ从 ＷＴＯ的 ＴＡＯ网站下载菲律宾 （２００８年）在国家关税税目水平的进

口约束和实施关税。

ｂ将数据导入 ＳＴＡＴＡ，导入相关的 ＨＳ术语，并创建三个哑变量：第一
个表示关税税目是否为约束关税，第二个表示产品是否属于农产品，第三个

表示关税是否为从价税。

２）概括关税和进口的范围
ａ用表格报告最准的约束关税简单平均值，ＭＦＮ实施关税的平均值，贸

易权重平均值及以百万美元表示的总进口量。对农产品和非农产品做同样的

工作。

ｂ确定所有产品和农产品的约束关税覆盖率。
ｃ确定所有产品和农产品的非从价税份额。
ｄ确定在农产品进口和非农产品进口中的约束关税和实施关税频数分布。

考虑下面的变动范围：免税；０≤５；５≤１０；１０≤１５；１５≤２５；２５≤５０；
５０≤１００； ＞１００。

３）产品组的关税和进口
ａ对于每个产品组 （１０农业产品组和１２非农业产品组），确定最终的约

束和 ＭＦＮ实施关税的简单平均值。计算约束和 ＭＦＮ关税产品组中，免税的
六位数子税目占子税目总数的份额。确定产品组内两类关税的最高从价税。

另外，对约束关税，计算包含至少一个约束税目的 ＨＳ编码六位数子税目所占
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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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计算每一个产品组在总进口中的份额。计算每一个产品组 ＭＦＮ免税进
口量在总进口量中所占份额。

４）主要的供应商及产品组合对关税水平的影响
ａ根据总的双边进口情况，选择五个主要的农产品供应商和非农产品供

应商。

ｂ对每一供应商，仅仅依据进口关税税目计算简单加权平均的 ＭＦＮ关
税。根据关税税目在所有关税税目中的百分比确定免税进口额，根据免税贸

易占所有双边贸易流量的百分比确定免税进口额。

２非从价税的从价税等值

目标：比较南非的汇总关税统计数据，包括 ＮＡＶ（非从价税）的从价税
等值或不包括 ＮＡＶ关税的从价税。

１）从 ＷＩＴＳ下载数据
ａ从 ＷＩＴＳ下载南非 （２００８）的实施关税。你将需要所有不同组的实施

关税：一组只包括从价税，三组包括使用 ＷＩＴＳ（ＵＮＣＴＡＤ１、ＵＮＣＴＡＤ２和
ＷＴＯ）。推荐的各种方法估计的非从价税的从价税等值。

ｂ检查关税数据。非从价税是不是由所有关税税目中提供的？实施关税
用的术语是什么？

２）准备阶段
ａ在进行任何计算之前，首先将所需数据导入 ＳＴＡＴＡ并重新格式化。如

果你从三个不同的文件下载了实施关税，这三个文件分别包括农业关税税目、

非农业关税税目和石油关税税目，那么你需要追加这三个文件。

ｂ你也需要创造哑变量，对农业产品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关税税目
代码被 ＳＴＡＴＡ认作是一个标量，需要转换为一个字符串 （命令 ｔｏｓｔｒｉｎｇ），相
反，进口数据也需要转换为一个标量 （命令 ｄｅｓｔｒｉｎｇ）。

ｃ最后，需要将数据分为三列，每列包括使用各种方法计算的从价税等
值的一组关税，加上一列没有关税等值的一组关税。

３）非从价税的份额与关税平均值
ａ做好这些准备工作后，计算在 ＨＳ六位数水平的非从价税率的份额。

当仅有一部分 ＨＳ六位数子税目是非从价税时，这些关税税目的百分比份额就
会被使用。对农产品和非农产品计算同样的统计数据。

ｂ然后，对四组关税中的每一个计算农产品和非农产品实施关税率的简
单平均值，首先在 ＨＳ六位数水平计算，然后在总体水平计算。

４）关税税目频数分布
ａ练习第二部分包括通过关税范围计算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关税税目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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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分布。请记住，关税范围在频数分布中的份额是根据关税税目水平的关税

在标准的 ＨＳ六位数子税目中的份额按比例计算的。首先定义你选择的范围，
记住，关税能取很高的正值 （＞１００）；同时包括免税的类别。

ｂ计算份额并评价。

３关税分析

目标：对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进行统计描述并检查其决定因素。

对这部分练习，使用世界银行贸易生产和保护 （ＴＰＰ）数据库 （可从

“Ｃｈａｐｔｅｒ２＼Ｄａｔａｓｅｔｓ”获得）。任务如下：
１）准备阶段
ａ选择一个国家 （参考答案提供的是哥伦比亚和日本）。检查对所选国

家，有哪些变量可获得，在哪些年份可获得。

ｂ表明使用什么样的术语，可获得的数据是在什么样的汇总水平。
２）平均关税和它们的决定因素
ａ以表格的形式报告关税的描述性统计量：实际适用的 （比如，将优惠

关税考虑进去）和 ＭＦＮ实施关税的简单平均值和加权平均值，及其相应的中
位数、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值，所有的值都根据数据库中 ２８个三位数子税
目进行计算。

ｂ绘制关税直方图，并对关税分布进行评价。
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绘制散点图，其中每个点是一个部门，关税在水平轴，ＮＴＢ和从价税等

价值 （ＡＶＥ）在纵轴。根据散点图，你判断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是相互补充还
是相互替代的？并做解释 （提示：当取值为零的数比较多时，最好将它们从

图中去除以得到数为零更清晰的画面）。

４）关税的决定因素
ａ计算每一个部门的进口渗透率，并计算其在样本第一年和最后一年之

间的变化 （提示：如果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期间有太多的缺失数据，那么考虑将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或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作为最后期间）。

ｂ计算平均机构成立规模，成立时雇员与机构比率，每一个部门女性员
工比例和每一个员工的工资等。

ｃ回归这些变量的平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并对结果进行评价。
数据来源：所有数据都来自世界银行 （尼西塔和奥拉列格，２００６年）构

建的 贸 易，生 产 和 保 护 １９７６－２００４年 数 据 库，可 从 网 页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获取。它们仅参考了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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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参见皮尔马蒂尼和泰 （２００５）的例子。

２参见：尽管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 （１９９１）对贸易、创新和增长之前的关系进行了整合

处理，但依然存在困难。

３萨克斯华纳指数 （ＳＷ）等是二进制的 １和 ０（封闭的经济体），如果下面五个条件得到

满足：（ｉ）平均关税等于或高于 ４０％；（ｉｉ）ＮＴＢ覆盖率等于或高于 ４０％；（ｉｉｉ）十年

来黑市的外汇溢价达到或超过 ２０％； （ｉｖ）出口垄断；或 （ｖ）社会主义经济。如果这

些条件没有一个得到满足，这个经济就被视为开放经济 （ＳＷ等于１）。这个概括性指标

０～１变量的特点意味着大量信息的丢失 （比如适度封闭经济体和非常封闭经济体之间

的差异），但使错误分类的风险最小化了。

４瓦齐亚科和威尔士 （２００８年）指出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保持的相关性，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和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被打破了。见 ２００８年 ＷＴＯ世界贸易报告文献综述。

５这个方法载于 ＷＴＯ文件 ＴＮ／ＡＧ／Ｗ／３，２００６年 ７月 １２日的附录 Ａ。

６该方法在 ＷＴＯ文件 ＴＮ／ＭＡ／２０中有一个概述。

７这有利于纠正低估的进口，被广泛用于关税避税。低估的程度可以通过比较在目标国海

关申报的进口价值 ＣＩＦ（成本，保险费加运费）与原产地海关出口申报价值 ＦＯＢ（离

岸）进行推断。两者的差异应该是正的，反映了保险和运费成本。然而，对许多发展

中国家，它们的许多产品是负值，反映了在目的地被低估。

８ＷＴＯ成员削减关税时间表也列出了它们在其他关税和收费上的承诺 （ＯＤＣｓ）。关贸总

协定第二条第 １款 （ｂ）条规定：在承诺时间表中 “任何超过授予特权时实施关税的其

他关税和收费都应该免除”。在乌拉圭回合中，成员同意任何在 １９９４年 ４月 １５日现存

的其他关税或收费都应该包括在关税减让时间表中，但并没告知所有这些关税或收费

废除的时间表。ＯＤＣｓ，覆盖了 ＮＴＭ的分类，包括所有对进口产品施加的关税，还有海

关关税，这不符合 １９９４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八条 （费用及手续）的规定。第八条规

定，税收量应约束在提供服务的大致成本上，不得为财政收入而出现间接保护国内产

品或对进口或出口征税。

９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协调制度 （ＨＳ），缔约双方必须要根据 ＨＳ命名列出自己的关税表。

为了确保统一，他们必须都采用 ４～６位数无偏差的条款，但对采取额外的子类没有约

束。这意味着，虽然关税表通常被定义在更高的分解层次上，但超过 ＨＳ六位数字水平

上，不同国家之间的可比性并不确定。

１０这方面，请参考安德森和尼瑞 （１９９９）。

１１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从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中心和贸发会议公布的世界关税概况。

另请参阅下面 Ｄ部分应用中就如何统计在世界关税概况的说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ｒｅｓ＿ｅ／ｒｅｓｅｒ＿ｅ／ｔａｒｉｆｆ＿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ｅｈｔｍ）。

１２新的研究表明，高额的进口关税也约束了印度生产商投入的选择，因为这样限制了新

产品的引入 （哥德堡等人，２０１０）。

１３对这个问题讨论说明的例子见弗雷特斯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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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如果它不生产任何衬衫制造商使用的东西，那么为了保护国内面料行业采用 １０％的关

税就有些奇怪，但为了讨论的目的，我们假定它生产另一种类型的布，比如床上用品，

而关税覆盖了所有类型的产品。

１５一些制度措施已经实施，以防止对出口商产生负的 ＥＲＰ。这些措施包括对投入品的关

税减免 （可能是出口加工区安排的一部分）或 “关税退税”（证实是最终产品出口的，

退还所支付关税）。多年来，韩国成功地运行了一个复杂的关税退还系统，但撒哈拉

以南非洲国家通常系统管理不善，那里的出口商得不到退税或者很晚才能得到。在高

通胀的环境下，延迟退税就是一种惩罚。尽管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这些差异，但这样的

系统还是应该尽可能地考虑到。

１６见迪尔多夫和斯特恩 （１９９８）的权威论文，这两位作者对其进行定义并将其分为五种

类型。

１７这种新分类被作为由国际机构开展的一个合作项目的一部分，这个项目由知名人士组

织领导，为的是更好地收集和传播非关税壁垒 （ＮＴＢｓ）信息 （见 ＵＮＣＴＡＤ，２０１０）。

从 Ｊ到 Ｐ的分类 （标有 “”）包含通过调查或网络门户网站从私营部门收集的分类

信息。请注意，分类的程序的一个障碍是它们被用于相同的目的阐述。

１８费兰蒂诺 （２００６）对非关税措施量化分析方面的进展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１９这是费兰蒂诺 （２００６）展示的一个基本公式 （从莫罗兹和布朗，１９８７；以及林肯斯和

阿尔塞，２００２），费兰蒂诺还提供了其他三个更加复杂的价格差额公式。

２０只有这样方式排序的个别供给曲线才能确保在边际供应商曲线与国内需求交汇处获得

的价格是正确的。

２１根据 ＷＴＯ农业协议附件五，外部和内部价格按照下面方法来计算：“外部价格应通常

是对进口国实际的平均 ＣＩＦ单位价值。当平均的 ＣＩＦ单位价值不能得到，或者得到的

不正确，外部价格应该要么是邻国合适的平均 ＣＩＦ单位价值，要么从正确的主要出口

商 ＦＯＢ单位价值估计，然后通过增加保险、运费和其他进口国相关成本估计进行调

整。实际平均到岸价单位价值的进口国。 ［…］内部价格通常用国内市场的批发价格

来表示，或者在缺乏数据的国家用批发价格估计。”（为特定目的计算关税等价值计算

准则具体在本附件第 ６和第 １０段，附件 ５，ＷＴＯ农业协议，第 ７１页）。

２２见费兰蒂诺 （２００６）ａｎｄ悦等 （２００６）。

２３例子见 迪恩等 （２００５）。

２４频数指标等于 ２／１６＝０１２５，即 １２５％。

２５ＷＩＴＳ计算非从价税的从价税等价值。

２６葛文德等 （２００５）指出 ＩＤＢ关税和 ＴＲＡＩＮＳ关税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０９３。

２７ＴＲＡＩＮＳ也报告了在 “ＢＮＤ”代码中的约束性关税。

２８尽管进入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需要费用，但在关税税目水平 ＴＲＡＩＮＳ和 ＩＤＢ大量国家的进口数

据可以获得。

２９处理如下：假设对进口产品征收 ２０％的关税，每吨一年的配额是 １００００，任何额外的

数量征收 ３００％的关税 （如适用）。首先，进口量数据和配额进行比较以确定后者是否

被绑定。如果被绑定 （进口量超过 １００００吨），那么超过配额部分的关税等价值就是

３００％；如果没有约束，则配额内关税为 ２０％。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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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澳大利亚、智利、中国香港、韩国、新西兰、菲律宾、泰国、文莱、莱达鲁萨兰国、

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俄罗斯、美国、加拿大、中国台湾、

日本、墨西哥、秘鲁、新加坡和越南。

３１计算框架对应于世界关税配置出版文件的国家配置表中的广义部分 Ａ１和 Ａ２。世界关

税概况根据数据可用性使用不同年代的数据。此外，对数据还有过几次修订，这使得

直接比较这些表格几乎不可能。

３２当将所有 “ｔｘｔ”文件导入时，可能会出现问题 （ＳＴＡＴＡ可能无法导入完整的数据

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首先将 “ｔｘｔ”文件转换为 “ｃｓｖ”文件，然后将后者

导入。

３３这部分应用的数据来自多个数据库。双边出口是由联合国产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获得；关税数据是从贸发会议的 ＴＲＡＩＮＳ获得；进口需求弹性数据从凯

等 （２００８年）获得。见弗格扎和尼西塔 （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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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概述和学习目标

本章将要介绍引力模型，它是国际贸易分析非常有用的工具。在对引力

模型的理论基础进行简要介绍后，我们将引导读者了解引力模型 “母体”估

计的可能替代方法。然后，我们将转向讨论高级引力模型问题，比如如何处

理零贸易流量，以及如何计算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关税等值。在本章结尾将给

出引力分析的数据来源，并说明如何构建引力数据库。

有了这些分析工具之后，我们将回顾加入 ＷＴＯ对贸易的影响。应用部分
将指出得到无偏差结果对正确分解估计方程的重要性，介绍如何解释回归分

析结果 （包括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的推论），讨论一些潜在的估计问题，如内

生性和异方差问题。

在本章，将会学习：

 引力方程的逻辑基础是什么；

 哪里可以找到估计所需要的数据；

 应该了解哪些需要注意的主要度量问题；

 应该了解哪些需要注意的主要计量经济学估计问题；

 如何呈现并解释结果；

 如何建立数据库，并进行回归来估计标准的重力模型；

 如何利用引力模型计算数量限制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ＱＲ）的关
税等值 （从价或从量）。

学完本章，掌握一些计量经济学知识，熟悉 ＳＴＡＴＡ应用，读者就能正确
应用 ＳＴＡＴＡ运行引力方程，并能对其做谨慎的解释。

Ｂ分 析 工 具

１引力方程：理论方程

自从简·丁伯根 （１９６２）的开创性工作以来，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双边
贸易规模都可以用一个叫 “引力方程”的定律来进行近似估计，这个 “引力

方程”定律类似于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
１
正如行星间相互吸引与它们的大小

和邻近度成比例，国家间贸易与它们各自的 ＧＤＰｓ和邻近度成比例。最初，引
力方程被认为仅仅是经济体的规模、它们之间的距离和它们之间的贸易三个

量之间经验上的稳定关系。当时著名的国际贸易模型如李嘉图模型，它根据

国家间技术差异来解释贸易模式，还有赫克歇尔 －俄林模型 （ＨｅｃｋｓｃｈｅｒＯｈｌ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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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ｅｌ，Ｈ－Ｏ模型），它认为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是贸易的基础。引力方程假
定标准的李嘉图和 Ｈ－Ｏ模型都不能为引力模型提供基础。例如，在 Ｈ－Ｏ模
型中，国家规模和贸易流量结构毫无关系。

引力方程非凡的稳定性以及对双边贸易流量的解释力促使研究人员对其

进行理论解释。尽管实证分析早于理论研究，但我们知道现在大部分贸易模

型需要引入引力才能分析。对引力模型提供理论依据的第一个重要尝试是安

德森 （１９７９）的工作。他选择了一个特定模型背景，其中货物根据原产国
（所谓的阿明顿假设）进行区分，消费者对所有不同产品都具有不同偏好。这

个结构意味着无论什么价格，一个国家都会从其他国家消费一定数量的每一

种产品。所有的货物都进行贸易，所有国家都进行贸易，处于均衡状态时，

一国国民收入就是国内外对该国生产的特定产品需求总和。基于这个原因，

国家越大，进出口就越多。贸易成本被模型化为 “冰山”成本，也就是说只

有一小部分的货物完好地运达目的地，其余部分在运输过程中融化了。显然，

如果进口以到岸价格 （Ｃｏｓｔ，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Ｆｒｅｉｇｈｔ，ＣＩＦ）度量，则运输成本减少
了贸易流量。

随后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引力模型虽然是一个没有理论基础 （早期对引

力模型的批评）的纯粹经济计量工具，但并未超出贸易理论的范围。
２
尤其是

伯格斯坦德 （１９８５和１９８９）指出引力模型直接受到克鲁格曼垄断竞争贸易模
型的影响。在这种模式下，同质国家进行差异化产品的贸易，因为消费者有

各种各样的品种偏好。垄断竞争模型克服了阿明顿模型的缺陷，即阿明顿模

型中假定产品是根据生产区位区分的。企业区位是内生决定的，各国从事不

同产品的专业化生产。迪尔朵夫 （１９９８）认为引力模型可能源自对贸易的传
统要素比例的解释。伊顿和科蒂姆 （２００２）从李嘉图类型的模型中推导出类
似的引力方程，赫尔普曼等 （２００８）和钱尼 （２００８）从异质性企业差异化产
品的国际贸易理论模型中也得出了一个类似的引力方程。

３

在通常的表述中，引力方程具有以下乘法形式：

　　Ｘｉｊ＝ＧＳｉＭｊｉｊ （式３１）

其中 Ｘｉｊ是 ｉ对 ｊ出口的货币价值，Ｍｊ表示所有进口方的特定要素，其构
成了进口方的总需求 （比如进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Ｓｉ是出口方的特定要素
（比如出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其代表出口方愿意供应的总出口量。Ｇ是诸
如世界自由化水平等不依赖于 ｉ或 ｊ的变量。ｉｊ表示出口方 ｉ进入市场 ｊ的便
利程度 （即双边贸易成本的倒数）。

最近关于引力方程理论基础研究的贡献是为了使用引力方程估计得出正

确的推论，它们从经济理论方面强调了引力模型中使用规范和变量的重要性。

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贡献是安德森和范文库帕 （２００３）的论文，他们指出控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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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相对的交易成本对特定的引力模型至关重要。他们的理论结果表明，双边

贸易是由相对交易成本，即 ｊ国从 ｉ国的进口倾向由 ｊ国对 ｉ国的贸易成本相
对于其总体对进口的 “阻力”（加权平均贸易成本）以及国家 ｉ出口商所面临
的平均 “阻力”来决定的，而不是简单地由国家 ｉ和国家 ｊ之间的绝对贸易成
本来决定的 （安德森和范文库帕，２００３）。将这些所谓的 “多边阻力条件”

（下称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ＴＲ”）术语纳入研究的原因在于，在
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两个被其他大贸易经济体系包围的国家，比如说比

利时和荷兰互为邻国，且分别与法国和德国接壤，但是如果假设它们被海洋包

围 （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或由广袤的沙漠和山区包围 （如吉尔吉斯共和国

和哈萨克斯坦），则它们之间的贸易会变得更少。

更为特别的是，安德森和范文库帕研究表明，在世界由 Ｎ个国家构成且
各种产品都可由原产地加以区分的背景下，一个从理论上能够得到很好解释

的引力方程形式如下：

　　Ｘｉｊ＝
ＹｉＹｊ
Ｙ

ｔｉｊ
∏ｉＰ( )

ｊ

１－σ

（式３２）

其中 Ｙ代表世界的 ＧＤＰ，Ｙｉ和 Ｙｊ分别代表国家 ｉ和国家 ｊ的 ＧＤＰ，ｔｉｊ（１
加上所有贸易成本的关税等值）是 ｊ从 ｉ进口产品的成本，σ＞１表示替代弹
性，∏ｉ和 Ｐｊ代表出口商和进口商的市场进入容易程度或国家 ｉ的外向型和国
家 ｊ的内向型多边阻力条件。如果一个国家远离世界市场，则它们取值就低，
其中远离程度由物理因素决定，比如距离大市场的物理距离，高关税壁垒的

政策因素或其他贸易成本等。这一结果解决了因在引力方程 （式 ３１）中分
别使用出口国和进口国的 ＧＤＰ代替 Ｓｉ和 Ｍｊ表征而没有控制多边阻力条件时
可能产生的严重估计错误。

为简单起见，我们忽略了方程 （式 ３１）的时间指数。然而，方程 （式

３１）所有的变量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此外，我们只考虑了汇总数
据，但引力模型也可以使用部门数据来运行 （见专栏３２）。

２估计方法

考虑到引力方程的连乘性质，估计引力方程 （式 ３１）的标准程序一般
是对所有变量简单地取自然对数，得到对数线性估计方程，然后通过普通最

小二乘回归 （显然比非线性估计方法更容易）来估计。这时的估计方程为：

　　ｌｎＸｉｊ＝ｌｎＧ＋ｌｎＳｉ＋ｌｎＭｊ＋ｌｎｉｊ （式３３）

或者，在安德森和范文库帕模型的具体例子中：

　　ｌｎＸｉｊ＝ａ０＋ａ１ｌｎＹｉ＋ａ２ｌｎＹｊ＋ａ３ｌｎｔｉｊ＋ａ４ｌｎ∏ｉ＋ａ５ｌｎＰｊ＋εｉｊ （式３４）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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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ａ０是常数项，ａ３＝１－σ，ε为误差项。
在实践中，引力方程将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额的自然对数值与以下几个

术语相关联：各国 ＧＤＰ的对数值；度量两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和贸易激励的构
成术语；度量两个国家彼此间及其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的术语。

这些规范使得一些参数估计更容易解释：对数估计的方程参数是有弹性的。

比如，在一个引力方程中，ＧＤＰ参数用对数来估计时反映的是贸易对 ＧＤＰ的
弹性，即 ＧＤＰ增加１％时贸易额变化的百分比。

通常，许多因素都被用来描述贸易成本 ｉｊ。典型的情况是在实证研究中
用双边距离来替代贸易成本。然而，在习惯上也经常使用其他变量。这些哑

变量包括岛屿、内陆国家和共同边界等。
４
它们被用来反映一个假设，即距离

增加了运输成本，内陆国家和岛屿运输成本比较高，但较邻近国家的运输成

本就比较低。将共同语言、邻接或其他相关文化特征，比如作为殖民地的历

史作为哑变量来表示信息成本。搜寻成本在彼此相互了解商业惯例、竞争力

和交易可靠性的国家贸易中可能更低。相邻国家的企业、具有共同语言的国

家或其他相关文化特征的企业比那些在不太相似环境中经营的企业可能彼此

了解更多，更容易理解对方的商业惯例。因此，企业更可能在自己熟悉商业

环境的国家去寻找供应商或客户。关税壁垒一般以是否存在区域贸易协定作

为哑变量。很少有研究使用双边关税的信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乏随着时

间推移的数据。

估计方程 （式 ３４）的问题在于所谓的多边抵制条款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ｅｒｍｓ，ＭＲＴｓ）是无法直接观察的。可能还有其他几种方法替代多
边抵制条款。一种是用迭代的方法来估计多边贸易壁垒对价格提高的影响

（安德森和范文库帕，２００３）。然而，这种方法不经常使用，因为它的估计值
需要一个非线性最小二乘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ＮＬＳ）程序才能获得。一
个更简单，且经常使用的替代方法是用一个所谓 “偏远”的变量来替代这些

指数。一个更简单且广泛使用的方法是使用进口商和出口商的国别效应 （罗

斯和范文库帕，２００１；芬斯阙，２００４；鲍尔温和塔利奥尼，２００６）。后面部分
将主要介绍这两个简单的方法。

５

ａ控制多边贸易抵制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ＴＲ）

在选择多边贸易抵制估计方法时，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具体研究兴趣。

ｉ情景 ａ：研究兴趣聚焦于双边变量系数
距离和其他双边变量对双边贸易流量影响的无偏估计可以通过以下方式

获得：在方程 （式３４）中使用进口商和出口商哑变量 （安德森和范文库帕，

２００４年），或用国别效应取代多边阻力指数。６ 这些国别哑变量是二进制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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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变量，描述了所有的国家特定特征，能控制一国总的进口／出口水平。
在引力方程中，当出口国为哈萨克斯坦时该变量将被设置为１，否则就设置为
０。当进口国是哈萨克斯坦时，另一变量将被设置为 １，否则就设置为零，其
他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设置。

对于横截面数据，即当所感兴趣的变量信息只能在一个具体的年度获得

时，使用国别固定效应估计时实证引力方程的基准形式为：

　　ｌｎＸｉｊ＝ａ０＋ａ１Ｉｉ＋ａ２Ｉｊ＋ａ３ｌｎｔｉｊ＋εｉｊ （式３５）

其中 ｔｉｊ是国家 ｉ和国家 ｊ之间贸易成本的对数，Ｉｉ是一个哑变量，当国家
为 ｉ时等于１，否则就等于０。在有 ｎ个国家的截面数据中，如果单向的贸易
没有合并，则有２ｎ２个国家配对 （观察单位），但只有 ２ｎ个这样的固定效应，
所以估计仍然是可能的。

在引力文献中，通常假定贸易成本的形式为：

　　 ｔｉｊ＝ｄ
δ１
ｉｊ· ｅｘｐ（δ２ｃｏｎｔｉｊ＋δ３ｌａｎｇｉｊ＋δ４ｃｃｏｌｉｊ＋δ５ｃｏｌｉｊ＋δ６ｌａｎｄｌｏｃｋｉｊ＋

δ７ＲＴＡｉｊ） （式３６）

其中 ｄｉｊ是双边的距离，ｃｏｎｔｉｊ、ｌａｎｇｉｊ、ｃｃｏｌｉｊ、ｃｏｌｉｊ、ｌａｎｄｌｏｃｋｉｊ和 ＲＴＡｉｊ为哑
变量、分别表示两国是否有共同边界、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殖民者，一方是

否在某个时间点是另一方的殖民地，是否两个国家中有一个是内陆国家 （包

括两个国家都是内陆国的情况），或两个国家是否是区域贸易协定的成员国

（专栏３１将更深入地讨论贸易协定对贸易影响的估计问题）。所有这些变量
都被发现是双边贸易的重要决定因素。

ＩｎＳＴＡＴＡ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ｉｍｐｏｒｔｅｒａｎｄ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ｄｕｍｍｉｅｓ

ｔａｂ（ｉｍｐｏｒｔｅｒ），ｇｅｎ（ｉｍｐｏｒｔｅｒ＿）

ｔａｂ（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ｇｅｎ（ｅｘｐｏｒｔｅｒ＿）

ｒｅｇ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ｓｌｎｄｉｓｔｃｏｎｔｌａｎｇｃｃｏｌｃｏｌｌａｎｄｌｏｃｋＲＴＡｉｍｐｏｒｔｅｒ＿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ｒｏｂｕｓｔ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ｌｙ

ｘｉ：ｒｅｇ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ｓｌｎｄｉｓｔｃｏｎｔｌａｎｇｃｃｏｌｃｏｌｌａｎｄｌｏｃｋＲＴＡｉ．ｉｍｐｏｒｔｅｒｉ．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ｒｏｂｕｓｔ

Ｎｏｔｅｔｈａｔａｇｒａｖｉｔｙ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ｄｅａｌｓｗｉ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ｍａｙｂｅ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ｉｎａｖａｒｉｅｔｙｏｆ

ｗａｙｓ．Ｔｈｅ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ｍｏｓｋｅｄ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ｅｒｒｏｒｔｅｒｍ ．ｕｎｄｅｒｗｈｉｃｈａｌｌ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ｄｒａｗｎｆｒｏｍ ａｃｏｍｍ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ｂｅｉｎｇ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ｂｅ

ｖｉｏｌａｔｅｄ，ｒｏｂｕｓ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ｒｒｏｒ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ｕｓ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７

注意：引力方程所处理的观察值可能在许多方式上都是异质性的。误差项的同方差假

设———在该假设下所有干扰单个观察值的误差项都来自同一分布很可能不成立，所以应

该系统地使用稳健的标准误差。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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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可以收集不同时间段的信息时，引力方程的基准形式为：

　　ｌｎＸｉｊｔ＝ａ０＋ａ１Ｉｉｔ＋ａ２Ｉｊｔ＋ａ３Ｉｉｊｔ＋ａ４Ｉｔ＋ｕｉｊｔ （式３７）

其中 Ｉｔ是特定年度每年一次的哑变量。例如，假设我们的样本期跨度为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我们将定义一个变量 Ｉ１，如果年度等于２００１，则 Ｉ１＝１，否则
为０，对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６年，我们可以用同样方法设置哑变量，这就给出
了这样的６个哑变量，其中在一个时间只有一个 Ｉｔ非 ０。

８Ｉｉｔ和 Ｉｊｔ是进口商和出
口商随时间变化的单独影响。对一个有 Ｔ个期间的样本，就有 Ｔ个这样的变
量。请注意，Ｉｉｔ是指进口商随时间变化的影响，得以让我们考虑 ＭＲＴ可能会
随时间而改变的事实。总共有２ｎＴ个这样的变量。

使用面板数据 （随着时间推移的双边贸易数据）具有减少因国家间异质

性所产生的偏差的优势。尽管单一的横截面即国别配对的贸易倾向只能由观

察国别配对的特征 （如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货币）来控制，但在面板数据中，

一个国别配对的异质性可以用国别配对的固定效应来控制。但是，请注意，

如果研究的兴趣集中在估计双边时变系数的系数，那么因为完全共线性，固

定效应估计就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研究者如果想控制这些情况下的随机影

响，则豪斯曼检验可以用来检验随机效应模型是不是合适的选择。

ＩｎＳＴＡＴＡ

ｔａｂ（ｙｅａｒ），ｇｅｎ（ｙｅａｒ＿）

ｇｅｎｉｍｐｙｅａｒ＝ｇｒｏｕｐ（ｉｍｐｏｒｔｅｒｙｅａｒ）

ｇｅｎｅｘｐｙｅａｒ＝ｇｒｏｕｐ（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ｙｅａｒ）

ｔａｂ（ｉｍｐｙｅａｒ），ｇｅｎ（ｉｍｐｙｅａｒ＿）

ｔａｂ（ｅｘｐｙｅａｒ），ｇｅｎ（ｅｘｐｙｅａｒ＿）

ｘｔｒｅｇ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ｓｌｎｄｉｓｔｃｏｎｔｌａｎｇｃｃｏｌｃｏｌｌａｎｄｌｏｃｋＲＴＡｉｍｐｙｅａｒ＿ ｅｘｐｙｅａｒ＿ ｙｅａｒ＿，

ｒｏｂｕｓｔ

或者随机影响

ｘｔｒｅｇ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ｓｌｎｄｉｓｔｃｏｎｔｌａｎｇｃｃｏｌｃｏｌｌａｎｄｌｏｃｋＲＴＡｉｍｐｙｅａｒ＿ ｅｘｐｙｅａｒ＿ ｙｅａｒ＿，ｒｅ

ｒｏｂｕｓｔ

如果双边变量的取值是随着时间变化的，如同设置哑变量表示国家是否属于同一区

域贸易协定（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ＲＴＡ；也见专栏 ３１）的情况，那么就能控制固定效

应（国别配对效应）。

ｘｔｒｅｇ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ｓＲＴＡｉｍｐｙｅａｒ＿ ｅｘｐｙｅａｒ＿ ｙｅａｒ＿，ｆｅｒｏｂｕｓｔ

或随机效应

ｘｔｒｅｇ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ｓｌｎｄｉｓｔｃｏｎｔｌａｎｇｃｃｏｌｃｏｌｌａｎｄｌｏｃｋＲＴＡｉｍｐｙｅａｒ＿ ｅｘｐｙｅａｒ＿ ｙｅａｒ＿，ｒｅ

ｒｏｂｕｓｔ

注：对相对较短的时间期限，可使用不随时间变化的出口商和进口商国别效应，并控

制那些国别因素，比如进口国和出口国的 ＧＤＰ。请参阅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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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３１　应用引力模型估计贸易
创造和贸易转移

引力方程提供了一种通过事后分析贸易流量来寻找贸易转移证据的方

法。假设国家 ｉ和国家 ｊ属于一个共同的区域贸易协定，而 ｋ国不属于。在
区域贸易协定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ＲＴＡ）形成后，如果 ｉ国从 ｊ国
多进口而减少从 ｋ国的进口，那么就可能发生贸易转移。相反，如果国家 ｉ
从国家 ｊ和国家 ｋ增加进口，则可能发生贸易创造。我们将分析如何让这个
猜想得到实证检验。

假设我们的兴趣是找出南方共同市场 （ＭＥＲＣＯＳＵＲ）是贸易转移还是
贸易创造。然后，让 Ｍ代表 ＭＥＲＣＯＳＵＲ，我们构建两个哑变量：

ＢｏｔｈｉｎＭ＝１　如果 ｉ国和 ｊ国都是南方共同市场 （ＭＥＲＣＯＳＵＲ）的成员
国，否则取值为０。

ＯｎｅｉｎＭ＝１　如果进口方 （ｉ）属于南方共同市场 （ＭＥＲＣＯＳＵＲ），但
出口方 （ｊ）不是。

然后，我们估计扩展的引力方程：

　　ｌｎＸｉｊｔ＝β０＋β１Ｉｉｔ＋β２Ｉｊｔ＋β３ｌｎ（ｄｉｓｔｉｊ）＋β４ｃｏｎｔｉｊ＋β５ｌａｎｇｉｊ＋β６ｃｃｏｌｉｊ＋

β７ｃｏｌｉｊ＋β８ｌａｎｄｌｏｃｋｉｊ＋β９ＯｎｅｉｎＭｉｊｔ＋β１０ＢｏｔｈｉｎＭｉｊｔ＋εｉｊｔ（式３８）

β９和 β１０的系数为正数 （并且显著），则表示存在着贸易创造；如果第

一个变量的系数为正值但第二个为负值，则表示存在贸易转移。

使用引力模型估计 ＲＴＡ的影响存在着两个重要的局限性。首先，区域
贸易协定可能是内生变量。也就是说，ＲＴＡ的形成和贸易流动之间的因果
关系中可能后者是因，前者是果；因此区域贸易协定是由贸易流量决定的，

而不是相反。这会影响传统的引力基础估计，偏差程度可能会相当大 （见

第３部分 ｄ）。其次，最近的文献中有很多模型认为形成区域一体化协定是
为了追求其他非贸易目标 （如李茂，２００６），或者他们有 “非传统”的收

益 （见 Ｅｔｈｉｅｒ，１９９８）。事实上， “南南协定”在诸如公共资源管理的非贸
易维度比纯粹贸易自由化维度可能更成功。因此，对区域贸易协定的完整

分析应该避免局限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虽然这些都是成员国福利非常

重要的问题。

ｉｉ情景 ｂ：研究兴趣依赖于国别变量
上面讨论的国别效应方法给出了引力模型系数的无偏估计，但它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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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点：它回避了对国别解释变量的局部影响的直接估计。例如，许多引力

研究尝试估计基础设施的质量、机构的质量或规制体系质量对贸易的影响。

这些变量将和国别特定哑变量完全共线性。
９
在本节中，我们将讨论解决这个

问题的两个方案：在较短采样周期中使用时间不变的出口商和进口商哑变量，

并计算偏远度变量。

短采样周期中出口商和进口商哑变量

例如，假定我们的兴趣是检验决定贸易流量的一国 ＧＤＰ的相关性。

　　ｌｎＸｉｊｔ＋ａ０＋ａ１ｌｎ（ＧＤＰ）ｉｔ＋ａ２ｌｎ（ＧＤＰｉｊ）＋ａ３ｌｎ（ｔｉｊ）＋ａ４Ｉｉ＋ａ５Ｉｊ＋μｉｊｔ
（式３９）

但是，如果多边贸易抵制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ＴＲ）是随时间
变化的，这一研究很可能是不完全的，因为一国贸易的地理构成也在变化。

然而，在相当短的采样周期，它们不可能变化很大 （见鲍尔温和塔利奥尼

２００６年的讨论）。请注意，可以将全部控制变量和其他变量加到这个基本方程
中，比如机构质量和基础设施质量。

ＳＴＡＴＡ

ｇｅｎｌｎＧＤＰｅｘｐ＝ｌｎ（ＧＤＰｅｘｐ）

ｇｅｎｌｎＧＤＰｉｍｐ＝ｌｎ（ＧＤＰｉｍｐ）

ｘｔｒｅｇ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ｓｌｎＧＤＰｅｘｐｌｎＧＤＰｉｍｐｌｎｄｉ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ｅｒ＿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 ｙｅａｒ＿，ｒｏｂｕｓｔ

度量偏远度

一个经常使用的用来控制出口国和进口国的多边抵制条款的方法是使用

它们的替代指标，即 “偏远度”，通常可以用下列公式来计算：

　　 Ｒｅｍｉ＝∑
ｊ

ｄｉｓｔｉｊ
ＧＤＰｊＩＧＤＰＷ

（式３１０）

这个公式用来衡量一个国家与其贸易伙伴的加权平均距离 （海德，

２００３），其中权重是伙伴国在全球 ＧＤＰ中的份额 （记为 ＧＤＰＷ）。
使用这个程序通常会面临两个批评：一个批评认为它理论上是不正确的，

因为在贸易壁垒类型中它只考虑了距离 （安德森和范文库帕，２００３）；另一个
批评涉及内部距离的正确度量问题，因为我们还需要指定某国与它自己的距

离 （Ｈｅａｄ和 Ｍａｙｅｒ，２０００年建议使用国土面积的平方根乘以约０４）。
最近，拜尔和伯格斯坦德 （２００９）建议估计多边阻力条件的线性近似值

（借助于一阶泰勒级数展开），这样可以避免使用安德森和范文库帕 （２００３）
的非线性程序。按照这一方法，ＯＬＳ简化形式的引力方程为：

ｌｎＸｉｊ＝β０＋ｌｎＧＤＰｉ＋ｌｎＧＤＰｊ－（σ－１）ｌｎｔｉｊ＋（σ－１）∑
ｊ
θｊｌｎｔｉｊ－

１
２∑ｉ∑ｊ θｉθｊｌｎｔ[ ]ｉ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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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１）∑
ｉ
θｉｌｎｔｉｊ－

１
２∑ｉ∑ｊ θｉθｊｌｎｔ[ ]ｉｊ （式３１１）

其中，为了简化起见，时间指标被省略掉了，θ表示 ＧＤＰ份额，ｔ为贸易成
本。方括号中的部分是多边阻力条件的线性近似值。直观来看，括号的第一项

是偏远条件的一种形式 （而不是仅由地理距离这一术语的反映的总体贸易成

本），第二项是度量世界贸易成本的术语。最重要的是，这些线性关系显示 ｉ和
ｊ之间的双边贸易相对更多地取决于双边贸易成本而非多边成本、取决于多边成
本而非世界贸易成本。需要注意的是，伯格斯坦德和拜尔的估计方程 （式

３１１）用距离和边界替代贸易成本，并将 θ取值为１／Ｎ（其中 Ｎ是国家数）。

如何用 ＳＴＡＴＡ计算偏远度
 计算 ＧＤＰ在世界 ＧＤＰ中的份额

ｂｙｓ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ｙｅａｒ：ｅｇｅｎｇｄｐｔｏｔａｌ＝ｓｕｍ（ｇｄｐ）

ｇｅｎｇｄｐｓｈａｒｅ＝ｇｄｐ／ｇｄｐｔｏｔａｌ

 计算空间加权 ＧＤＰ的份额

ｂｙｓ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ｙｅａｒ：ｅｇｅｎｒｅｍｏｔｅｎｅｓｓ＝ｔｏｔａｌ（ｄｉｓｔｇｄｐｓｈａｒｅ）

 根据 Ｈｅａｄ（２００３）计算空间加权 ＧＤＰ份额

ｂｙｓ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ｙｅａｒ：ｅｇｅｎＲｅｍｏｔｅｎｅｓｓ＿ｈｅａｄ＝ｔｏｔａｌ（ｄｉｓｔ／ｇｄｐｓｈａｒｅ）

注：对进口商可以应用同样的程序

ｂ经验和教训

最近，找出引力方程背后经济理论基础的努力已经明确指出了传统方法

的三种典型错误。鲍德温和塔利奥尼 （２００６）分别将这些错误称之为金牌错
误、银牌错误和铜牌错误。

金牌错误：传统上，引力方程中采用 ＧＤＰ（可能还有其他变量）对数替
代 ｌｎＳｉ和 ｌｎＭｊ，忽略了安德森和范文库帕提出的多边抵制条款、海德
（２００３）、拜尔和伯格斯坦德 （２００７）提出的 “偏远度”。这些忽略的条件是

和贸易成本相关的，因而，估计存在偏差。

银牌错误：平均互惠贸易流量。建立引力模型的理论表明贸易最好采用

分开处理的方式 （在时间 ｔ从 ｉ到 ｊ的出口是一个观察值，在时间 ｔ从 ｊ到 ｉ的
出口就是另外一个观察值）。

铜牌错误：贸易流量不适当的压低，通常因使用美国 （ＵＳ）总体价格指
数而造成。引力是将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分配到名义进口的消费函数；因而不

适当的压低可能通过虚假的相关性而产生偏差。然而，请注意，哑变量和国

别效应已将这些问题考虑进去了。因此，如果仔细处理金牌错误就不会产生

铜牌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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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高级引力建模问题

ａ零贸易流量问题

一个讨论最多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在某一给定年度两个给定国家之间的零

贸易。这既是一个估计问题，也是一个度量问题，对所有引力估计都有影响。

这个问题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估算引力模型的标准方法是取对数，并估计

其对数的线性关系。因此，由于对零的对数没有定义，零贸易流量将从估计

中被剔除。

传统上，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法用来处理零贸易： （ｉ）将那些观察值为
零贸易的样本去除；（ｉｉ）在对贸易值取对数之前增加一个很小的常数 （比如

１美元）；或 （ｉｉｉ）应用分层次估计模型。
如果零贸易额是随机分布的，则第一种方法是正确的，例如，零贸易额

是随机丢失的数据或随机取整的误差。这种方法的依据是因为这些零没有任

何信息，因此它们是可以被剔除的。

但是，如果报告数据中的零贸易是真正的零交易，或者如果它反映了系

统对非常小的贸易流动产生的取整误差，那么将零贸易流量剔除出样本将导致

有用信息的损失，并且会产生不一致的结果。例如，如果零贸易反映了由于距

离遥远或地处内陆或相关经济规模太小而产生非常高运输成本的情况，那么这

种情况下，观察到的零是包含贸易信息的，应该和其他数据一样进行处理。

在样本中保留零贸易额需要使用适当的估计技术。如果使用 ＯＬＳ估计方
法，策略 （ｉｉ）和 （ｉｉｉ）就是不正确的。首先，用小的贸易值去防止模型观察
值的缺失是事后的，并不能保证它反映了潜在的预期值，因而产生了不一致

估计。其次，ＯＬＳ水平层次的使用没有得到连乘形式引力方程理论上的支持。
一旦我们确认了真正的零贸易，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估计呢？这个问

题的答案部分取决于问题的原因，我们认为是零贸易流量的来源：零贸易可

能是取整误差的结果，也可能是被简单丢掉的观察值，或者是企业决定不出

口的结果。

有关贸易的实证研究文献采取了各种方法。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是应用

Ｔｏｂｉｔ估计，在贸易取对数时左边设限，给零贸易加上一个常数。但是，这种
解决零贸易问题方法的适当性受到了质疑。Ｔｏｂｉｔ模型反映的情况是有一些观
察值被删除了 （观察不到），于是被记录为零。该模型中的零是因为小额贸易

被调整为零或者实际贸易量为零的情况反映了 “预期的”负贸易。对低于一

些正值的贸易流量设限对一些国家是一个合理的假设，但在其他要求高度精

确报告贸易数据的国家很难理解。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运用 Ｔｏｂｉｔ估计只能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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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部分合理的。

关于第二个假设，林德斯和格罗特 （２００６年第５页）指出，“目前还不清
楚哪一个优化框架将证实负预期贸易的合理性，即使这是模型中那些还没明

确确定的随机分布因素造成的。因此，Ｔｏｂｉｔ模型不是解释一些贸易流量丢失
原因的恰当模型。”

一种替代方法是使用泊松最大似然 （Ｍａｘｉｍｕｍ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ＭＬ）估计。这
种方法可应用于贸易水平，从而可直接估计非线性形式的引力模型，并避免

剔除零贸易。ＳａｎｔｏｓＳｉｌｖａ和滕雷罗 （２００６）在一篇很有影响力的论文中指出，
当存在异方差性 （贸易数据经常存在）时，ＰＰＭＬ是一种可靠的方法。这种
方法已被用于许多引力方程的参数估计中，比如斯特兰德和维尔赫姆森

（２００６）的例子。

在截面数据中，用来实现这些技术的 ＳＴＡＴＡ命令是：

ｇｅｎ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ｓ１＝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ｓ＋１）

ｔｏｂｉｔ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ｓ１）ｌｎｄｉｓｔｃｏｎｔｌａｎｇｃｃｏｌｃｏｌｌａｎｄｌｏｃｋＲＴＡｅｘｐｏｒｔｅｒ＿ ｉｍｐｏｒｔｅｒ＿，ｌｌ

（ｏ）ｒｏｂｕｓｔ

或

ｐｏｉｓｓｏｎｅｘｐｏｒｔｓｌｎｄｉｓｔｃｏｎｔｌａｎｇｃｃｏｌｃｏｌｌａｎｄｌｏｃｋＲＴＡｅｘｐｏｒｔｅｒ＿ ｉｍｐｏｒｔｅｒ＿，ｒｏｂｕｓｔ

在面板数据的例子中，命令是 ｘｔｔｏｂｉｔａｎｄｘｔｐｏｉｓｓｏｎ。在这种情形下，固定效应选项

（ｆｅ）能让我们计算国别配对的固定效应。１０

更为重要的是，两个国家之间存在正 （非零）贸易的可能性与一些不可

观察的国别配对特征相关。此时需要选用赫克曼模型。在这个背景下，零贸

易流量是企业决定不向特定市场出口的结果。因此，将这些决策模型化时需

要合适的估计程序，以更正贸易量估计过程中产生的这些选择性偏差。正如

我们在后面３ｂ部分还要进一步讨论的那样，使用赫克曼方法来解决样本选择
偏差存在一个重要缺点，即只有当我们选定了一个变量，它一方面能够解释

企业决定是否出口到一个特定市场，但另一方面又不会影响贸易额时我们才

能对结果有信心。

在对样本选择问题做更深入讨论之前，还需要再强调下面这个问题的重

要性，即区分两个国家之间在 ｔ年的零报告贸易是否为真实的零贸易而不是简
单的报告错误。与真实的零贸易不同，报告错误要么从样本中删除，要么通

过插值技术在缺失的观察值之前或之后 （当它们在一个趋势附近相当稳定时）

加入额外的贸易值来进行处理。问题在于，研究人员通常不知道真正看到的

是什么。同样，也没有完美的修正，它只是对应该如何处理零贸易观察值的

判断问题。在横截面数据中，它实际上不可能从缺失的观察值中确定零贸易。

在面板数据中，一个很好的经验法则是绘制所考虑国家的整个时间序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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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夹在通常是正贸易值之间的零贸易观察值应该有所质疑。请注意，报告

错误出现的次数与人均收入负相关 （有两个原因：富裕国家有更好的统计体系；

另外它们的贸易量大，大的贸易量也不大可能不报告）。在部门水平 （见专栏

３２）估计引力方程比在汇总水平估计时这个问题发生更频繁，原因是相对于两
国间整个双边贸易，在一个特定产品上不发生贸易更为常见。

专栏３２　应用分解数据分析引力
模型的注意事项

通过利用引力方程的逻辑来分析部门贸易流动 （某种特定产品的贸易）

并不简单。在垄断竞争模型中，比较大的国家生产更多种产品，这有助于

增加他们的贸易。也就是说，它们并不一定在每种产品上进行更多贸易，

但他们进行更多种类型产品的贸易。因此，在特定部门 ｋ，国家 ｉ和国家 ｊ
之间的贸易流量会增加 ｉ国的 ＧＤＰ的想法不一定能得到保证。最近的实证
研究 （例如，赫梅尔和科莱诺，２００５年）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贸易的
扩展既有广度空间 （更多产品）扩展，也有深度空间 （每一种产品更多贸

易量）扩展。因此，在冒着出口国 ＧＤＰ系数显著不相关风险的前提下，我
们可以使用引力方程框架预测一种特定产品的贸易。

在分析部门贸易流量时，贸易壁垒显得特别重要。当然，它们在总体

水平上也很重要，但将贸易壁垒汇总为总指数时失掉了很多有用信息，这

也正好说明了在汇总引力方程中它们通常不存在的理由 （贸易壁垒被打包

成国别固定效应或误差项）。当分析部门贸易流动时，汇总不再是一个好的

理由，因此贸易壁垒要在方程中明确。其实，在部门层面上，引力方程成

为分析贸易壁垒如何影响贸易流量的一个好工具。这是本案例研究的重点，

我们将在方程中同时使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并根据观察到的贸易流量影

响推导后者的关税等值。

总体上来说，部门贸易流量的数据库构建与估计问题和以往案例研究

类似，仍使用汇总的贸易流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ｓ）并不总是能够很好地表征需求和供应，当把国别固定效应包括进
来时，它们应该和部门哑变量进行互动。有两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零贸

易和异质性。

相对于汇总贸易流量，零贸易问题当然更频繁地出现在部门贸易流量

分析中。同样，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它们也是一个判断问题。在某些情况下，

比如大宗商品，无贸易国别配对的频繁出现反映了由于距离遥远或经济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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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小产生非常高的运输成本。这种情况下，贸易流量观察值为零就能反映

一定信息，所以应该与非零贸易量同样对待 （例如，使用一个泊松或托比

特回归）。在其他情况下，农产品如香蕉的生产需要特定的条件，无贸易国

别配对可能只是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两个国家都不适合生产这种产品。例

如，我们似乎找不到挪威和瑞典互不进行香蕉贸易的信息资料。这些国别

配对可以从样本一起去掉而不会发生重要信息的缺失。最后，零贸易流动

也可能是出口部门企业自我选择的结果，它们因为一些出口目标国过高的

固定出口成本而选择不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可获得企业层面的信息，

则可选用赫克曼模型或企业特定截取水平的 Ｔｏｂｉｔ模型 （就如克洛泽等人

２００９年建议的那样）。使用 ＳＴＡＴＡ中的 ｃｎｒ（截取正态回归）命令可以对
截取观察值的改变进行检验。

最后，部门贸易流动相对于汇总水平的贸易流动可能更具有异质性，因为

在汇总水平部门特殊性被平均化了，所以异常值和异方差应该进行特殊处理。

ｂ零贸易和异质性

一般贸易理论假设企业是相同的，其行为特征可以用代表性企业来描述。

这些模型只能将零贸易流量解释为度量误差、信息缺失或限制性交易成本带

来的后果，但这些因素不能解释数据中明显存在的零贸易。赫尔普曼，梅里

兹和鲁宾斯坦 （以下称为 ＨＭＲ，２００８）在一个模型中用异质性企业解释了国
家之间零贸易流量，在这个模型中企业的生产率存在差异，同时存在着固定

出口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可变的贸易成本减少了出口企业出口的数量，同

时，固定的进入成本又降低了一个企业决定出口的可能性。零贸易成本可能

伴随着较高的双边固定贸易成本。该模型另一个有趣的特点是它可以解释国

别配对之间不对称的贸易流。

在梅里兹 （２００３年）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ＨＭＲ将模型进
行了具体化，贸易价值的异质性估计能够通过一个两阶段程序得到。在第一

阶段，Ｐｒｏｂｉｔ方程被用来估计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深度，其也是引力方程中不
可观察的变量。第一阶段的 Ｐｒｏｂｉｔ估计为：

　　ρｉｊ＝Ｐｒ（Ｔｉｊ＝１）Θ（γ０＋ξｊ＋ζｉ－γｄｉｊ－ｋｉｊ） （式３１２）

其中国家 ｉ和国家 ｊ发生正贸易流量的概率为 ρ，其依赖于进口商和出口
商哑变量 （ξ和 ζ）和双边贸易成本，其中 ｄ为贸易成本变量，表示双边固
定的进入成本。

ＨＭＲ第二阶段方程是正贸易值的引力模型，利用第一阶段的结果来更正
由忽略零贸易流量带来的样本选择偏差 （标准的赫克曼修正项、密尔比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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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数），并估计那些选择进入出口市场企业的 （不可观察的）出口份额。根据

这些条件，扩大的引力方程为：

　　ｘｉｊ＝β０＋Ｉｊ＋Ｉｉ＋γｄｉｊ＋ｌｎ｛ｅｘｐ［δ（ｚｉｊ＋ηｉｊ）］－１｝＋βηηｉｊ＋ｅｉｊ （式３１３）

其中 Ｉｊ和 Ｉｉ表示出口商和进口商的单独影响，大括号中的部分表示出口
到国家 ｉ的企业所占份额的估计，ｚ是来自第一阶段 Ｐｒｏｂｉｔ潜变量的固定变量
－η密尔比值的倒数。
由于方程 （式３１３）的 δ是非线性的，所以它采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进

行估计。

请注意，还有几个与使用 ＨＭＲ方法相关的估计问题。首先，在第一阶段
估计使用的固定效应 Ｐｒｏｂｉｔ可能诱发所谓 “附带参数的问题”，从而导致模型

所有参数产生不一致估计，尤其是在短面板数据情况下更严重。一个可能的

解决方案是采用随机效应 （桑托斯席尔瓦和滕雷罗，２００５，第 ７８６页）。第
二，由于回归允许对贸易深度和贸易广度有不同影响，ＨＭＲ模型的估计需要
排除限制变量 （即，进入第一阶段但不进入第二阶段方程的成本变量）以帮

助识别这些影响。然而，ＨＭＲ建议使用企业进入管制成本或表示宗教共同性
程度的变量；最近研究表明 ＨＭＲ的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存在错误 （见桑托斯席尔瓦和

滕雷罗，２００９）。
第三，第二阶段的回归估计在大样本情况下可能产生有问题的结果，因

为需要大量出口商和进口商的哑变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它可能需要使用

其他软件。

尽管存在这些缺点，我们下面将提供在 ＳＴＡＴＡ中运行 ＨＭＲ模型的主要
命令。此外，在应用部分，将会有一个说明 ＨＭＲ估计方法的例子。

ＳＴＡＴＡ命令

／ ｆｉｒｓｔｓｔａｇｅ，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ｒｈｏｌｄｉｓｔｃｏｎｔｉｇｃｏｌｏｎｙｃｏｍｌａｎｇ＿ｏｆｆ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ｘｉ＿ ｚｅｔａ，ｒｏｂｕｓｔ

 Ｃｏｍｐｕｔｅ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ｓｅＭｉｌｌｓｒａｔｉ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ｚ＿ｈａｔ，ｘｂ

ｐｒｅｄｉｃｔｐｒ，ｐｒ

ｇｅｎｐｄｆ＿ｚ＿ｈａｔ＝ｎｏｒｍａｌｄｅｎ（ｚ＿ｈａｔ）

ｇｅｎｃｄｆ＿ｚ＿ｈａｔ＝ｎｏｒｍｐｒｏｂ（ｚ＿ｈａｔ）

ｇｅｎｅｔａ＿ｈａｔ＝ｐｄｆ＿ｚ＿ｈａｔ／ｃｄｆ＿ｚ＿ｈａｔ

／Ｓｅｃｏｎｄｓｔａｇ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ｎｌ（ｌｉｍｐｏｒｔ＝｛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ｘｂ：ｌｄｉｓｔｃｏｎｔｉｇｃｏｌｏｎｙｃｏｍｌａｎｇ＿ｏｆｆｘｉ１－ｘｉＮｚｅｔａ１－ｚｅｔａＮ｝＋

｛ｅｔａｓｔａｒ｝ｚ＿ｈａｔ＋ｌｎ（ｅｘｐ（ｅｘｐ（｛ｄｅｌｔａ＝１｝）（ｚ＿ｈａｔ＋ｅｔａ＿ｈａｔ）） －１）），ｖｃｅ

（ｒｏｂｕｓｔ）

 注意宗教、认同度变量不进入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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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度量总体贸易成本、计算非关税壁垒的关税等值

尽管引力方程通常用来衡量贸易成本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但反过来，

它也可以度量双边贸易成本或将贸易成本分解为关税和非关税两部分 （海德

和里斯，２００１；杰克斯等，２００８；诺威，２００９）。引力方程用于理论上解决贸
易成本而不是贸易流量，它将这些成本表示成贸易数据观察值的函数。相比

其他替代方法，这一方法的优点是要求较少的数据，其他替代方法要么基于

不同国家的价格差异，要么基于对特定贸易成本的直接度量。
１１
在不同国家确

实很难获得可比较商品可靠的价格数据，也很难确定众多的贸易成本构成。

贸易成本的代数表达式很容易获得。第一步先使用引力方程 （式 ３２）
找到国家 ｉ的内部贸易表达式：

　　Ｘｉｉ＝
ＹｉＹｉ
Ｙ

ｔｉｉ
∏ｉＰ( )

ｉ

１－σ

（式３１４）

其中 ｔｉｉ代表诸如国内运输成本的国家内部贸易成本。特别地，方程 （式

３１４）表明国家内部贸易并不仅仅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而且取决于
多边阻力。另外，一个经济体国内距离越近，则有更高的国内贸易。第二步

将贸易流量 Ｘｉｊ的引力方程等式 （式 ３２）乘以反方向贸易流量 Ｘｊｉ引力方程的

对应值 Ｘｊｉ＝ＹｊＹｉ／Ｙ（ｔｉｊ／∏ｊＰｉ）
１－δ，将 （式 ３１４）替换为这个表达式，并重新

排列贸易成本。得到的贸易成本表达式为：

　　
ｔｉｊｔｊｉ
ｔｉｉｔｊｊ
＝
ＸｉｉＸｊｊ
ＸｉｊＸ( )

ｊｉ

１／（δ－１）

（式３１５）

双边贸易成本相对于国内贸易成本的关税等值可以表示为在两个方向上

贸易壁垒的几何平均值：

　　τ＝
ｔｉｊｔｊｉ
ｔｉｉｔ( )

ｊｊ

１／２

－１ （式３１６）

它表示国际贸易比国内贸易成本高出的程度，即双边贸易相对于国内贸易

的成本。根据这一方法，可从引力模型中推导出总体贸易成本而不用通过成本函

数。此外，它既没有假定国内贸易成本是零，也没有假定它们在不同国家 （ｔｉｉ可
能与ｔｊｊ不同）取相同值，也没有假定双边贸易成本对称 （ｔｉｊ可能与ｔｊｉ不同）。

诺威 （２００９）指出很多种模型都采用了类似的贸易成本度量方法。差别
在于隐含的贸易成本对贸易流量的灵敏度不同。在安德森和范文库帕 （２００３）
模型中它取决于所谓的产品差异化程度，在李嘉图 （Ｒｉｃａｒｄｉａｎ）模型中取决
于国家相对生产率的异质性，在异质性企业模型中取决于企业的异质性程度。

通过使用贸易流量数据，方程 （式 ３１５）就可以用来估计总体贸易成
·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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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即包括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成本。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贸易成本水

平的精确估计取决于替代弹性参数 σ（表示不同企业生产率异质性的参数，
或者表示不同国家生产率异质性的参数），但与时间变化无关。由于研究文献

没有就这些参数的精确值达成共识 （一般地，假定这些参数变化范围为 ５到
１０，见安德森和范文库帕，２００４年），所以，在对待贸易成本随着时间变化方
面没有什么争议 （除弹性变化），贸易成本也不会受弹性水平的影响。

计算方程 （式３１５）的困难在于获得国家内部的贸易数字。一种方法是
通过生产和出口之间的差异来估计这些数字 （见魏，２００６年和诺威，２００９
年）。使用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而不是生产数据往往会夸大国家内部贸易及
贸易成本，因为 ＧＤＰ增长的份额当中有一部分是不可贸易的 “服务”。

在特定的假设下，即国内贸易成本为零、双边贸易成本对称时 （如用地

理平均值来度量双边贸易成本），也可能通过假设一个任意的贸易成本函数，

如方程 （式３６）中的对数线性形式将总体贸易成本 ［可从方程 （式 ３１５）
计算］分解为各种不同的成本构成。例如，仅通过估计以下方程即可将总体

贸易成本分解为关税和非关税成本构成：
１２

　　ｌｎτｉｊ＝δ１ｌ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ｊ）＋δ２ｌｎ（１＋ｔａｒｉｆｆｉｊ）＋δ３ＮＴＢｉｊ＋εｉｊ （式３１７）

其中 ＮＴＢｉｊ是一个哑变量，它表示是否存在非关税壁垒 （ＮｏｎＴａｒｉｆｆ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ＮＴＢ）。海德和里斯用年度作为哑变量估计了非关税壁垒的影响 （非

关税壁垒包括除关税以外的交通运输成本、东道国偏见、技术贸易壁垒等）。

杰克等 （２００８）用随机效应和年度哑变量估计类似的方程。

ＳＴＡＴＡ命令

ｇｅ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ｉｉ＝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ｉｔｏｔａｌｅｘｐｏｒｔｓｉ

ｇｅｎｌｎｔｏｔａｌ＿ｔｒａｄｅ＿ｃｏｓｔｓ＝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ｓｉ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ｉｉｅｘｐｏｒｔｓｊｉ／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ｊｊ）

ｒｅｇｒｅｓｓｌｎｔｏｔａｌ＿ｔｒａｄｅ＿ｃｏｓｔｓｌｎｄｉｓｔｌｎｔａｒｉｆｆｌｎＮＴＢ

为了计算配额的关税等值，我们只需要计算其对贸易成本的影响与配额

相同的关税。

　　ｔａｒｉｆｆ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１３＝ｅｘｐ（δ３／δ２）－１ （式３１８）

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请参考应用二中的内容。

ｄ内生性

当估计贸易政策的影响时，内生性问题经常出现在引力模型中。典型的

例子是，区域性贸易协定不一定是纯粹的外生变量：国家可能与已经有很多

贸易往来的伙伴形成区域贸易协定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ＲＴＡｓ） （根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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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自然贸易伙伴”的假设）。这样的话，引力方程右边的区域贸易协定

（ＲＴＡ）哑变量就与误差项相关，因为有一些没有观察到的国别配对特征解释
了它们为什么进行了很多贸易，同时也是它们更可能形成区域贸易协定

（ＲＴＡ）的原因。除反向的因果关系外，内生性问题可能会因缺失变量的偏差
引起。也就是说，区域贸易协定可能是由那些在回归中被忽略了某些特征

（和平关系、共同的法律渊源等）的国家签署，而这些特征可以促进贸易。

没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来解决区域贸易协定 （ＲＴＡ）的内生性问题。在面
板数据中，国别配对固定效应的使用有助于克服部分由于忽略变量偏差带来

的内生性问题，尽管缺失随时间变化的变量仍然是一个问题。

通常，我们会使用工具变量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ＩＶ）的方法。工具变
量 （ＩＶ）常见的技术问题就是找出与 ＰＴＡ哑变量相关而与贸易无关的工具。
不幸的是，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完美方法。可以使用一个由豪斯曼和泰勒

（１９８１）开发的工具变量技术变量；也可以使用广义矩方法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Ｍｏｍｅｎｔｓ，ＧＭＭ）估计，特别是在目前差异作为滞后水平工具时，
可用系统 ＧＭＭ方法，反之亦然。然而，广义矩方法 （ＧＭＭ）估计通常对所
使用的滞后阶数很敏感。

另外，内生性问题可以通过尝试识别自然试验来解决。例如，弗兰克尔

（２０１０）使用１４个非洲国家作为自然试验案例来研究货币联盟对贸易的影响。
使用企业层面的数据时，可能需要删除大型企业而研究小企业贸易对区域贸

易协定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ＲＴＡ）的影响，因为加入区域贸易协定
（ＲＴＡ）对小企业来说可能是一个外生变量。另一种方法是考察区域贸易协定
对贸易广度空间的影响。

最近有关 ＦＴＡ对贸易影响的分析已采用非参数 （配对）计量经济学的方法

（拜尔和伯格斯坦德，２００６年）。其他研究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来估计两国之间形成
区域贸易协定的可能性；这些模型使用了区域贸易协定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

决定因素 （如曼斯菲尔德和莱因哈特，２００３；拜尔和伯格斯坦德，２００４；曼斯菲
尔德等，２００８）。然而，这些方法主要解决选择性偏差而不是内生性问题。

４数据来源

引力方程估计需要双边贸易数据、国内生产总值、距离、关税，可能还

需要其他的双边贸易决定因素，包括毗邻 （共同边界）、共同的语言、殖民关

系、汇率等。有丰富的数据库可供研究者获得这些变量。

正如第一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Ｆｕｎｄ，ＩＭＦ）的 ＤＯＴＳ、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ＢＡＣＩ或在尼西塔和奥拉列格开
发的世界银行的贸易、生产和保护数据库等都可以获得双边贸易流量的数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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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１４
在引力模型中，贸易流量通常用当前的国际价格 （美元）来表示，进口

统计数据通常优先于出口统计数据。关税数据库包括 ＴＲＡＩＮＳ、ＩＤＢ和 ＣＴＳ。１５

非关税壁垒方面的数据可以在 ＴＲＡＩＮＳ及凯、尼西塔和奥拉列格中找到。１６

按照当前汇率进行转换、用当前美元表示的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在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ＦＳ）、世界银行
的世界发展指数 （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ＷＤＩ；可在线获取）及其他
大量指数中获取。其他相关数据也在佩恩表 （ＰｅｎｎＷｏｒｌｄＴａｂｌｅｓ，ＰＷＴ）１７中
找到，目前包括的时间序列数据有：

 人口；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相对于美国的购买力平价，以不变美元计算）和

增长率；

 汇率；
 国民支出分类 （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及其价格指数）

１８
；

 开放度 （现行价格和不变价格）；

 国民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活期储蓄。
萨默斯和赫斯顿 （１９９１）对 ＰＷＴ初始形式进行了描述。目前的版本为

ＰＷＴ６３，涵盖了１８９个国家在１９５０－２００７年之间的数据。并非所有序列数据
都可以在 ＰＷＴ６３版本中找到，因此可能要用早期版本，但用户应该注意到
基准年度的变化 （６３版本中２００５年为基准年度，６２版本中 ２００２年为基准
年度，６１版本中２０００年为基准年度，６０版本基准年为 １９９６年，５６版本
的基准年为１９８５年）。

完整的引力数据库可以从蒂埃里·迈耶 （ＴｈｉｅｒｒｙＭａｙｅｒ）网站上获取。１９关
于 ＳＴＡＴＡ中的宏观数据，一个很好的数据来源是 ＳＴＡＴＡ网站的 ＭＡＣＲＯＤＡＴ数
据库。

２０
一些引力协同变量数据可以从安德鲁·罗斯 （ＡｎｄｒｅｗＲｏｓｅ）网站和

ＣＥＰＩＩ网站获取。２１这些数据包括双边的距离———通常是两个首都之间的 “大圈”

距离，即从地球表面测量的最短距离而非管实际的公路或航海路线———共同的

语言、共同的边界 （不管该国是一个岛国还是一个内陆国家）等；见 Ｈａｖｅｍａｎ
的网页。

２２
现存的区域贸易协定 （ＲＴＡｓ）及它们加入生效的年度，还有区域贸易

协定 （ＲＴＡｓ）的一些内容都可以从 ＷＴＯ网站中找到。２３

Ｃ应　　用

１建立数据库估计引力模型

引力方程的估计需要大量的前期数据收集和数据组织工作。一个原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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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引力模型估计通常涉及大量数据库。这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应用大量

数据进行的估计通常更精确、更稳定。缺点是大样本带来了繁琐的处理工作，

并要占用大量计算能力。

通常，引力模型数据库的庞大规模是由其基本原理造成的，即使研究人

员只对影响特定贸易关系的因素感兴趣，如特定自由贸易园区的创建是否将

贸易从特定的国家中转移进来，但是，研究需要根据引力方程对所有国家都

进行估计，而并不是只估计涉及的相关国家。另外，引力方程既能进行横截

面数据的估计，也能进行国家面板数据的估计。在第一情况下，观察单元是

一对国家；因此对 ｎ个国家而言就有 ｎ（ｎ－１）个观察值。在第二种情况下，
观察单元为在一年中的一对国家，因此有 Ｔｎ（ｎ－１）个观察值，Ｔ是面板数据
覆盖的时间期限数。因此，引力方程中样本量通常是非常庞大的 （在一个时

间跨期为 １０年、有 １００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中共有 １０００００个观察
值）。

２４
然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尽可能优先考虑面板数据。

另外一个有关建立引力模型数据库的困难是将来自各种不同数据源的数

据 （见 Ｂ部分的四）合并为一个单一的数据库。由于获得的数据有不同的格
式或分类，研究人员需要花费时间去组织这些信息。本节将帮助我们解决这

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作为构建引力方程估计数据库典型步骤的例子，我们举一种简单的情形，

用一个在国家水平汇总数据进行估计的标准引力模型，同时附加一个用于说明

是否为 ＷＴＯ成员的哑变量 （见罗斯，２００４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从联
合国商品贸易统计 （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提取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间双边贸易的原始数
据，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提取同一时期各国的 ＧＤＰ数据，从 ＣＥＰＩＩ网站
提取一组双边协同变量 （距离、共同的语言、边境等），从 ＷＴＯ网站获得有
关加入 ＧＡＴＴ／ＷＴＯ的信息。这部分参考的执行文件将在下面文件夹提供：
“Ｃｈａｐｔｅｒ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ａｎ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ａｇｒａｖｉｔｙｍｏｄｅｌ”。

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将整个过程分为九个步骤：

步骤１：将数据导入 ＳＴＡＴＡ
虽然ＣＥＰＩＩ提供的数据为ＳＴＡＴＡ格式，但ＧＤＰ、贸易流量、加入 ＷＴＯ数

据格式为 ｔｘｔ、ｃｓｖ或 ｘｌｓ（数据见文件夹：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ｏｒ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Ｓｔａｔａ）。显然，我们需要将数据导入 ＳＴＡＴＡ以便能够调用它们。只有当所有
数据都是 ＳＴＡＴＡ格式时我们才可以对数据进行操作。请注意，由于国内生产
总值数据是由比荷卢经济联盟地区提供而不是比利时和卢森堡分别提供，我

们需要调整所有协同变量数据，获得这两个国家各自相对应的 ＧＤＰ数据。匹
配 ＧＤＰ协同数据有不同的方法：（１）选择两个国家中的一个国家作为该地区
的代表性国家；（２）两个国家之间变量 （例如距离）的平均值。在执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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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们将展示这种匹配命令。

使用 “ｉｎｓｈｅｅｔ”命令将数据导入 ＳＴＡＴＡ：

ｉｎｓｈｅｅｔｔｒａｄｅｆｌｏｗｓｃｖｓ，ｃｌｅａｒ

ｓａｖｅｔｒａｄｅｆｌｏｓｄｔａ

ｉｎｓｈｅｅｔｊｏｉｎｗｔｏｃｖｓ，ｃｌｅａｒ

ｓａｖｅｊｏｉｎｗｔｏｄｔａ

步骤２：创建所有可能的国别配对年度组合
我们首先来检查双边贸易流量数据是否正确和完整。通常，最好首先是

随机检查数据输入的正确性。对于这一点，应该随机挑选一些观察值，然后

返回原始数据集验证其是否正确。

然后，我们可能希望得到一个包括零贸易流量在内的完整双边贸易数据

库。ＳＴＡＴＡ中的命令 ｆｉｌｌｉｎ将创建所有国别配对和年度的可能组合。结束时必
须有 ｎ ｎ Ｔ个观察值，其中 ｎ是国家数，Ｔ是时间期数。然后，如果我们
接受所有没有报告的信息是零的假设 （赫尔普曼等，２００７年采用这种方法），
则可能需要将所有丢失的观察值全部换为零。

ｕｓｅｔｒａｄｅｆｌｏｗｓｄｔａ，ｃｌｅａｒ

ｆｉｌｌｉｎｉｍｐｏｒｔｅｒ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ｙｅａｒ

ｒｅｐｌａｃｅｉｍｐｏｒｔｓ＝０ｉｆｉｍｐｏｒｔｓ＝＝

步骤３：重塑和合并国家特定数据与双边贸易流数据
在我们的数据库中，每个观测值由三个指标确定：进口商、出口商和年

度。贸易数据用 “长”格式表示，即每个变量的信息用向量的形式来显示。

由 ＷＤＩ提取的 ＧＤＰ数据则采用 “宽”的格式，即它们以 ｎ×Ｔ矩阵的形
式来显示。在将国家特定的 ＧＤＰ数据合并到我们的数据库之前，需要将矩阵
形式的数据转换为向量形式的数据。在 ＳＴＡＴＡ中， “转换”命令可以帮助我
们实现这种转换 （注意，转换命令的字母 ｉ、ｊ用来表明观察值的横截面和时
间维度）。特别地，将国家 Ａ、Ｂ、Ｃ在不同年度，如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的 ＧＤＰ数
值用列名为 ｇｄｐｙｅａｒ的数据列来显示。也就是说，对给定形式的文件：

（宽形式）

ｉ…… 变量＿ｉｊ……

国家 １９９０ＧＤＰ １９９１ＧＤＰ １９９２ＧＤＰ

Ａ ５０００ ５５００ ６０００

Ｂ ２０００ ２２００ ３３００

Ｃ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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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转换为：

（长形式）

ｉｊ 变量 ＿ｉｊ

国家 －年度 － ＧＤＰ

Ａ １９９０ ５０００

Ａ １９９１ ５５００

Ａ １９９２ ６０００

Ｂ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Ｂ １９９１ ２２００

Ｂ １９９２ ３３００

Ｃ １９９０ ３０００

Ｃ １９９１ ２０００

Ｃ １９９２ １０００

仅仅通过使用命令：

ｒｅｓｈａｐｅｌｏｎｇｇｄｐ，ｉ（ｃｏｕｎｔｒｙ）ｊ（ｙｅａｒ）

国别特定信息 （比如长形式的 ＧＤＰ数据）也可以合并到一定时期的双边
贸易流量信息数据库。然而，合并前需要指出数据是参考进口国还是参考出

口国。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将 ＧＤＰ数据保存两次：第一次首先将参考的变量国
家作为出口国，并将其保存为文件 ｇｄｐ＿ｅｘｐｏｒｔｅｒ，第二次再将参考的变量国家
作为进口国，并保存为文件 ｇｄｐ＿ｉｍｐｏｒｔｅｒ。在 ＳＴＡＴＡ，简单地使用下面的
命令：

ｕｓｅｇｄｐｄｔａ，ｃｌｅａｒ

ｒｅｎａｍ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ｅｘｐｏｒｔｅｒ

ｒｅｎａｍｅｇｄｐｇｄｐ＿ｅｘｐｏｒｔｅｒ

ｓｏｒｔ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ｙｅａｒ

ｓａｖｅｇｄｐ＿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ｄｔａ

ｕｓｅｇｄｐｄｔａ，ｃｌｅａｒ

ｒｅｎａｍ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ｍｐｏｒｔｅｒ

ｒｅｎａｍｅｇｄｐｇｄｐ＿ｉｍｐｏｒｔｅｒ

ｓｏｒｔｉｍｐｏｒｔｅｒｙｅａｒ

ｓａｖｅｇｄｐ＿ｉｍｐｏｒｔｅｒｄｔａ

现在，可以将两个 ＧＤＰ数据文件与贸易流量数据进行合并。记住需要根
据将要使用的变量对数据进行分类以使两个数据库的观察值相匹配。例如，

需要将数据与出口国 ＧＤＰ数据合并，可使用 ＳＴＡＴＡ命令：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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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ｅｔｒａｄｅｆｌｏｗｓ，ｃｌｅａｒ

ｓｏｒｔ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ｙｅａｒ

ｍｅｒｇｅ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ｙｅａｒｕｓｉｎｇｇｄｐ＿ｅｘｐｏｒｔｅｒ／ ｇｄｐ＿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ｍｕｓｔｂｅｓｏｒｔｅｄｂｙｅｘｐｏｒｔｅｒ

ｙｅａｒ／

ｓａｖｅｇｒａｖｉｔｙ

在合并一国加入 ＷＴＯ年度信息数据库时也可以使用同样的程序。
步骤４：合并国别配对的特定数据
使用 ＳＴＡＴＡ的 “ｍｅｒｇ”命令可以合并从 ＣＥＰＩＩ获得的双边协同变量。另

外，也可以选择使用 “ｊｏｉｎｂｙ”命令。使用 ＳＴＡＴＡ“ｍｅｒｇｅ”命令的优点是可
以自动创建一附加的名为 “ｍｅｒｇｅ＿”的变量，这样就能对不同数据库观察值
的匹配情况进行检查。注意，由于信息并不因时间而改变，所以进口商和出

口商标识是唯一的匹配变量。

ｕｓ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ｔａ，ｃｌｅａｒ

ｓｏｒｔ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ｉｍｐｏｒｔｅｒ

ｍｅｒｇｅ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ｉｍｐｏｒｔｅｒｕｓｉｎｇｃｅｐｉｉｄｔａ／ ｃｅｐｉｉｄｔａｍｕｓｔｂｅｓｏｒｔｅｄｂｙ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ｅｒ／

步骤５：产生新的国别配对变量
双边变量可以通过使用国别特定信息来产生，如像罗斯 （２００４）那样，

我们假定想要研究加入 ＷＴＯ对贸易的影响。如果我们有一国加入年度的信
息，我们就能很容易地生成一组变量来表明出口国和进口国都是 ＷＴＯ成员
（Ｂｏｔｈｉｎ）或两国中仅有一国是 ＷＴＯ成员 （Ｏｎｅ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ｕｍｍｉｅｓｆｏｒＷＴＯ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ｓｔａｔｕｓ／

ｇｅｎｏｎｅｉｎ＝０

ｇｅｎｂｏｔｈｉｎ＝０

ｒｅｐｌａｃｅｏｎｅｉｎ＝１ｉｆ（ｊｏｉｎ＿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ｙｅａｒ＆ｊｏｉｎ＿ｉｍｐｏｒｔｅｒ＞ｙｅａｒ）｜（ｊｏｉｎ＿ｉｍｐｏｒｔｅｒ＜＝

ｙｅａｒ＆ｊｏｉｎ＿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ｙｅａｒ）／ ｔｈｅｓｙｍｂｏｌ｜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ｓｔｏ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ｏｒ”／

ｒｅｐｌａｃｅｂｏｔｈｉｎ＝１ｉｆ（ｊｏｉｎ＿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ｙｅａｒ＆ｊｏｉｎ＿ｉｍｐｏｒｔｅｒ＜＝ｙｅａｒ）

步骤６：生成哑变量
正如上文所讨论的那样，获得引力方程无偏估计的一个简单方法，就是

使用国别固定效应。在横截面数据中 （如数据只在某些特定年度可以获得），

因为引力模型中的观察单元为一个国别配对而不是一个国家，所以可以使用

出口国和进口国方面的国家哑变量，通常被称为 “国别固定效应”。因此，尽

管在横截面数据中有 ｎ２个观察值，但出口国方面有 ｎ个哑变量，进口国也有
·５２１·



贸易政策 分析实用指南

ｎ个哑变量，总共有２ｎ个 （明显小于 ｎ２）自由度。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横
截面数据中使用出口国和进口国固定效应将因为完全共线性问题而不能估计

国别特定变量的系数 （例如 ＧＤＰ）。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ｄｕｍｍｉｅｓ／

ｔａｂ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ｇｅｎ（ｅｘｐｏｒｔｅｒ＿）

ｔａｂｉｍｐｏｒｔｅｒ，ｇｅｎ（ｉｍｐｏｒｔｅｒ＿）

在面板数据中，时间效应 （一组虚拟变量，每年一个）应包括在内，以

控制全球经济的影响 （全球经济增长或放缓）。此外，一组随时间变化的出口

商和进口商因固定效应也应包括在内，以控制随时间变化的多边阻力条件。

还有，请注意随时间变化的固定效应与随着时间变化的国家特定变量有完全

的共线性。因此，这使得估计国别特定变量如 ＧＤＰ的影响变得不可能。

／Ｔｉｍｅｄｕｍｍｉｅｓ／

ｔａｂｙｅａｒ，ｇｅｎ（ｙｅａ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ｉｍｅｄｕｍｍｉｅｓ／

ｔａｂｇｄｐ＿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ｇｅｎ（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ｙｅａｒ＿）

ｔａｂｇｄｐ＿ｉｍｐｏｒｔｅｒ，ｇｅｎ（ｉｍｐｏｒｔｅｒｙｅａｒ＿）

在一些情况下，通过使用国别配对效应可能会改善估计质量。比如，假

定在两个国家之间存在运输垄断，这将减少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但这不

影响它们各自与第三国之间的贸易。因而在国别效应分析中就不用控制它。

国别哑变量在 ＳＴＡＴＡ中很容易生成：

／Ｐａｉｒｄｕｍｍｉｅｓ／

ｅｇｅｎｐａｉｒｉｄ＝ｇｒｏｕｐ（ｉｍｐｏｒｔｅｒｅｘｐｏｒｔｅｒ）

ｔａｂｐａｉｒｉｄ，ｇｅｎ（ｐａｉｒ＿）

注意在面板数据构建模型时，国别配对因素是作为随机项而不是固定效

应的 （见布鲁诺，２００５或卡雷尔，２００６）２５。这种方法提供了单独估计双边因
素影响的可能性，这些双边因素包括距离、共同边界等，否则它将与固定效

应相混淆。然而，作为国别效应，随机影响估计将无法观察的国别配对特征

用误差项来表示。如果它们碰巧与以下回归项相关 （如 ＧＤＰ）则估计就会不
一致。这可以通过使用豪斯曼检验来检验。

表３１是引力数据库在 ＳＴＡＴＡ编辑器中的浏览图。
步骤７：数据转换
通常，引力方程估计采用对数线性形式。因此需要对方程中的连续变量

（除哑变量外）取自然对数。注意这样做的时候零贸易流量被剔除出了

样本。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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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ｌｉｍｐｏｒｔｓ＝ｌｎ（ｉｍｐｏｒｔｓ）

／ ｉｄｅｍｆｏｒｇｄｐ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ｇｄｐｉｍｐｏｒｔｅｒａｎ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表 ３１ 引力数据库说明 （节选）

注：下面的变量按照表中出现的顺序排列：

进口国 出口国 ３个字母的 ＩＳＯ编码 （这里是印度尼西亚）

出口国 进口国 ３个字母的 ＩＳＯ编码

年度 年度

进口 进口值 （单方），以美元表示

出口国 ＧＤＰ 出口国以当前美元表示的 ＧＤＰ（从 ＷＤＩ或 ＰＷＴ获取）

进口国 ＧＤＰ 进口国以当前美元表示的 ＧＤＰ（从 ＷＤＩ或 ＰＷＴ获取）

距离 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的距离 （从 ＣＥＰＩＩ数据库获取）

其中之一加入 在国别配对中只有一个国家是 ＷＴＯ成员

双方加入 两个国家都是 ＷＴＯ成员

没有一个加入 两个国家没有一个是 ＷＴＯ成员

重要的是，如果需要对一段时间内的贸易流量进行平均，理论基础表明

应该首先对数据进行对数转换 （这是一个几何平均数）。

／ｐｅｒｉｏｄ（５ｙｅａｒ）ａｖｅｒａｇｅｓ／

ｇｅｎｐｅｒｉｏｄ＝１

ｒｅｐｌａｃｅｐｅｒｉｏｄ＝２ｉｆｙｅａｒ＜２０００＆ｙｅａｒ＞＝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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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ｐｌａｃｅｐｅｒｉｏｄ＝３ｉｆｙｅａｒ＞＝２０００

ｇｅｎｌｉｍｐｏｒｔｓ＝ｌｎ（ｉｍｐｏｒｔｓ）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ｍｅａｎ）ｌｉｍｐｏｒｔｓｌｇｄｐ＿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ｌｄｉｓｔ，ｂｙ（ｐｅｒｉｏｄ）／ ｎｏｎ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ｃｏｖａｒｉａｔｅｓ

ｃａｎａｌｓｏｂｅａｄｄｅｄ

ｔｏ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ｌｉｓｔ／

ｓａｖｅａｖ＿ｇｒａｖｉｔｙ

步骤８：确认面板数据、运行回归模型
面板数据是指获得的双边贸易流量信息随着时间变化而记录的情况。面板

的单个数据和时间维度一旦确定，ＳＴＡＴＡ中有很多命令可以帮助生成滞后变
量或增长率。命令 ｘｔｄｅｓ可以帮助描述面板数据的模式，如面板数据是否
平衡。

ｕｓ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ｔａ，ｃｌｅａｒ

／ ｔｏ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ｔｈ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ａｎｅｌ／

ｘｔｓｅｔｐａｉｒｉｄｙｅａ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ｌａｇ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ｓ／

ｇｅｎＬｌｉｍｐｏｒｔｓ＝Ｌ１ｌｉｍｐｏｒｔｓ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ｏｆｉｍｐｏｒｔ／

ｇｅｎＧｉｍｐｏｒｔｓ＝ｌｉｍｐｏｒｔｓＬｌｉｍｐｏｒｔｓ

现在，数据库为进行回归分析做好了准备。回顾上文讨论的估计方法，

观察ＳＴＡＴＡ命令ｒｅｇ、ｔｏｂｉｔ、ｉｖｒｅｇ、ｈｅｃｋｍａｎ、ｐｏｉｓｓｏｎ、ｎｌ及其它们的时间序列数
据 （例如，ｘｔｒｅｇ、ｘｔｔｏｂｉｔ、ｘｔｐｏｉｓｓｏｎ）。例如，最简单的引力模型：

ｆｏｒａ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ｘｉ：ｒｅｇｌｎｉｍｐｏｒｔｓｌｎｄｉｓｔｏｔｈｅｒｃｏｖａｒｉａｔｅｓｉ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ｉｉｍｐｏｒｔｅｒｉｆｙｅａｒ＝２０００，ｒｏｂｕｓｔ

 ｆｏｒａｐａｎｅｌ

ｘｔｒｅｇｌｎｉｍｐｏｒｔｓｌｎｄｉｓｔｏｔｈｅｒｃｏｖａｒｉａｔｅｓｅｘｐｏｒｔｅｒ＿ ｉｍｐｏｒｔｅｒ＿ ｙｅａｒ＿，ｒｏｂｕｓｔｆｅ／
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ｏｐｔｉｏｎｆ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ｆｏｒｃｏｕｎｔｒｙｐａｉｒ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

步骤９：展示和解释回归结果
专业的回归结果展示通常包括下列信息：

 因变量；

 观察单元 （国别配对、国别配对／时间）；

 观察值的数量；

 估计方法；

 对每一种估计方法列出系数估计值列表，下标中包含 ｔ统计量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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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标准差以便于解释）和变量名以便于读者理解；

 显示使用了哪些哑变量 （固定效应、时间效应等），通常不报告这些

变量的估计值；

 离差平方和与标准检验 （根据诸如同方差的残差特性或序列相关性缺

省等进行）。

一个特殊的 ＳＴＡＴＡ包称为 “ｏｕｔｒｅｇ２”，它使得回归结果能以标准方式快
速容易地展现括弧下面是参数的 ｔ估计值，星号为显著性水平，采用变量标记
而不是变量名称以提高可读性，该 ＳＴＡＴＡ包可使用 ＳＴＡＴＡ的 “ｆｉｎｄｉｔｏｕｔｒｅｇ２”
命令从网上免费下载。

由于关于距离和 ＧＤＰ对贸易影响的引力估计在不同研究中都被证明是非
常稳定的，据此可以对比一项新研究中估计的合理性。许多变量都用自然对

数表示，因而从线性估计获得的系数可以直接作为弹性。例如，贸易对距离

的弹性通常在 －０７和 －１５之间，因此两国之间的距离每增加 １０个百分点，
则其贸易平均减少７～１５个百分点。贸易对进口国 ＧＤＰ的弹性通常也是单一
的，它表明在汇总水平上的进口收入弹性的单一性。如果估计显著偏离这些数

量级，则表明可能在估计或者度量上存在错误。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连续变量自然对数的系数 （例如 ＧＤＰ、距离）
表示弹性，但哑变量系数 （例如，表明两国是否属于同一个贸易协定的哑变

量）并不表示弹性。它们要做下面的转换从而可以被解释为弹性：弹性 ＝
ｅｘｐ（ａ）－１，其中 ａ是哑变量估计系数２７

。正如安德森和范文库帕 （２００３）及
芬斯阙 （２００４）所强调的，多边阻力条件对估计一般均衡是很重要的，比如
两国之间区域性贸易协定的存在对双边贸易的比较静态影响。一旦涉及使用

引力模型进行估计就需要计算在两国之间存在或不存地区贸易协定时回归方

程 （式３２）中的多边阻力条件∏ｉ和 Ｐｊ估计，并且使用方程估计出地区贸易
协定对贸易的影响：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ｅａ（∏１－δ
ｉ ／∏１－δ

ｉ ）（Ｐ
１－δ
ｊ ／Ｐ１－δｊｉ ）－１ （式３１９）

其中表示两国之间不存在地区贸易协定时多边阻力条件的估计。

２度量非关税壁垒的影响

正如 Ｂ３部分所示，引力模型可用于获得非关税壁垒的关税等值。在此
应用中，我们将研究欧盟香蕉体制案，将其作为关税和配额相结合的一个特

殊例子。尽管在理论部分将给出理论观点，但在实践中经济学文献通常假定

存在对称的贸易成本、零国内贸易成本，贸易成本具有估计关税等值方程

（式３６）的特定形式。
数据和相关文件可以在文件夹 “第三章＼应用＼２＿度量非关税壁垒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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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找到。

让 τｉｊｔ和 Ｑｉｊｔ分别表示 ｊ对 ｉ针对所要讨论的行业 （这里是香蕉）在时间 ｔ
实施的关税和配额，其他变量如前。一般地，在行业层面估计的引力方程为：

　　 ｌｎＸｉｊｔ ＝β０＋β１ｌｎ（１＋τｉｊｔ）＋β２ｌｎＱｉｊｔ＋β３ｌｎＧＤＰｉｔ＋β４ｌｎＧＤＰｉｊｔ＋

β５ｌｎｄｉｓｔｉｊ＋β６Ｉｉ＋β７Ｉｊ＋∑
Ｔ

ｌ＝１
β７＋ｌＩｌ＋ｕｉｊｔ （式３２０）

注意，１加到关税上是因为方程取了对数，零关税取对数将为负无穷而
ｌｎ（１）＝０。

表３２给出了世界香蕉贸易在 １９８９－２００４年估计的引力方程回归结果。
特别是本案例中回归的报告结果是以出口国和进口国汇率给出的。表示框架

协议及 ＡＣＰ（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国家）的哑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用来说
明这些国家的优惠制度。像往常一样，行标题表示解释变量的名称。因此，

例如，数 －１１５０出现在第１列和市场 “ａｐｐｌｉｅｄ，ｌｎ（１＋τ）”这一行表示上面
方程中系数 β１的估计值，并给出了进口国家香蕉需求价格弹性的近似值，是
对所有国家所有年度平均值的估计。

２８
在有足够多的国家和进口国没有国内生

产时它也表示替代弹性。

香蕉贸易流量相对距离的弹性非常接近 １，就像在大多数引力方程一样
（然而，目前的练习就这一点还不能与标准的引力估计进行直接比较，因为我

们处理的是有特殊交通协议的单一商品）。贸易流量相对于进口国家 ＧＤＰ的
弹性可以用香蕉消费的收入弹性近似值进行估计 （因为在大多数进口国不生

产香蕉），并且取值小于 １的情况 （根据不同的估计方法在 ０７２和 ０８４之
间）。这可能有点轻微的低估，因为香蕉在家庭预算的份额会随着收入上升而

增加 （香蕉是作为一种 “奢侈品”）。

汇率与贸易量显著相关，与出口国家汇率具有相同的预期符号 （当出口

国的货币相对美元贬值时香蕉出口量上升），但与进口国汇率变动不一致。除

框架协议哑变量外，特殊的体制变量与贸易量高度显著相关，具有相同的预

期符号。

现在，我们使用这些估计值回归估计配额的关税等值。让我们用标记有

“^”的变量表示估计的系数和预测的贸易值。Ｚｉｊｎｔ表示除配额以外的解释变

量，将其他从 β０到 β５的系数合并在一起，我们得到：

　　 ｌｎＸ＾ ＝∑ｎ≠２
β
＾
ｎＺｉｊｎｔ＋β

＾
２Ｑｉｊｔ （式３２１）

注意：当实施配额时Ｑｉｊｔ为１，否则为０。因此，存在配额的国别配对之间
的贸易量与在没有配额时的贸易量之间的预期差额为：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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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ｎＸ＾ｉｊｔ，ｑｕｏｔａ －ｌｎＸ
＾
ｉｊｔ，ｎｏｑｕｏｔａ ＝∑ｎ≠２

β
＾
ｎＺｉｊｎｔ＋β

＾
２（１）－

∑ｎ≠２
β
＾
ｎＺｉｊｎｔ＋β

＾
２（０[ ]） ＝β＾２ （式３２２）

关税为 τｉｊｔ时对贸易的影响与不征收关税时对贸易的影响之间差额也可以
进行类似的计算：

　　 ｌｎＸ＾ｉｊｔ，ｔａｎｉｆｆ－ｌｎＸ
＾ｉｊ
ｔ，ｎｏ　ｔａｒｉｆｆ ＝∑ｌ≠４

β
＾
ｌＺ
ｉｊ
ｌｔ＋β

＾
４（ｌｎ（１＋τ

ｉｊ
ｔ））－

∑ｌ≠５
β
＾
ｌＺ
ｉｊ
ｌｔ＋β

＾
４（１[ ]） ＝β＾４ｌｎ（１＋τｉｊｔ）

（式３２３）

表 ３２ 香蕉市场的引力估计

因变量的值：贸易量 ＯＬＳ ＯＬＳ鲁棒性 ＯＬＳ鲁棒性 迭代 迭代

１ｎ（１＋ｔ），应用 －１１５０ －１１５０ －１２６１

－０４８８ －０４９７ －０４６９

１ｎ（１＋ｔ），非约束 －１１９５ －１１３６

－０５８２ －０５３７

１ｎ（１＋ｔ），约束 －１０６５ －１４８６

－０６７５ －０６９

ＭＦＮ配额哑变量 －０６７１ －０６７１ －０６９１ －０５１５ －０４５９

－０１６３ －０１６５ －０２０５ －０１５７ －０２

农业框架哑变量 ０４２６ ０４２６ ０４２８ ０３９５ ０３８７

－０２９ －０３２１ －０３２２ －０２７８ －０２７９

ＡＣＰ哑变量 １０４６ １０４６ １０４４ ０９９３ ０９９７

－０２１８ －０２４ －０２４ －０２１ －０２１
科特迪瓦共和国  时 间

趋势
００８７１ ００８７１ ００８７７ ０１５７ ０１５６

－００６５２ －００７５６ －００７５４ －００６２７ －００６２８

喀麦隆时间趋势 ０２１１ ０２１１ ０２１２ ０２６０ ０２５８

－００７４３ －００７８７ －００７８８ －００７１４ －００７１６

距离对数 －１１１９ －１１１９ －１１１９ －１２６９ －１２７１

－００６３１ －００７５３ －００７５３ －００６０７ －００６０７

进口商 ＧＤＰ对数 ０８５２ ０８５２ ０８５３ ０７２９ ０７２３

－０２８ －０３０３ －０３０４ －０２６９ －０２６９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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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的值：贸易量 ＯＬＳ ＯＬＳ鲁棒性 ＯＬＳ鲁棒性 迭代 迭代

出口商 ＧＤＰ对数 ０１７８ ０１７８ ０１７７ ０２５１ ０２５２

－０２１９ －０２２２ －０２２２ －０２１ －０２１

进口商汇率对数 －００５１４ －００５１４ －００５１１ －００３３５ －００３４６

－００８８４ －００７９３ －００７９４ －００８５１ －００８５１

出口商汇率对数 ００７０１ ００７０１ ００７０３ ００８５９ ００８５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７４ －００２７４ －００３０８ －００３０８

常数项 －１４４４ －３２１５ －１１７４

－８０６３ －１２５８ －７７５４

观察值 ６９８３ ６９８３ ６９８３ ６９６９ ６９８３

高差平方和 ０５８ ０８１ ０８１ ０６２ ０６２

库克韦斯伯格卡方 ４０３

隐含关税等值 （欧元／吨） ３４６ ３４６ ３４３ ２２１ １５８

来源：作者计算

注：迭代估计 （第四和第五列）使用了 ＳＴＡＴＡ的回归程序，它使用的迭代加权采用了 Ｈｕｂｅｒ离群

最小二乘和 ｂｉｗｅｉｇｈｔ函数，其中，离群值越极端，它在回归方程中赋予的权重也越小。在非常极端的

情况下它将被完全剔除。另一种方法是分位数回归，其最常见的形式是中位数回归。中位数回归也称

为最小的绝对价值回归，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残差绝对值总和，而不是减少它们的平方值，从而使离群

值赋予较低权重。库克 －韦斯伯格检验的统计数据显示，在１０％的水平，同方差的假设被拒绝。变量

标记为 “ｌｎ（１＋τ），ａｐｐｌｉｅｄ”使用了进口国对香蕉实施的适用关税而不考虑它们可能采取的其他措施。

标有 “ｌｎ（１＋τ），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的变量使用 １９９４年以后欧盟对美元香蕉的关税，变量标记为 “ｌｎ

（１＋τ），ｕｎ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的变量使用其他情况适用的关税。２９

配额 Ｑｉｊｔ的关税等值是指对贸易流量产生同样影响的关税。这相当于 （式

３２２）和 （式３２３）左边的部分。但如果它们左边部分相等，那么它们右边

部分也应该相等；因而配额 Ｑｉｊｔ的关税等值 τ～满足：

　　β
＾ｌｎ（１＋τｉｊｔ）＝β

＾
２ （式３２４）

或

　　τ～＝ｅｘｐ（β
＾
２／β

＾
１）－１ （式３２５）

在对引力方程估计之后，这些简单的计算可以通过编程获得欧盟配额的

关税等值。在最后一步，观察到的单位价值被用来将从价税转换为从量形式。

按照此方法计算出关税等值，并根据 ＣＩＦ４３８欧元／吨的单位价值将其转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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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为特 定 的 比 率，计 算 结 果 报 告 显 示 在 表 ３２底 部。最 后 一 项 估 计
（１５８欧元／吨）使用 “数量限制型限制性市场”的关税系数 “β１”来获得。
这一选择有其优点同时也有其缺点。一方面，被度量的是配额内关税的影响，

它或许是不具有约束力的 （虽然数据表明它们有约束力）。另一方面，由于

“数量限制型限制性市场”是欧盟市场，系数度量的就是在欧盟市场上的替代

弹性，那么如果不变的替代弹性不能按照面值取值，那么它就比采用其他市

场上的替代弹性更好。需要注意的是 １５８欧元／吨的估计不包括 ７５欧元／吨的
配额内关税，所以它的价格差距为 １５８＋７５＝２３３欧元／吨。估计值 １５８欧
元／吨这个有趣的特征是它大致等于进口许可证的市场估值。

ｒｅｇ ｌｎｖａｌｕｅ ｌｎＡｐｐｔａｒｉｆｆｑｕｏｔａｒｅｇｉｍ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ｒｅｇｉｍｅ ＡＣＰｒｅｇｉｍｅ ＣＩＶｔｉｍｅ ＣＭＲｔｉｍｅ

ｌ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ｌｎｍＧＤＰ

ｌｎｘＧＤＰｌｎｍｒａｔｅｌｎｘｒａｔｅＹ２－Ｙ１５Ｍ２－Ｍ９６Ｘ２－Ｘ１１８

 Ｃｏｍｐｕｔｅｔｈｅｑｕｏｔａ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ｔａｒｉｆｆ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ｕｎｉｔｖａｌｕｅ＝４３８ｅｕｒｏｓ／ｔｏｎ

ｇｅｎｔ＿ａｄｖａｌｏｒｅｍ ＝ｅｘｐ（＿ｂ［ｑｕｏｔａｒｅｇｉｍｅ］／＿ｂ［ｌｎＡｐｐｔａｒｉｆｆ］）－１

ｇｅｎ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ｔ＿ａｄｖａｌｏｒｅｍ ４３８

需要注意的是，在此应用中配额以外的非关税壁垒，比如规制等也可以

使用相同的方法转换成关税等值。比如，这些方法对于度量食品的动植物检

疫等市场准入限制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３０

Ｄ练　　习

１估计区域贸易协定的影响

这个练习的目的是评估区域贸易协定对贸易的影响。练习集中在北美自

由贸易协定 （ＮＡＦＴＡ）１９８５－２００４年期间的情况，但如果样本期间覆盖协议
签订前后的一定年度，则类似的练习也可以应用在其他 ＰＴＡ。包括解决方案
的 练 习 文 件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Ｕｓｉｎｇ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ｏ” 可 在 “Ｃｈａｐｔｅｒ３＼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１＿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中找到 （在本

练习中，使用 ＳＴＡＴＡ１０）。
１）准备阶段
将世界银行构建的贸易、保护和生产数据集 （尼西塔和奥拉列格，２００６）

导入 ＳＴＡＴＡ，这些数据集可以从文件夹 “Ｃｈａｐｔｅｒ３＼Ｄａｔａｓｅｔｓ”获得，并将其与
“Ｃｈａｐｔｅｒ３＼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ｄｔａ”文件夹中 １９８５－２００４年的贸易数据合
并。然后，在国家水平汇总数据。需要注意的是，因为需要加载大型数据库，

所以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出于这个原因，可能还需要将内存设置为

·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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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水平 （如 ８００ｍ）。构建数据的数据资料可以在 “Ｃｈａｐｔｅｒ３＼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ＴＰＰ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ｏ”中找到。

命令提示：ｉｎｓｈｅｅｔ，ｆｏｒ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ｒｅａｃｈ，ａｐｐｅｎｄ，ｍｅｒｇｅ，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ａ定义一个北美自由贸易区内部贸易等于 １的哑变量 （比如加拿大、墨

西哥和美国之间自１９９４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生效以来的贸易），定义
另外一个哑变量表示每一个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从世界其他地方进口 （比如，

建立哑变量来度量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

命令提示：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ｂ绘制北美自由贸易区内部进口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

随时间的演化，并加以评价。

命令提示：ｔｗｏｗａｙｔｓｌｉｎｅ，ｘｔｌｉｎｅ，ｇｒａｐｈｓａｖｅ。
２）平均的贸易创造和转移
ａ在引力方程中引入上述两个哑变量 （国别配对固定效应模型和年度哑

变量），估计所有国家，而不仅仅是所涉及的国家。

命令提示：ｔｓｓｅｔ，ｇｅｎ，ｒｅｐｌａｃｅ，ｔａｂｕｌａｔｅ，ｘｔｒｅｇ，ｏｕｔｒｅｇ２。
ｂ展示结构并解释与哑变量相关的系数 （比如定量化贸易创造／转移）。
命令提示：ｏｕｔｒｅｇ２。
３）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演化
ａ将两个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哑变量 （表示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内和之外的

国家对比）与年度链接，并将它们引入引力方程 （仍然是国别配对固定效应

模型和年度哑变量）。

命令提示：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ｆｏｒｅａｃｈ，ｇｅｎ，ｒｅｐｌａｃｅ，ｘｔｒｅｇ，ｏｕｔｒｅｇ２。
ｂ解释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系数的演化。
４）出口转移
ａ加入一个哑变量来描述北美自由贸易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情况，

将第三个 ＲＴＡ哑变量加进引力方程。
命令提示：ｇｅｎ，ｒｅｐｌａｃｅ，ｘｔｒｅｇ，ｏｕｔｒｅｇ２。
ｂ在其他变量的基础上，使用这个新变量重复问题 １ｂ，２ｂ，３ａ和 ３ｂ。

对结果进行评价。

命令提示：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ｇｅｎ，ｒｅｐｌａｃｅ，ｔｗｏｗａｙｔｓｌｉｎｅ，ｇｒａｐｈｓａｖ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
ｆｏｒｅａｃｈ，ｔｓｓｅｔ，ｘｔｒｅｇ，ｏｕｔｒｅｇ２。

２计算关税等值

练习的目的是使用引力模型来度量非关税壁垒的关税等值。练习应用杰

克斯等 （２００８年）开发出的方法。包含解决方案的文件 “ｉ＿ＮＴＢｄｏ”和 “ｉｉ＿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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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ｒｉｆｆ＿Ｅｑｕｉｖｄｏ”可以在 “Ｃｈａｐｔｅｒ３＼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２＿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ａｒｉｆｆ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中找到。

１）准备阶段
将世界银行构建的贸易、保护和生产数据集 （尼西塔和奥拉列格，２００６）

导入 ＳＴＡＴＡ，这些数据集可以从文件夹 “Ｃｈａｐｔｅｒ３＼Ｄａｔａｓｅｔｓ”获得，并将其与
“Ｃｈａｐｔｅｒ３＼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ｄｔａ”文件夹中的数据和 “Ｃｈａｐｔｅｒ３＼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ａｔａｄｔａ”中的数据进行合并。然后在国家水平汇总数据。需要注意的
是，因为需要加载大型数据库，所以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出于这个

原因，可能还需要将内存设置为较高的水平 （如 ８００ｍ）。构建数据的数据资
料可以在 “Ｃｈａｐｔｅｒ３＼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ＴＰＰ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ｏ”中找到。

命令提示：ｉｎｓｈｅｅｔ，ｆｏｒ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ｒｅａｃｈ，ａｐｐｅｎｄ，ｍｅｒｇｅ，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２）引力估计
ａ生成一个哑变量，当存在核心的非关税壁垒时等于１。
ｂ用国别配对固定效应估计下面的引力方程：

　　τｉｊｔ＝β０＋β１ｌ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ｊ）＋β２ｌｎ（ｔｉｊｔ）＋β３Ｑｕｏｔａｉｊｔ＋ＴｉｍｅＤｕｎｍｉｅｓ＋ｕｉｊｔ

然后，比较国别配对效应被假定为随机时与国别配对固定效应被出口国

和进口国哑变量替代时两种情况下的结果。

命令提示：ｒｅｇ，ｘｔｒｅｇ。
３）关税等值
ａ对每一个引力估计结果，决定非关税壁垒的关税等值。
命令提示：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ｓｔｏｒ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ｒｅｓｔｏｒｅ。
ｂ通过重新估计引力方程和计算关税等值，检验贸易成本度量的灵敏度，

假定替代弹性 δ＝５或 δ＝１５，并对结果进行评价。

注　　释

１对引力方程清晰简明的介绍见海德 （２００３）的论述，高层次读者可以参考第五章芬斯

阙 （２００４）详尽的解释。

２见芬斯阙等 （２００１），艾弗耐特和科勒 （２００２）和芬斯阙 （２００４）。

３这是延续梅里兹 （２００３）思路建立的模型，其中企业面临固定和可变的出口成本。由

于企业生产率不同，只有生产率更高的企业才会发现出口是有利可图的。

４哑变量就是那些值只取 １或 ０的变量。比如一个哑变量表示进口国是否为岛国，当进口

国是岛国时，它的观察值就取 １，否则就取 ０。

５不用直接控制 ＭＲＴ来估计引力方程的另外一种可选方法依赖于对基本引力方程的操作，

目的是为了除掉其中一个或两个 ＭＲＴ。一种方法包括标准化一定国家组之间的双边贸

易流量 （马丁等，２００８；劳马里斯，２００８）。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所谓的 “四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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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ａｄ和 Ｍａｙｅｒ的网站提供了使用这个方法的执行文件），其通过比率的比率来去除两

个 ＭＲＴ。

６回想一下，在引力方程中观察单元 （“个体”）是国家组，而不是一个单一国家。因此

当我们谈到 “国家效应”时，那些效应与标准意义上的固定效应并不相同，其指的是

标志每一个国家组的哑变量。

７在 ＳＴＡＴＡ中，使用估计命令 “回归”之后，使用 “稳定”选项，就可以很容易做到这

一点。在离群值带来特别问题的情况下，一种替代的估计方法，比如胡贝尔的方法就比

普通线性回归要好。离群值能从估计里检测到并剔除出去。检测离群值使用哈迪

（Ｈａｄｉ）测试 （ＳＴＡＴＡ命令为：ｈａｄｉｍｖｏ）。另一个使用国家对观察值带来的问题是与不

同国家对相关的误差 （也就是说，国家对观察值是不独立的）。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就

应该纠正集群错误。在 ＳＴＡＴＡ，多路聚类使用选项 “ｃｌｕｓｔｅｒ”或命令 “ｃｇｍｒｅｇ”。

８注意 “时间效应”不应该和 “时间趋势”相混淆。前者是哑变量，就像第 １部分解释

的那样，一年一个取值。后者是一个变量，从 １开始，每一个时期上升 １个单位：第一

期为 １，第二期为 ２，以此类推。前者更普遍，因为它没有线性时间趋势的假设。例如，

如果生产在 ｔ年因为飓风低迷，这个临时性的回落将由变量 Ｉｔ表示，它将会有一个负的

系数。相反，在时间趋势中，它将不会被考虑。

９事实上，后者可作为一系列固定效应的线性结合。

１０注意标准的泊松模型对过度离散问题和过量零贸易流很敏感。为了克服这些问题，布

鲁加等 （２００１）建议使用修订的泊松固定效应估计 （负二项分布，零膨胀）。ＳＴＡＴＡ

用来运行这些估计的命令是：“ｎｂ”用于负二项分布，“ｚｉｐ”和 “ｚｉｎｂ”用于零膨胀泊

松和负二项分布。

１１使用价格差额来度量贸易成本的出发点是当没有这些成本时套利将会均衡价格。

１２见海德和里斯 （２００１）及杰克等 （２００８）。

１３这个公式小变动就是 Ｋｅｅ等 （２００９）计算的等值，其中 ｔａｒｉｆｆ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ｅｘｐ（δ３－１））／δ２

等 值 １４见 ｈｔｔｐ：／／ｅｃｏｎ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ＷＢＳＩＴ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ＥＸＴＤＥＣ／ＥＸ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０，

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ＤＫ：２１０８５３８４～ｐａｇｅＰＫ：６４２１４８２５～ｐｉＰＫ：６４２１４９４３～ｔｈｅＳｉｔｅＰＫ：４６９３８２，

００ｈｔｍｌｆｏｒｔｈｅｌａｔｔｅｒ。

１５见第二章。

１６可以在 ｈｔｔｐ：／／ｓｉｔ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ＩＮＴＲＥ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４６９２３２－１１０７４４９５１２７６６／

ＯＴＲＩ＿ＩＮＤＩＣＥＳ＿２００８ｘｌｓｘａｓｏｆ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１找到。

１７ＰＷＴ６３可 以 免 费 从 下 面 网 址 获 得：ｈｔｔｐ：／／ｐｗｔｅｃｏｎｕｐｅｎｎｅｄｕ／ｐｈｐ＿ｓｉｔｅ／ｐｗｔ＿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也可以在多伦多大学的 ＣＨＡＳＳ中心不同数据接口获取，网址为：ｈｔｔｐ：／／

ｄａｔａｃｅｎｔｒｅ２ｃｈａｓｓｕｔｏｒｏｎｔｏｃａ／ｐｗｔ／国家代码在不同数据库并不相同，但对照表可以在

ＪｏｎＨａｖｅｍａｎ的 网 页 上 获 取：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ａｃａｌｅｓｔｅｒｅｄ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ＰＡＧＥ／

ＨＡＶＥＭＡＮ／Ｔｒａｄ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ｓ／ＯｔｈＭａｐ／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ｘｔａｓｏｆ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１。

１８注意由于国家价格指数结合了 ＰＰＰ调整和汇率，所以它们也能改变，要么因为没有汇

率调整的通货膨胀，要么因为没有通货膨胀的汇率调整。这能导致年到年的跳跃。

１９见 ｈｔｔｐ：／／ｅ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ｐｏｆｒ／ｔｈｉｅｒｒｙｍａｙ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ｓｏｆ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１。

２０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ｃｈ／ｍｄ４ｓｔａｔａａｓｏｆ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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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ｐｉｉｆｒ／ａｎｇｌａｉｓｇｒａｐｈ／ｂｄ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ｈｔｍａｓｏｆＡｐｒｉｌ２０１。

２２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ａｃａｌｅｓｔｅｒｅｄ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ｐａｇｅ／ｈａｖｅｍａｎ／ｔｒａｄ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ｒａｄｅｄａｔａ

ｈｔｍｌａｓｏｆ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１。

２３见 ｈｔｔｐ：／／ｒｔａｉｓｗｔｏｏｒｇ／ＵＩ／Ｐｕｂｌｉｃ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ＲＴＡＨｏｍｅａｓｐｘａｓｏｆ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１。

２４然而，在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国家／年度组的数据缺失，要么是贸易，或更常见的情况是

其他研究者可能感兴趣的变量 （比如交通基础设施等）。

２５在面板数据对固定和随机效应估计的情形下，ＳＴＡＴＡ使用的命令分别是：ｘｔｒｅｇ…，ｆｅ

ａｎｄｘｔｒｅｇ…，ｒｅ。

２６见上述对零贸易流量估计的讨论。

２７为了得出这个公式，考虑 Ｘｉｊ（１）是当哑变量等于 １（例如，两个国家都在一个区域

贸易协定中，都有共同的语言，边界等）时的贸易预测值，而 Ｘｉｊ（０）是当哑变量等

于 ０时的贸易预测值。从而得出差值 Ｘｉｊ（１） －Ｘｉｊ（０） ＝ａ，其中 ａ就是哑变量的估

计系数。也可以得出 Ｘｉｊ（１） ／Ｘｉｊ（０） ＝ｅｘｐ（ａ），这反过来说明贸易价值由于哑变

量从 ０变为 １时改变的百分比为：Ｘｉｊ（１） －Ｘｉｊ（０） ／Ｘｉｊ（０） ＝ｅｘｐ（ａ） －１。

２８这并不是确切的进口需求价格弹性，因为贸易是用美元来度量的，所以我们真正度量

的是 ｄｌｎ（ｐｑ） ／ｄｌｎ（１＋τ），而不是 ｄｌｎ（ｐ） ／ｄｌｎ（１＋τ）。然而，价格是隐含在贸

易流量价值中的，ｐ是世界价格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其打个星号的原因）；如果

关税对世界贸易份额的影响足够小，世界价格可以看做是固定的，取近似值是可以接

受的。

２９对没有 ＯＲ的国家组，变量 “ｌｎ（１＋τ），限制性”就等于０，但变量 “ｌｎ（１＋τ），无约

束”就取正值。它们不能都为零。

３０有关非关税壁垒定量化方法的调查，详细情况参见麦斯克斯等 （２００１）或贝格和布鲁

诺 （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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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Ｃａｍｅｒｏｎ，ＡＣａｎｄＴｒｉｖｅｄｉ，ＰＫ（２００５），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３Ｃａｒｒèｒｅ，Ｃ（２００６），“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ｏｎｔｒａｄｅｆｌｏｗｓｗｉｔｈ

ｐｒｏｐ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５０：２２３－４７

１４Ｃｈａｎｅｙ，Ｔ（２００８），“Ｄｉｓｔｏｒｔｅ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ｔｈ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ａｎｄ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９８：１７０７－２１

１５Ｃｒｏｚｅｔ，Ｍ，Ｈｅａｄ，ＫａｎｄＭａｙｅｒ，Ｔ（２００９），“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ｏｒｔｉｎｇ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Ｆｒｅｎｃｈｗｉｎｅ”，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Ｐａｐｅｒ７２９５，

ＣＥＰＲ

１６Ｄｉｘｉｔ，Ａ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ｎ，Ｖ（１９８０），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Ｅａｔｏｎ， Ｊ ａｎｄ Ｋｏｒｔｕｍ， Ｓ （２００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７０：１７４１－７９

１７Ｅｔｈｉｅｒ，Ｗ（１９９８），“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ｉｎａ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ｗｏｒｌ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０６：１２１４－４５

１８Ｅｖｅｎｅｔｔ，ＳａｎｄＫｅｌｌｅｒ，Ｗ（２００２），“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１０：２８１－３１６

１９Ｆｅｅｎｓｔｒａ，Ｒ（２００４），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Ｆｅｅｎｓｔｒａ，Ｒ，Ｍａｒｋｕｓｅｎ，

ＪａｎｄＲｏｓｅ，Ａ（２００１），“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ａｃｒｏｓｓ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ｔｒａｄｅ”，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３４：４３０－４７

２０Ｆｒａｎｋｅｌ，Ｊ（２０１０），“Ｔｈ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ｏｎｔｒａｄｅ：ｗｈｙａｒｅｔｈｅｙｂｅｌｏｗ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ｕｎｉｏｎｓａｍｏｎｇｓｍａｌｌ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Ａｌｅｓｉｎａ，Ａ

ａｎｄＧｉａｖａｚｚｉ，Ｆ（ｅｄ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ｔｈｅＥｕｒ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

２１Ｈａｕｓｍａｎ，ＪＡａｎｄＴａｙｌｏｒ，Ｅ（１９８１），“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ａｎｄｕ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４９：１３７７－９８

２２Ｈｅａｄ，Ｋ（２００３），“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ｏｒｂｅｇｉｎｎｅｒｓ”，ｍｉｍｅ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Ｂｒｉｔｉｓｈ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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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Ｈｅａｄ，ＫａｎｄＲｉｅｓ，Ｊ（２００１），“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ｒｅｔｕｒｎｓｖｅｒｓｕ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ｓ

ａｎ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ＵＳ－Ｃａｎａｄａｔｒａｄｅ”，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９１（４）：

８５８－７６

２４Ｈｅｌｐｍａｎ，Ｅ，Ｍｅｌｉｔｚ，ＭａｎｄＲｕｂｉｎｓｔｅｉｎ，Ｙ（２００８），“Ｔｒａｄｉｎｇ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

ｖｏｌｕｍｅｓ”，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２３：４４１－８７

２５Ｈｕｍｍｅｌｓ，ＤａｎｄＫｌｅｎｏｗ，ＰＪ（２００５），“Ｔｈｅｖａｒｉｅｔｙ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ａ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ｘｐｏｒｔ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９５：７０４－２３

２６Ｊａｃｋｓ，ＤＳ，Ｍｅｉｓｓｎｅｒ，ＣＭａｎｄＮｏｖｙ，Ｄ（２００８），“Ｔｒａｄｅｃｏｓｔｓ，１８７０－２０００”，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Ｐａｐｅｒｓ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９８（２）：５２９－３４

２７Ｋｅｅ，ＨＬ，Ｎｉｃｉｔａ，ＡａｎｄＯｌａｒｒｅａｇａ，Ｍ（２００９），“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ｔｒａｄ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ｉｃｅｓ”，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１９：１７２－１９９

２８Ｋｒｕｇｍａｎ，Ｐ（１９８０），“Ｓｃａｌ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ｔｒａｄ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７０：９５０－９

２９Ｌｉｍａｏ，Ｎ（２００６），“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ａｓｓｔｕｍｂｌｉｎｇｂｌｏｃｋｓ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９６：８９６－９１４

３０Ｌｉｎｄｅｒｓ，ＧＭａｎｄｄｅＧｒｏｏｔ，ＨＬ（２００６），“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ｚｅｒｏｆｌｏｗｓ”，Ｔｉｎｂｅｒｇｅ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Ｐａｐｅｒ２００６－０７２／３

３１Ｍａｇｅｅ，Ｃ（２００３），“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２，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５

３２Ｍａｓｋｕｓ，Ｋ，Ｗｉｌｓｏｎ，ＪａｎｄＯｔｓｕｋｉ，Ｔ（２００１），“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ｔｏｔｒａｄｅ：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Ｍａｓｋｕｓ，ＫａｎｄＷｉｌｓｏｎ，Ｊ（ｅｄｓ），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ｔｏＴｒａｄｅ：ＣａｎＩｔＢｅＤｏｎ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Ｐｒｅｓｓ

３３Ｍｅｌｉｔｚ，Ｍａｎｄ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Ｇ（２００８），“Ｍａｒｋｅｔｓｉｚｅ，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７５：２９５－３１６

３４Ｎｏｖｙ，Ｄ（２００９），“Ｇｒａｖｉｔｙｒｅｄｕｘ：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ｃｏｓｔｓｗｉｔｈ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

ｍｉｍｅ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ａｒｗｉｃｋ

３５Ｒｏｓｅ，ＡａｎｄｖａｎＷｉｎｃｏｏｐ，Ｅ（２００１），“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ｎｅｙａｓａｂａｒｒｉｅｒｔ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ｒｅａｌｃａｓｅｆｏｒ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ｕｎ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９１（２）：３８６－９０

３６ＳａｎｔｏｓＳｉｌｖａ，ＪａｎｄＴｅｎｒｅｙｒｏ，Ｓ（２００６），“Ｔｈｅｌｏｇ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８８：６４１－５８

３７ＳａｎｔｏｓＳｉｌｖａ，ＪａｎｄＴｅｎｒｅｙｒｏ，Ｓ（２００９），“Ｔｒａｄｉｎｇ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ｎｇｖｏｌｕｍｅ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 ＨｅｌｐｍａｎＭｅｌｉｔｚＲｕｂｉｎｓｔｅｉｎ ｍｏｄｅｌ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ＥＰ）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Ｐａｐｅｒ９３５

３８Ｓｕｍｍｅｒｓ，ＲａｎｄＨｅｓｔｏｎ，Ａ（１９９１），“ＴｈｅＰｅｎｎＷｏｒｌｄＴａｂｌｅ（Ｍａｒｋ５）：ａｎ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ｓｅｔ

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１９５０－１９８８”，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０１：３２７－６８

３９Ｔｉｎｂｅｒｇｅｎ，Ｊ（１９６２），Ｓｈａｐｉｎｇ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Ｆｕ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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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贸易政策的
局部均衡模拟

目　　录

Ａ概述和学习目标
Ｂ分析工具

１初步讨论
２实证工具

Ｃ应用
１ＳＭＡＲＴ
２全球产业水平贸易政策模拟分析 （ＧＳＩＭ）
３关税改革影响模拟工具 （ＴＲＩＳＴ）
４农业贸易政策模拟模型 （ＡＴＰＳＭ）

Ｄ练习
１阿尔巴尼亚的客车市场 （ＳＭＡＲＴ）
２日本肉类市场 （ＳＭＡＲＴ）
３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袜子贸易 （ＧＳＩＭ）
４布隆迪的贸易开放度 （ＴＲＩＳＴ）

注释

参考文献

图　目　录

图４１　小国情况下的关税减让
图４２　大国情况下的关税减让
图４３　削减关税如何增加福利
图４４　ＳＭＡＲＴ中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
图４５　ＧＳＩＭ的总福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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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政策 分析实用指南

表　目　录

表４１　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模型
表４２　ＳＭＡＲＴ生成的阿尔巴尼亚 ＨＳ８７０２１０税目产品自由化案例的 “收入

影响报告”

表４３　中欧在自由化 ＨＳ６１１５税目贸易时对总福利的影响 （变化）

表４４　对 Ａ国降低关税但对 Ｂ国不降低关税的击穿效应
表４５　东南非共同市场共同对外关税的收入影响 （以百万美元为单位）

表４６　ＧＳＩＭ模型解决方案表
表４７　ＧＳＩＭ的总福利效应
表４８　ＴＲＩＳＴ详细的进口数据 （１）
表４９　ＴＲＩＳＴ详细的进口数据 （２）
表４１０　ＡＴＰＳＭ的缺省值
表４１１　ＨＳ６１１５税目三个最大出口国的贸易流量 （２００９年，百万美元）
表４１２　ＨＳ６１１５税目三个主要出口国和世界其他地区 （２００９年）之间的实

际关税

表４１３　ＨＳ６１１５税目三个主要出口国和世界其他地区 （２００９年）之间的预
期关税

专 栏 目 录

专栏４１　阿尔巴尼亚和欧盟单边关税自由化案例
专栏４２　中国与欧盟之间在 ＨＳ６１１５税目贸易自由化案例
专栏４３　东南非共同市场关税同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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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概述和学习目标

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将介绍贸易政策变化的事前分析。使用诸如第

三章中所讨论的统计方法来分析政策或政策变革，这需要政策或政策变革，

已经实施了一段足够长的时间，这样它产生的影响可以从数据中观察出来。

但是，如果政策制定者感兴趣的是事前评估其可能造成的影响，那么就需要

不同的方法。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改革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但没有合适

的对应事实作为基准来度量其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可以获得相关数据，

模拟方法就比较适合。

在数据缺乏的情况下，事前政策评估的逻辑与统计评估的实证逻辑是不

同的，存在两个重要的区别。第一，尽管恰当的计量经济学估计在一般情况

下必须由理论支持，但这对模拟来说更正确，因为统计中的诊断测试在这里

没有等价值。你所能做的就是在一定的参数取值范围内进行复制模拟，以检

查结果的敏感性；但超出了这个比较粗糙的鲁棒性检验之外，没有替代办法

让我们简单地信任模型。第二，在统计评估中，我们要尽可能多地控制外部

影响，这意味着要估计很多参数。相反，在模拟中，我们希望尽可能少地使

用参数，因为参数值通常是通过猜想或从以前研究借用而来的，所以参数越

多就越难理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结果。通常情况下，这意味着需求和供

给函数具有固定常弹性的形式。

典型的贸易政策模拟程序包括四个步骤：

１选择一个能恰当预测所考虑贸易政策影响的理论模型；
２收集特定部门在政策变革之前相应的贸易 （包括进出口流量以及关

税）和生产数据；

３选择模型关键参数 （弹性）的取值；

４改变感兴趣的政策变量取值，为了与基准数值进行比较，重新计算价
格和交易量。

分析师所面临关键选择之一是决定使用一个局部平衡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ＰＥ）还是一般均衡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ＧＥ）模型。模型的选
择需要做一些权衡：一方面，ＧＥ方法需要考虑市场之间的联系，而 ＰＥ方法
不需要考虑；另一方面，ＧＥ模型通常在总体水平上，而 ＰＥ模型可以根据需
要进行分解。分解或市场间联系的适当取舍取决于所进行的政策试验的性质

和政策制定者具体的关注点。

在决定选择 ＰＥ或 ＧＥ分析时还要考虑其他问题。相对 ＧＥ模型，ＰＥ分析
提供了多种优势。第一，有许多简单的、现成的模型可在网上获得，而且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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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容易使用。这些模型运行和最终结果解释起来都相对简单直观，因为只

需要使用相对有限的公式计算需求和供给的变化。第二，需要的数据通常较

少，因为只需要所考虑部门的数据：主要包括贸易流量、贸易政策数据和弹

性等。同时，这些优点也可以被看做是 ＰＥ模型的缺点。首先，ＰＥ模型不包
括生产要素的约束。其次，ＰＥ模型的结果对适用的弹性取值非常敏感，但是
实证文献有限。表４１提供了 ＰＥ模型和 ＧＥ模型主要特征的概述。

表 ４１ 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模型

局部均衡 一般均衡

反映经济广泛的联系 Ｘ

与预算约束的一致性 Ｘ

反映分解效应 Ｘ

反映复杂的政策机制 Ｘ

实时数据的使用 Ｘ

反映短期和中期条件效应 Ｘ

反映长期效应 Ｘ

来源：ＷＩＴＳ高级课程演示 （世界银行，２００８）

本章将介绍 ＰＥ分析。第一部分介绍了 ＰＥ的主要理论概念，第二部分简
要介绍了４个现成的 ＰＥ模型，即：

 ＳＭＡＲＴ；

 全球产业水平贸易政策模拟分析 （Ｇｌｏｂ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Ｌｅｖｅｌ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ＧＳＩＭ）；

 关税改革影响模拟工具 （ＴａｒｉｆｆＲｅｆｏｒｍＩｍｐａｃ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ｏｌ，ＴＲＩＳＴ）；

 农业贸易政策模拟模型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ＡＴＰＳＭ）。

本章首先介绍了模型背后的理论假设 （Ｂ部分），然后展示如何在实践中
应用模型 （Ｃ部分）。比较了四种模型的主要特征，重点说明了每一种模型最
适用的情况。同时提供了探索贸易改革影响及可行性的事前 ＰＥ模拟案例研
究。第一个案例研究使用了 ＳＭＡＲＴ模型来分析阿尔巴尼亚对来自欧盟的汽车
实施开放关税的情况。第二个案例研究使用 ＧＳＩＭ模型来分析中国和欧盟相互
开放它们袜子市场的假定案例。最后，ＴＲＩＳＴ用来评估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
市场 （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ｆｏｒ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Ａｆｒｉｃａ，ＣＯＭＥＳＡ）共同对
外关税的修订如何影响马拉维、赞比亚和肯尼亚的收入。

在本章，你将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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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局部均衡模型的基本思想；
２几个现有 ＰＥ模拟模型的逻辑，这些模型最适用的情形；
３什么是关键弹性，如何利用模拟模型分析和探讨结果对假设弹性值的

敏感性；

４如何使用这些模拟模型的基本属性，包括生成模拟结果。
阅读本章后将会理解建模面临的选择： （ｉ）分解分析的优点和缺点，什

么时候它是有用的； （ｉｉ）函数形式的选择； （ｉｉｉ）不同模拟模型的介绍；
（ｉｖ）不同模拟模型的选择。

Ｂ分 析 工 具

１初步讨论

ａ基本设置

假设我们想事前衡量贸易政策变化对价格、贸易流量、关税收入和福利

的影响。我们先用图示说明最简单的情形，即一个面临固定国际市场价格 Ｐ

（参见图４１）的小国削减关税 ｔ的影响。

图 ４１　小国情况下的关税减让

世界价格为 Ｐ ＋ｔ，国内需求由 Ｃ０来表示，国内供给为 Ｙ０，进口为 Ｍ０。

削减关税 ｔ使国内价格下降了 ｔ，因此使得需求增加到 Ｃ１，国内供给增加到

Ｙ１，进口从 Ｍ０增加到 Ｍ１。
国内价格的变化导致消费者剩余收益为 （ａ＋ｂ＋ｃ＋ｄ），他现在能够购买

更多的货物 （即 Ｃ１－Ｃ０）。削减关税会导致一个生产者剩余损失 （ａ）和纳税
人的关税收入损失 （ｃ）。因此，削减关税的总收益为区域 （ｂ＋ｄ）或进口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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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曲线下的三角形。由于三角形的高度和底部取决于关税，净损失取决于关

税的平方值。

总体而言，我们观察到，在国家较小的背景下，消除进口关税后国内价

格下降了全额关税 ｔ的数值。它也增加了进口，减少了关税收入 ｃ。然而，消
除关税导致的净收益依赖于关税的平方值。

在国家较大的背景下，我们假定国外的供给曲线 Ｘ是向上倾斜的，如图
４２面板 （ｄ）所描述的那样。在有关税的情况下，价格均衡点在 Ｐ０＋ｔ。消
除关税将出口供给转移到 Ｘ，这将导致一个新的国内价格 Ｐ０。由于供给曲线
是向上倾斜的，所以国内价格的下降幅度低于全额关税 ｔ的数值。这也意味着
存在关税的国外价格 （Ｐ）低于自由贸易的价格 Ｐ０，它就转化为进口国的贸
易盈余 （ｅ）条件。我们还记得，贸易条件通常定义为出口价格除以它的进口
价格。

图 ４２　大国情况下的关税减让

在小国的背景下，削减关税导致国内价格降低、更多的进口和国内供给

下降。然而，由于假定国外供给曲线是向上倾斜的，所有这三个效应都有所

减弱。福利的变化现在看起来也略有不同，因为存在着贸易盈余。区域 ｅ度
量了贸易损失条件，即价格下跌量乘以新进口需求量 Ｍ１。净收益三角形仍对
应于 （ｂ＋ｄ），并依赖于关税 ｔ的平方值。因此，净福利效应 ｅ－（ｂ＋ｄ）在对
足够小的关税时为正值，而在大的关税下为负值。

ｂ度量净福利收益 （哈伯格三角形）

现在，让我们转向消除关税对贸易流量、关税收入和福利影响的理论分

析。考虑一个经济体，其代表性居民对两种产品具有准线性 （ＱｕａｓｉＬｉｎｅａｒ，
ＱＬ）的偏好：产品０为计价单位；产品 １（没有下标）为进口竞争产品。也
就是说，消费者的效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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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Ｕ＝Ｃ０＋ｕ（Ｃ） （式４１）

其中 Ｃ０和 Ｃ分别表示消费的产品 ０和产品 １的价值，ｕ（）表示一个递
增，下凹的子效用函数。ＱＬ偏好的两个有用属性是：

 间接效用函数是收入 Ｉ和消费者剩余 ｕ（Ｃ）－ＰＣ的总和，其中 Ｐ＝
Ｐ·（１＋ｔ）为国内价格，ｔ为关税 （可以证明，消费者消费产品 ０没有获得
消费者剩余）。

 收入的边际效用始终是１，所在消费者效用最大时 ｕ′＝Ｐ。
收入是利润 π和关税收入 ｔＭ的总和。因此，一旦代表性居民的最佳选择

被考虑进去，那么税收的福利函数是：

　　Ｗ（ｔ）＝Ｉ＋ｕ（Ｃ）－ＰＣ
＝π＋ｔＭ＋ｕ（Ｃ）－ＰＣ （式４２）

表达式对关税求导后得到：

　　Ｗ′＝ｕ′Ｃ′－（Ｃ＋ＰＣ′）＋π′＋Ｍ＋ｔＭ′
＝（ｕ′－Ｐ）Ｃ′－Ｃ＋Ｙ＋Ｍ＋ｔＭ′
＝Ｙ＋Ｍ－Ｃ＋ｔＭ′
＝ｔＭ′ （式４３）

（式４３）从第一行到第二行，我们使用霍特林定理，根据该定理利润函
数对价格求导数即为产出 （即 π′＝Ｙ）；从第二行到第三行我们使用 ＱＬ偏好
的第二个属性 （即收入的边际效用是 １）。最后，从第三行到最后一行表明，
根据定义，进口竞争产品的消费 Ｃ是国内总产量的 Ｙ和进口 Ｍ的总和。

现在，对 （式４３）式在 ｔ＝０的情况下进行二阶泰勒级数展开：

　　Ｗ（ｔ）Ｗ（０）＋ｔＷ′（ｔ）＋１２
ｔ２Ｗ″（ｔ） （式４４）

这样，注意在ｔ＝０时，Ｗ″（ｔ）＝０，Ｗ″（ｔ）＝Ｍ′（当ｔ＝０时，从Ｗ″＝Ｍ′＋
ｔＭ″＝Ｍ′可以直接推导出来）：

　　ΔＷ≡Ｗ（ｔ）－Ｗ（０）１２
ｔ２Ｍ′ （式４５）

由于 ｔＭ′＝ｄＭ （即从零关税位置开始的进口变化等于关税乘以进口需求
的价格导数），福利变化的取值为 ｔΔＭ／２，也就是一个直角三角形的面积，其
高和底分别是关税和进口变化，也即大家熟悉的 “哈伯格三角形”。

因为在模拟模型中函数形式通常是定常弹性的类型，因此将表达式 （式

４５）转化为进口需求弹性表达是有用的。为此，令 Ｍ′表示 ｄＭ／ｄＰ，其中如
上所示 Ｐ＝Ｐ（１＋ｔ）表示国内价格 （Ｐ是世界价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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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Ｍ
Ｐ
Ｐ
Ｍ
ｄＭ( )ｄＰ ＝Ｍ

Ｐε
（式４６）

其中进口需求的价格弹性 ε为代数形式 （比如是负值）；因此，最后：

　　ΔＷ＝１２
Ｍ
Ｐε

２≤０ （式４７）

在这个公式中，削减关税 ｔ所产生的净福利收益 ΔＷ只依赖于本身的需求
价格弹性和关税本身。交叉价格弹性的假设在什么地方被忽略了呢？再次观

察效用函数，显然对两种产品的情况下只能有一个交叉价格弹性。然而，因

为效用函数是可以简单 （即相加）分离的，这唯一的一个交叉价格弹性也被

去掉了。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其推广到 ＝Ｘ０＋ｕ（Ｘ１）＋… ＋ｕ（Ｘｎ）；只要它仍
然保持可加性，（式 ４７）将不会出现交叉价格弹性。但是，我们必须记住，
这仅仅是一个偏好假设而不是数据特征。

由于在 （式４７）式中福利随着关税平方缩小，在有多个商品时，关税
本身的方差减少了福利。究其原因，可考虑一个两种产品的经济体，并且有

下列政策选择：

 产品１采用低关税 ｔ１，产品２采用高关税 ｔ２；
 两种产品的统一关税 ｔ＝（ｔ１＋ｔ２）／２。
两个市场产生的平均福利如图 ４３所示，为关税的抛物线函数，在 ｔ１＝

ｔ２＝０时达到最大。

图 ４３　削减关税如何增加福利

在统一关税下，福利是 Ｗ（ｔ）；在两个差异化的关税情况下，它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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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ｔ１）和 Ｗ（ｔ２）的平均值。显而易见，前者高于后者，因为弧在弦的上面；这
是一个被称为詹森不等式数学原理的简单应用。在本章后面，我们还将讨论

它的实际含义。

ｃ产品差异化

就像在下一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大多数模拟模型使用 “阿明顿假

设”，即产品品种可以由产品原产地来区分 （阿明顿，１９６９）。为什么要有这
个假设？肖特 （２００４）的报告表明，在一个高度分解的水平，进口到美国的
产品价格与出口国的收入水平相关。这表明，富裕国家比贫穷国家出口质量

更高、技术更高的产品。然而，当产品进口来自那些收入水平类似国家时，

阿明顿假设的理由是不明确的。事实上，有更多技术原因要求避免不同国家

产品种类的同质性假设。

第一个问题涉及价格和专业化。在赫克歇尔 －俄林模型中，产品和生产
要素均分，各国家都充分多样化，所有商品的产出都是在充分就业条件下

（每生产要素）共同决定的，要素价格决定于零利润条件 （每一种产品）。在

这些设定下，就像斯托尔珀 －萨缪尔森定理所预测的那样，关税的变化将引
发生产要素价格的调整。

随着产品种类相对于要素种类的增多 （在模拟练习的典型案例中通常如

此），可能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

１如果产品价格向量恰好使得国家利益完全多样化，则其部门的产出水
平在一般情况下是不确定的，因为充分就业条件不足以决定所有产出水平。

２如果产品价格向量与确保多样化的特定价格向量存在差异，那么
各国仅生产和它生产要素一样多的产品；那么国家在 “多元化锥面”中

也存在差异。

因此，产品价格不仅仅牵制要素价格，反过来也决定了产品生产的数量，

这使分析复杂化。究其原因，首先考虑初始情况下生产 ｎ种产品。在完全竞
争和不变单位成本假设下，所有行业利润为零。假设现在某些产品降低了关

税。那么它们的国内价格会低于盈亏平衡点，并且因为不变的单位成本，减

少产出也没有什么帮助 （因为它有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因此，国内行业将

完全消失。这既不现实，也很难在数学上处理。

有几个可能的修复办法。第一，在诸如下章将要检验的 ＧＥ模型那样完全
指定的模型中，供给曲线均来自潜在技术，我们可以假定一个向上倾斜的供

给曲线，这样价格的变化将导致数量平滑调整。另外一个解决问题的标准修

复方法是假设国内的产品类型之间是不完全替代的，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所谓阿明顿假设。现在，我们有产品的两维定义： “产品”，例如香蕉， “品

·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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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来自圣露西亚、哥斯达黎加或喀麦隆。它具有几个优点。首先，它解决

了我们关于产品数量的问题；在数量不变的同时，关税变化可以促成国内不

同产品类型之间的平滑替代。第二，它可以容纳双向贸易：日本出口日本类

型的钢材，同时进口美国类型的钢材，因为它们在购买者眼中是不完全可替

代产品。

然而，阿明顿假设带来了一个新的困难。假设，如这一章概述中所讨论

的，我们对所有的需求函数给予定常弹性形式，因而只考虑弹性。然而，我

们必须记住，ＰＥ的优势是 “分解”，所以假设我们有 ５０００个商品 （ＨＳ－６
水平），并且从５０个国家进口。每个国家都一个与众不同的产品类型，这样
我们就可能有大约２５万个本身价格弹性和交叉价格弹性要求解。当然，这个
数量是太多了。本身价格弹性的估计可以从凯等 （２００６年）在 ＨＳ－６水平获
得。尚未有对交叉价格的估计，即使存在，我们也不愿意去解释一个有 ２５万
个弹性的模型。

因此，必须要有另外的简化形式，即所谓的 “两阶段预算法”。模拟练习

通常假定一种能够确保产品之间有较高可分离度的个人效用函数，使得产品

之间的交叉弹性都为零 （不是各国种类），同时不同国家产品类型之间存在定

常替代弹性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ｏｆ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ＣＥＳ）。
所有这些假设都可以根据模型开发者的需求以增加复杂性为代价进一步

放宽。在供应方面很常见的假设是存在一个类似的框架，其出口市场彼此之

间是不完全替代的。ＣＥＳ函数对应的是定常转换弹性函数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ｏ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ＥＴ），生产者价格的变化将导致整个出口市场的逐步替代
而不是完全撤出。

２实证工具

ａＳＭＡＲＴ

本节将根据耶麦和奥拉列格 （２００５年）的研究介绍 ＳＭＡＲＴ模型的分析
框架。ＰＥ模型的核心假设是阿明顿假设，即从不同国家进口的产品具有不完
全替代性。当涉及出口供给弹性，ＳＭＡＲＴ要么用完全的出口供给弹性来解
决，即每一种产品的世界价格是给定的，或者假设出口供给曲线是向上倾

斜的。

情景１：完全弹性的出口供给
让我们首先假定代表性国家的个人具有准线性效用函数的形式 （忽略其

指数）：

　　 Ｕ（ｃ０，ｃ１，…，ｃｎ）＝ｃ０＋∑
ｎ

ｉ＝１
ｕ（ｃｉｋ） （式４８）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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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ｃ０代表被用作计价标准的复合产品消费，ｃ
ｉ
ｋ为从 ｉ国进口产品 ｋ的

消费。函数 ｕ（）为递增的凹函数，每一个国家都相同。如上面所解释的那
样，效用函数的可加性确保在产品 ｋ之间没有替代效应。

考虑有一个代表性产品、一个进口国和两个出口国。让我们用下标 ｋ表
示产品，上标 ｉ和 Ｉ表示出口国，但进口国指标忽略 （当不需要时忽略所有指

数）。设 Ｐ是进口国国内产品的价格，Ｐ是世界价格，Ｍ为进口数量。所有
的变量应带三个指数 （分别表示进口国、出口国和产品）。

让 Ｍ
～ｉＩ
ｋ＝Ｍ

ｉ
ｋ／Ｍ

Ｉ
ｋ表示代表性国家从出口国 ｉ进口产品 ｋ与从 Ｉ国进口 ｋ产

品之间的比例，Ｐ
～ｉＩ
ｋ＝Ｐ

ｉ
ｋ／Ｐ

Ｉ
ｋ是它们的到岸 （完税）价格。假设两个不同产地

的产品 ｋ之间的替代弹性 σ对所有产地、国家、产品都是相同的，该替代弹
性为：

　　σ＝
Ｐ
～ｉＩ
ｋ

Ｍ
～ｉＩ
ｋ

ｄＭ
～ｉＩ
ｋ

ｄＰ
～ｉＩ
ｋ

（式４９）

去掉指数后，进口需求弹性 （代数值，如负值）为：

　　ε＝ＰＭ
ｄＭ
ｄＰ

（式４１０）

其中 Ｐ是代表性产品在代表性进口国的到岸后价格，其等于：

　　Ｐ＝Ｐ（１＋ｔ） （式４１１）

ｔ是实际关税，即根据优惠幅度削减的最惠国关税：

　　ｔ＝ｔＭＦＮ（１－δ） （式４１２）

ＳＭＡＲＴ假定所有国家面临固定的世界价格 （即小国家案例）。因此，ｐ

部分求导数都是固定的，国内价格的变动仅为直接的关税变动效应 （如上面

图形的分析）。

在 ＳＭＡＲＴ中贸易创造的算法是计算因关税削减而直接增加的进口。即，
使用 （式４１０）公式，

　　ＴＣ≡ＰｄＭ＝εＭｄＰ
＝εＭＰｄｔ

＝εＭＰ ｄｔ
（１＋ｔ）

（式４１３）

产品 ｋ对伙伴 ｉ＝１，…，ｎ的一组关税削减 Δｔ１ｋ，…，Δｔ
ｎ
ｋ所产生的贸易

创造为：

·１５１·



贸易政策 分析实用指南

　　 ＴＣｋ ＝∑
ｎ

ｉ＝１
ＴＣｉｋ ＝∑

ｎ

ｉ＝１
εｋＭ

ｉ
ｋＰ
ｉ
ｋ

Δｔｉｋ
１＋ｔｉｋ

（式４１４）

其中产品 ｋ的进口需求弹性被假定对所有国家 ｉ＝１，…，ｎ都是相同的。
由 ｊ授权给伙伴国 ｉ的优惠关税减免将会诱发来自其他国家的进口替代。

贸易转移在 ＳＭＡＲＴ中使用替代弹性来计算。用一点代数知识，它就可以被
确认：

　　
ｄＰ
～ｉＩ
ｋ

Ｐ
～ｉＩ
ｋ

＝
ｄｔｉｋ
１＋ｔｉｋ

（式４１５）

此外，还可以由下式来定义 Ｍ
～ｉＩ
ｋ：

　　ｄＭ
～ｉＩ
ｋ＝
ＭＩｋｄＭ

ｉ
ｋ－Ｍ

ｉ
ｋｄＭ

Ｉ
ｋ

（ＭＩｋ）
２ ＝１

ＭＩｋ
（ｄＭｉｋ－Ｍ

～ｉＩ
ｋｄＭ

Ｉ
ｋ） （式４１６）

贸易流量变动中的贸易转移部分就是从偏好来源 （ｉ）增加的进口，这种
偏好来源替代了从最惠国来源的进口，也就是让：

　　ｄＭＩｋ＝－ｄＭ
ｉ
ｋ （式４１７）

其中 Ｉ代表所有 ＭＦＮ伙伴国的汇总，那么它可以被改写为：

　　ｄＭ
～ｉＩ
ｋ＝
１＋Ｍ

～ｉＩ
ｋ

ＭＩｋ
ｄＭｉｋ （式４１８）

使用 （式４１９）替代 ｄＭ
～ｉＩ
ｋ，给出 （经过几个简单的转换）：

　　ｄＭＩｋ＝
ＭｉｋＭ

Ｉ
ｋ

Ｍｉｋ＋Ｍ
Ｉ( )
ｋ

σ
ｄｔｉｋ
ｔｉｋ

（式４１９）

这就是在 ＳＭＡＲＴ中度量贸易转移的基本表达式。可以观察到，σ（替代
弹性）是递增的，它本身也是无界的。由于贸易转移的数量不可能大于从 Ｉ
的初始进口值，因此，我们需要引入一个约束来体现这种效应。我们将贸易

转移 ＴＤ改写为：

　　ＴＤ＝

ＭｉｋＭ
Ｉ
ｋ

Ｍｉｋ＋Ｍ
Ｉ( )
ｋ

σ
ｄｔｉｋ
ｔｉｋ
　ｉｆ－ｄＭＩｋ≤Ｍ

Ｉ
ｋ

ＭＩｋ
{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式４２０）

其中 ＭＩｋ是 ＭＦＮ进口的初始水平。
１

ＳＭＡＲＴ通常用来分析为一个贸易伙伴提供了更有利贸易条件的关税变动
·２５１·



第四章　贸易政策的局部均衡模拟

产生的影响。例如，给予国家 Ａ比国家 Ｂ更低的关税会改变两种商品的相对
价格。从 Ａ国进口的产品消费将增加 （从 Ａ０到 Ａ１），而从 Ｂ国进口的产品将
从 Ｂ０减少到 Ｂ１。这种效应被称为贸易转移 （正如 ＳＭＡＲＴ计算的那样；参见
图４４（ａ））。

图 ４４　ＳＭＡＲＴ中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
来源：ＳＭＡＲＴ中的 ＷＩＴＳ在线帮助

当来自于 Ａ国的低价格产品的价格低到促使消费者达到一个更高的复合
数量曲线 ｑ１时发生贸易创造。保持消费者的支出不变，消费者现在能够进口
更多来自 Ａ的产品 （Ａ１到 Ａ２）（见图４４（ｂ））。

在 ＳＭＡＲＴ中，出口国Ａ将既获得正的贸易转移效应 （从Ａ０到Ａ１），又获
得正的贸易创造效应 （从 Ａ１到 Ａ２），而出口国 Ｂ将遭受负贸易转移效应 （从

Ｂ０到 Ｂ１），但没有贸易创造效应。
此外，ＳＭＡＲＴ还能计算贸易政策变动对关税收入、消费者剩余和福利的

影响。关税收入的变动可以通过初始关税收益 （初始进口值乘以初始从价关

税）和新关税收益 （新进口值乘以新从价关税）的差额来简单计算。

专栏４１　阿尔巴尼亚和欧盟单边
关税自由化案例

现在，让我们转向一个小例子以说明 ＳＭＡＲＴ在一个小国背景下的运
作。在２００７年，阿尔巴尼亚巴士 （ＨＳ８７０２１０）的进口来自 １９个贸易伙
伴，其中１１个是欧盟国家。在 ＨＳ８７０２１０名下的进口总额达到８６０万美元。
阿尔巴尼亚从包括欧盟在内的各个进口来源征收关税。应用 ＳＭＡＲＴ可以就
阿尔巴尼亚只对欧盟实行完全的贸易自由化而对其他国家不实行贸易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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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时的影响进行模拟。ＳＭＡＲＴ产生的结果显示，所有１１个欧盟国家都将增
加它们对阿尔巴尼亚的出口。例如，德国作为最大的出口国，其出口增加

了近１００万美元。相反，非欧盟国家的份额将减少。特别地，我们看到美
国的出口减少了大约３０万美元。

关于收入变化，ＳＭＡＲＴ将生成所谓的 “收入影响报告”。在我们的例

子中，关税自由化将明显增加进口，但同时降低关税收入 （见表 ４２）。
ＳＭＡＲＴ计算了新的关税收入、关税收入和消费者剩余的变化。正如我们上
面看到的图形和分析，贸易开放会导致较低的关税收入，但同时带来较高

的消费者剩余。

表 ４２ ＳＭＡＲＴ生成的阿尔巴尼亚 ＨＳ８７０２１０税目产品

自由化案例的 “收入影响报告”

之前以千美元

计的进口
进口变动

以千美元计的

关税收入

以千美元计的

新关税收入

以千美元计的

关税收入变动

以千美元计的

消费者剩余

８５９９０９６ １７１４０３８ １２８９８６ ３４６３６３ －９４３５０２ １５７３３５

情景２：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
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讨论的都是出口供应存在弹性的情况。这对如阿尔

巴尼亚那样的小国，其对世界市场价格的影响不大，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

现在我们转向向上倾斜需求曲线的情况，即世界价格是内生的情况。

很少有国家可以宣称自己大到足以影响世界价格。然而，“大国假设”在

其他情况下可能是有用的。考虑巴西在南方共同市场内消除进口关税的效果，

比如，从乌拉圭进口的牛奶。“小国假设”意味着乌拉圭在实践中假定能以不

变的价格提供整个巴西市场的供应。当然这可能是不真实的。因此，在许多

优惠性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假设存在有限的供给弹性、一个可变的 “世界”

价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可变的国外价格可能更为现实。

然而，这引起了另外一个问题。再以乌拉圭和巴西为例。如果巴西对乌

拉圭的优惠性贸易自由化使乌拉圭的生产商在巴西市场上获得比其他市场更

高的价格，那么所有乌拉圭的生产都将转移到巴西，这意味着乌拉圭对巴西

的出口供应将跳转为乌拉圭生产的总价值，这个大跳跃的结果是不适合用微

积分来计算的。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明显的修正；不妨假定进口和出口方面有

对称性的结构，在出口方面，地区市场之间具有有限的替代弹性，正如阿明

顿在进口方面的替代弹性假设一样。关于这一点，请参见弗朗索瓦和豪尔

（１９９３），霍格曼等 （２００４）或耶麦和奥拉列格 （２００５）。
我们可以再次得出一个术语来度量贸易创造程度。对每一种产品，我们

·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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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三个未知量需要来确定而不是两个：ｄＸ、ｄＰ和 ｄＰ，所有三个变量都
是关税变动 ｄｔ的结果。我们需要三个方程：供给的弹性定义 ：

　　μ＝Ｐ


ｘＸ
ｄＸ
ｄＰ

（式４２１）

连接世界价格、关税和国内价格的方程由 （式 ４１１）给出，需求弹性的
定义由 （式４１０）给出。注意到国内进口等于国外出口，我们将关闭这个简
单的方程组。

与 （式 ４１１）不同，现在给出的 Ｐ不再是定常的，从而代之以 （式

４１９），即

　　ｄＸ＝εＸ
Ｐ
ｄＰ

　　ｄＰ＝Ｐｄｔ＋（１＋ｔ）ｄＰ

　　ｄＰ ＝Ｐ


μｘ
ｄｘ （式４２２）

或，在替代之后，用 Ｍ替换 Ｘ，

　　ＴＣ≡ΔＸ＝ με
μ－( )εＭ Δｔ

１＋ｔ
（式４２３）

回想一下，ε是代数值，因此通常是负的，所以当关税下降时，贸易创造
为正 （大国贸易转移公式遵循相同的逻辑推导，但更为繁琐。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耶麦和奥拉列格，２００５年的论述）。
使用 ＳＭＡＲＴ最简单的方法可以通过访问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Ｔｒａｄ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ＩＴＳ）门户网站 （见第一章）获取。在 “关税与贸

易模拟”主菜单下，可以访问 ＳＭＡＲＴ，估计关税变动对贸易流量、关税收入
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ｂ全球产业水平贸易政策模拟分析 （ＧＳＩＭ）

ＧＳＩＭ （Ｇｌｏｂ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Ｌｅｖｅｌ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由弗朗索
瓦和豪尔 （２００３）在对 ＳＭＡＲＴ进行扩展和改进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他们有
一个共同的认知，即认为详细的贸易政策分析所需要的是一个相对简单但灵

活的 ＰＥ框架。ＳＭＡＲＴ中一个简化的假设是一切事情的处理都是在双边关系
下进行的，此时忽略世界市场。因此，两个分析工具者之间的主要区别是

ＳＭＡＲＴ中的市场出清条件只适用于进口市场，而在 ＧＳＩＭ中市场出清条件适
用于全球市场。在最简单的情况下，我们看待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政策变化，

例如关税削减，还要包括分析其对世界其余国家的影响。考虑到全球市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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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增加了模型的复杂性，而且需要更强大的计算能力，但这一点在今天是很

容易完成的。

让我们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市场出清的概念。让我们假定在两个国

家之间的一个特定部门削减关税，假定这两个国家是欧盟和美国，同时对世

界其余各国保持不变。ＧＳＩＭ使我们能够计算世界价格的变化和所涉三方 （欧

盟，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福利影响。关税削减将导致一个新的市场出清

价格。在我们的例子中，双边关税削减将导致欧盟和美国出口商产品价格上

涨，因此后者会获得生产者剩余。对这两个出口方以外的生产商，优惠性开

放市场将导致对第三国出口需求的降低，价格也将下降，其结果就是生产者

剩余的损失。净影响将涉及欧盟和美国的收益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损失 （包括

生产者剩余、消费者剩余和关税收入变化的总和）。

和 ＳＭＡＲＴ一样，ＧＳＩＭ的关键假设是进口产品彼此间的不完全替代性。
替代弹性在不同来源的不同产品之间被假设为相等的、定常的。

根据耶麦和奥拉列格 （２００５）的推论，ＧＳＩＭ建立的理论模型可以概括
如下。

在每一进口国 ｍ之内，从国家 ｉ进口产品 ｋ的进口 （Ｍｍ，ｋ，ｉ）是它们的价
格与该类产品上总支出的函数：

　　Ｍｍ，ｋ，ｉ＝ｆ（Ｐｍ，ｋ，ｉ；Ｐｍ，ｋ，≠ｉ；Ｙｍ，ｋ） （式４２４）

其中，Ｙｍ，ｋ是ｍ国在产品ｋ上的总进口支出，Ｐｍ，ｋ，ｉ是 ｍ国对ｉ出口的产品
ｋ的国内价格，Ｐｍ，ｋ，ｉ包括关税，因此：

　　Ｐｍ，ｋ，ｉ≡（１＋ｔｍ，ｋ，ｉ）Ｐ

ｋ，ｉ≡Ｔｍ，ｋ，ｉＰ


ｋ，ｉ （式４２５）

其中 ｔｍ，ｋ，ｉ是ｍ国对来自 ｉ国的进口产品ｋ所征收的相应关税，Ｐ

ｋ，ｉ代表从 ｉ

国出口产品 ｋ的世界价格。
为了获得自身价格需求弹性和交叉价格弹性，我们使用施加斯勒茨基

（Ｓｌｕｔｓｋｙ）部分需求分解技术，并利用希克斯需求的零同质特性对 （式 ４２４）
求微分：

　　εｍ，ｋ，ｉ＝θｍ，ｋ，ｉ（εｍ，ｋ＋σｋ）
　　εｍ，ｋ，≠ｉ＝θｍ，ｋ，≠ｉεｍ，ｋ－（１－θｍ，ｋ，≠ｉ）σｍ，ｋ （式４２６）

εｍ，ｋ，ｉ是 ｍ国从不同国家进口的产品 ｋ的价格需求弹性。进口需求函数是

θｍ，ｋ，ｉ，其是 ｍ国从 ｉ国进口的产品 ｋ的总开支占 ｍ国进口的产品 ｋ总开支的
份额，并且之和 εｍ，ｋ＜０（ｍ国产品 ｋ的复合进口需求函数），σｍ，ｋ＞０（ｍ国
从不同国家进口的产品 ｋ的替代弹性）。εｍ，ｋ，≠ｉ是当从其他国家出口的产品 ｋ
价格改变时，ｍ国从 ｉ国进口的 ｋ产品进口需求函数的交叉价格弹性。

·６５１·



第四章　贸易政策的局部均衡模拟

在建立市场均衡之前，我们需要定义以世界价格为变量的出口供应函数：

　　Ｘｋ，ｉ＝ｇ（Ｐ

ｋ，ｉ） （式４２７）

对进口供应函数求微分，用百分比形式对其进行重新安排，得到出口供

应弹性：

　　ｅｋ，ｉ＝
Ｘ＾ｋ，ｉ
Ｐ＾ｋ，ｉ
＞０ （式４２８）

由于现在已经定义了需求和供给，我们就能够估计贸易变革对世界价格

的影响。我们使用矩阵以获得快速的解析解。首先，Ｅｍ，ｋ是用对角线 ｘ×ｘ矩
阵表示的 ｍ国 ｋ产品的弹性。在对角线元素都等于 εｍ，ｋ，ｉ／ｅｋ，ｉ，偏离对角线的
元素由公式 εｍ，ｋ，≠ｉ／ｅｋ，ｉ给出。

我们将 Ｐｋ 标记为产品 ｋ的世界价格变动百分比向量，Ｔｍ，ｋ表示 ｍ国对从

不同国家进口的产品 ｋ征收关税的改变，进一步，我们记 Ｅｋ ＝∑ｍ
Ｅｍ，ｋ，

Ｂｋ ＝∑ｍ
Ｅｍ，ｋＴｍ，ｋ。假定市场处于出清价格，求解世界价格变动得到：

　　Ｐｋ ＝（１－Ｅｋ）
－１Ｂｋ （式４２９）

方程 （式４２９）可以帮助我们计算出世界价格变动的百分比。一旦我们
获得这个信息，那么计算进口和出口流量、关税收入和福利 （消费者剩余和

生产者剩余）的变动就相对简单了。

进口变动的百分比可通过 （式４２６）和进口需求弹性的定义 （即数量变

动的百分比与价格变动的百分比的比率）获得。

关税收入变动的线性近似计算由下面公式给出：

　　ＴＲｍ，ｋ，ｉ＝ｔｍ，ｋ，ｉＭｍ，ｋ，ｉＰ

ｍ，ｋ，ｉ（ｔ

＾
ｍ，ｋ，ｉ＋Ｐ

＾
ｍ，ｋ，ｉ（１＋εｍ，ｋ，ｉ）） （式４３０）

其中 ｔ＾ｍ，ｋ，ｉ是从 ｉ国出口的产品 ｋ被 ｍ国征收的关税变动百分比，Ｐ
＾
ｍ，ｋ，ｉ是

从 ｉ国出口的产品 ｋ的世界价格变动百分比。
价格和数量效应可以用来估计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出口国生产者剩余

的线性近似值可以由下面公式给出：

　　ΔＰＳｋ，ｉ＝Ｐ

ｋ，ｉＸｋ，ｉＰ

＾
ｋ，ｉ１＋

ｅｋ，ｉＰ
＾
ｋ，ｉ( )２

（式４３１）

对消费者剩余的线性近似值估计可由下式给出：

　　 ΔＣＳｍ，ｋ ＝∑ｉ
Ｍｍ，ｋ，ｉＰ


ｍ，ｋ，ｉＴｍ，ｋ，ｉ

１
２εｍ，ｋ

［Ｐ＾ｍ，ｋ］
２ｓｉｇｎ（Ｐ＾ｍ，ｋ）－Ｐ

＾
ｍ，( )ｋ
（式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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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Ｐ＾ｍ，ｋ ＝∑ｉ
θｍ，ｋ，ｉＰ

＾
ｋ，ｉ＋Ｔ

＾
ｋ，ｉ。

消费者剩余是用复合进口需求曲线来度量，其中 Ｐｍ，ｋ代表复合进口的价

格，Ｍｍ，ｋ，ｉＰ

ｍ，ｋ，ｉＴｍ，ｋ，ｉ表示在内部价格下的初始支出。最后，福利变动可以通过

计算生产者剩余、消费者剩余和进口关税收入总和而得到。

综上所述，ＧＳＩＭ是全球模拟工具，即一国或多国关税变化的一种分析工
具。就如 ＳＭＡＲＴ一样，它假定不同进口来源之间是不完全替代的。ＧＳＩＭ考
虑了不同进口来源的替代，出清了每一个进口来源世界市场价格。ＧＳＩＭ因此
可以被认为作为 ＳＭＡＲＴ的延伸，但添加了多个市场模拟和世界价格的求解
方案。

ＧＳＩＭ的开发者弗朗索瓦和霍尔提供了两个简单的 Ｅｘｃｅｌ电子表格估计模
型。

２
最简单的版本是４×４的情形，这意味着有３个进口和出口国，世界其他

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算作一方。更复杂的版本是一个 ２５×２５的情形。在 ４×４
情形中的数据要求为四个实体之间的贸易流量、贸易政策改变前后的关税以

及相关的需求、供给和替代弹性。相反，在 ＳＭＡＲＴ中，只需要贸易流量和一
个特定国家关税方面的信息 （弹性设置为默认值）。

专栏 ４２　中国与欧盟之间在 ＨＳ６１１５税
目贸易自由化案例

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以显示４×４的 Ｅｘｃｅｌ工作表是如何实施模型的。
让我们看一个全球市场产品组 ＨＳ（２００２版）６１１５税目：连裤袜、紧身衣
裤、长袜、短袜及其他袜类、针织或钩织物。在该产品组，三个最大的出

口国依次为：中国、土耳其和欧盟 （只考虑欧盟外部贸易而不考虑欧盟内

部贸易）。

以２００９年作为贸易流量和关税的基准年份，让我们假定该产品组的双
边贸易自由化发生在欧盟和中国之间。因此，这两者之间的关税从大约

１５％和 ９％下降到零，而对土耳其和世界其他地区 （Ｒｅｓｔ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ＲＯＷ）的关税保持不变。

使用 Ｅｘｃｅｌ求解器就会得到所有市场的新出清价格。然后这些新价格将
产生新的贸易价值和贸易量变动，最后产生福利效应 （见表 ４３）。在本例
中，我们观察到欧洲的消费者和中国生产商将是相互贸易开放的最大赢家。

总的福利效应对双方来说都是很高的正值。它们的收益是以牺牲土耳其和

其他国家的福利为代价的。由于贸易条件恶化，它们的生产商和消费者将

被淘汰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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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３ 中欧在自由化 ＨＳ６１１５税目贸易时对总福利的影响 （变化）

Ａ Ｂ Ｃ Ｄ＝Ａ＋Ｂ

生产商剩余 消费者剩余 关税收入 净福利效应

国家

欧盟 ６９ ９８８ －７９７ ２６０

中国 ６５４ ０７ －０５ ６５５

土耳其 －８８ －０１ ００ －８９

世界其他地区 －３２１ －５８６ －３３ －９３９

ｃ关税改革影响模拟工具 （ＴＲＩＳＴ）

关税改革影响模拟工具 （ＴａｒｉｆｆＲｅｆｏｒｍＩｍｐａｃ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ｏｌ，ＴＲＩＳＴ）是
由世界银行专家 （布伦顿等人，２００９）开发的。ＴＲＩＳＴ的发展是由观察到的
一个现象所激发，即越来越多的国家向世界银行寻求支持来评估贸易政策改

革，如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同盟或单边关税削减的调整成本估计。特别对低

收入国家，通常最直接关注的是对关税收入的影响，因为关税往往是其政府

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相比其他 ＰＥ工具，ＴＲＩＳＴ更为详细地考察从贸
易获得的实际收入，包括所有对贸易征收的税费，而不仅仅是关税。在可获

得合适数据的情况下，ＴＲＩＳＴ也可以估计贸易政策变化对产出、就业和家庭收入
的可能影响。当政策制定者试图争取贸易改革支持时，后面这些信息就非常关键。

由于ＴＲＩＳＴ是一个ＰＥ模型，它显然不能用于评估贸易改革对国内生产和就业的总
影响，但可以识别那些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的行业。

ＴＲＩＳＴ的目标是克服现有 ＰＥ模型两个方面的局限性。首先，上述模型假
设法定关税实际上是对所有记录的贸易流量进行征收的。然而，对进口方由

于种种原因给予的关税减免制度是很常见的，比如政府机构消费优惠，或为

鼓励国内和国外投资给予中间产品购买优惠。布伦顿等人 （２００９）估计，低
收入国家如果取消了所有关税减免，就能够大幅增加关税收入。因此，忽略

关税减免导致实际上高估了关税改革对贸易流量和收入的影响。

ＴＲＩＳＴ的第二个目标是合并关税与在边境征收的其他形式税收之间的相
互影响。许多国家征收消费税、增值税或销售税，往往能创造比关税更多的

收入。原则上，这些税适用于国内和国外商品，但是在实践中，发展中国家

国内税基通常是非常小的。目前还不清楚低关税将导致更低还是更高的增值

税和消费税收入。增加进口可以提供更多的税收。相反，因为这些税是对进

口值征收的，所以它也可能导致收入下降。

同样，ＴＲＩＳＴ基于以下假设，即从不同来源进口的产品之间具有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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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替代性 （阿明顿，１９６９）。与最简单版本的 ＳＭＡＲＴ一样，ＴＲＩＳＴ假设出口
供应是完全有弹性的，即关税变动不会影响世界价格。该模型假定收集的关

税为 ＣＩＦ进口值的一个百分比，消费税为 ＣＩＦ进口值加上关税的一个百分比，
增值税为 ＣＩＦ进口值加上关税及消费税的一个百分比。

为了计算由于关税变动引起从 ｉ国进口产品 ｋ的价格变动百分比 （增值税

和消费税保持不变），ＴＲＩＳＴ使用下面公式：

　　
ΔＰｉ
Ｐｏｌｄｉ
＝

Ｐｎｅｗｉ
Ｐ[ ]
ｗｌｄ

－
Ｐｏｌｄｉ
Ｐ[ ]
ｗｌｄ

Ｐｏｌｄｉ
Ｐ[ ]
ｗｌｄ

＝
（１＋ｔｎｅｗｉ ）（１＋ｅｘｔｉ）（１＋ｖａｔｉ）－（１＋ｔ

ｏｌｄ
ｉ ）（１＋ｅｘｔｉ）（１＋ｖａｔｉ）

（１＋ｔｏｌｄｉ ）（１＋ｅｘｔｉ）（１＋ｖａｔｉ）

＝
ｔｎｅｗｉ －ｔ

ｏｌｄ
ｉ

（１＋ｔｏｌｄｉ ）
（式４３３）

上标 “ｎｅｗ”和 “ｏｌｄ”分别表示政策改革前后的价格和关税。
价格变动的具体反应存在于以下三个连续步骤。首先，将由关税变动引

发的不同出口商间的替代效应模型化。接下来将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之间因

相对价格变化带来的替代效应模型化。最后，将总的产品价格变动产生的需

求效应模型化。

在第一阶段，ＴＲＩＳＴ计算特定商品的进口支出如何随贸易政策改变在不
同出口方之间进行重新分配。相对价格的特定变动在何种程度上将被转换为

相对进口取决于出口替代弹性 （用户自定义）的变化。

　　 ＭＥＳｉ ＝
ΔＰｉ
Ｐｏｌｄｉ
γＥＳｉ ＋[ ]１Ｍｏｌｄｉ ∑ｉ＝１，…，ｎ

Ｍｏｌｄｉ

∑ｉ＝１，…，ｎ

ΔＰｉ
Ｐｏｌｄｉ
γＥＳｉ ＋[ ]１Ｍｏｌｄ( )ｉ

（式４３４）

其中 ＭＥＳｉ 表示出口替代之后从 ｉ国进口的数量，Ｍ
ｏｌｄ
ｉ 表示在变化前从 ｉ国

进口的数量，γＥＳｉ 是从 ｉ国进口的出口替代弹性。
在第二个步骤，ＴＲＩＳＴ估计由于相对价格的变化产品的总支出如何在国

内产品和进口产品之间进行重新分配。分配的变动被定义为国内和国外产品

之间的替代弹性 λＤＳ。那么，进口的改变将根据各个供应商在总进口中的份额
在彼此之间进行分配。在这个阶段，总的国内消费保持不变，因而进口的任

何变化都将由国内产出反方向的改变抵消。

　　ＭＤＳｉ ＝
ΔＰｉｍｐ
Ｐｏｌｄｉｍｐ

λＤＳ[ ]＋１Ｍｏｌｄ （式４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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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ＤＳｉ ＝Ｍ
ＥＳ
ｉ ＋［Ｍ

ＤＳ －ＭＥＳ］
Ｍｏｌｄｉ

∑ｉ＝１，…，ｎ
Ｍｏｌｄ[ ]
ｉ

（式４３６）

其中 Ｍｏｌｄ是在关税改革之前总的进口量，ＭＤＳ是在国内投入替代之后的总
进口量，ＭＤＳｉ 是进口和国内产出替代之后从国家 ｉ进口的数量。总进口的价格
变动由下式给出：

　　
ΔＰ

Ｐｏｌｄ
＝∑ｉ＝１，…，ｎ

Ｍｏｌｄｉ

∑ｉ＝１，…，ｎ
Ｍｏｌｄｉ

ΔＰｉ
Ｐｏｌｄ[ ]
ｉ

（式４３７）

在第三步和最后一步，ＴＲＩＳＴ模拟需求效应如何引起国内消费的变动，
比如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产品贸易政策改革导致了该种产品国内消费的

变动。

　　ＱｎｅｗＴＤ ＝
ΔＰ
＾

Ｐ
～ｏｌｄ
μＤ








＋１ＱｏｌｄＴＤ （式４３８）

　　Ｍｎｅｗ＝ＭＤＳ＋ ［ＱｎｅｗＴＤ －Ｑ
ｏｌｄ
ＴＤ］

Ｍｏｌｄ

Ｍｏｌｄ＋Ｄ[ ]ｏｌｄ （式４３９）

　　 ｍｎｅｗｉ ＝ｍＤＳｉ ＋［Ｍ
ｎｅｗ －Ｍｏｌｄ］

ｍｏｌｄｉ

∑ｉ＝１，…，ｎ
ｍｏｌｄ[ ]
ｉ

（式４４０）

表 ４４ 对 Ａ国降低关税但对 Ｂ国不降低关税的击穿效应

从 Ａ国进口 从 Ｂ国进口 国内生产

出口商替代效应 ↑ ↓ —

国内替代效应 ↑ ↑ ↓

需求效应 ↑ ↑ ↑

总效应 ↑
理论上还不清楚，

依赖于弹性

理论上还不清楚，

依赖于弹性

其中 ＱｏｌｄＴＤ是产品 ｋ初始总需求，Ｑ
ｎｅｗ
ＴＤ是产品 ｋ总体价格变动后的总需求，

Ｄｏｌｄ是国内产出的初始需求量，Ｍｎｅｗｉ 是产品 ｋ进口的最终需求，Ｍ
ｎｅｗ
ｉ 是所有三

个效应之后从供应商 ｉ进口的数量，μＤ是产品 ｋ的需求弹性。
总的国内消费的价格变动可以定义为：

　　
ΔＰ

Ｐ
～ｏｌｄ
＝

Ｍｏｌｄ

Ｍｏｌｄ＋Ｄｏｌｄ
ΔＰ

Ｐ[ ]ｏｌｄ
（式４４１）

ＴＲＩＳＴ也适用于 Ｅｘｃｅｌ，并可免费使用。３它基于两个可从互联网下载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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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第一个是数据汇总工具，它将拟导入第二个模拟工具的数据整理和格式

化。数据汇总工具允许用户创建所有必要的国家和产品组以模拟各种贸易政

策方案。在模拟工具中，用户实际上能够定义各项政策，可以修改参数进行

相关计算。

由于 ＴＲＩＳＴ建立的思想是仔细审查贸易交易，所以模型需要详细和完整
的进口流量数据。对于每一项进口交易，数据应包括：产品类型 （通常是在

ＨＳ８位数水平）、原产地、海关程序代码 （Ｃｕｓｔｏｍｓ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Ｃｏｄｅ，ＣＰＣ，该
代码定义了管辖产品进入的相关海关制度）、实际进口值、法定关税及包括增

值税、消费税和其他税收的实际关税情况。这些数据通常可以从已实现信息

化管理的海关当局获取，比如 Ａｓｙｃｕｄａ和 ＴｒａｄＮｅｔ。
上述三个计算步骤的描述表明，模型中弹性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详细的弹性

估计不容易获得，因此ＴＲＩＳＴ包括所有三个弹性的合理默认值。结果的敏感性可
以很容易地使用不同的弹性值评估。用户也可以使用 Ｋｅｅ等 （２００４年）估计的进
口需求弹性，但并不是ＨＳ６位数水平的所有产品组需求弹性都可获得。

在输入数据之前，ＴＲＩＳＴ推荐了准备恰当数据的三个步骤。首先，删除
不进入国内市场自由流通的贸易流量，对数据进行清理；其次，检查可能出

现的数据输入错误、检查原始数据的一致性。最后，将数据转换为 ＴＲＩＳＴ所
需的格式，基本上每个进口产品一行 （由 ＨＳ编码确认），每个贸易伙伴为一
列。输入数据的具体步骤在 Ｄ部分有更详细的描述，另外在一本可免费下载
的手册中也有所描述。

４

专栏４３　东南非共同市场
关税同盟案例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东南非共同市场关税同盟 （布伦顿

等，２００９年）。５ＴＲＩＳＴ被用在相当多的情况，包括用以分析非洲区域贸易措施
的影响。东南非共同市场 （ＣＯＭＥＳＡ）成员国迫切地想知道加入关税同盟的
可能影响，尤其是对收入的影响。这些政策方案假定所有其他东南非共同市

场的非零关税为零，还假定共同的对外关税适用于所有其他贸易伙伴。

表４５显示了实施关税同盟的三个国家，即马拉维、赞比亚和肯尼亚
的预期效果。正如预期的那样，所有三个国家进口增加、关税收入下降。

更多的进口也带动了消费税和增值税的收入增加，但与此同时，降低关税

也将降低了消费税和增值税的税基。总体而言，所有这三个国家将经历一

个小的贸易收入损失，在案例中肯尼亚是最高的，为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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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５ 东南非共同市场共同对外

关税的收入影响 （以百万美元为单位）

国家 马拉维 赞比亚 肯尼亚

原有进口 １４１６０ ３９３０９ ９９０９１

新进口 １４１６６ ３９４９５ ９９４７９

变动百分比 ００ ０５ ０４

原有关税收入 ７５９ ２４５８ ４３６４

新关税收入 ７２２ ２０３０ ３３０３

变动百分比 －４８ －１７４ －２４３

原有消费税收入 ７８８ ９８５ ５１７６

新消费税收入 ７８４ ９８０ ５１７６

变动百分比 －０４ －０５ ００

原有增值税收入 １１７０ ６８４７ ７９８４

新增值税收入 １１５９ ６８０１ ７９４２

变动百分比 －１０ －０７ －０５

原总收入 ２７１８ １０２９０ １７５２４

新总收入 ２６６５ ９８１２ １６４２１

变动百分比 －１９ －４６ －６３

原有总体关税率 ５４ ６３ ４４

新总体关税率 ５１ ５１ ３３

资料来源：布伦顿等 （２００９），作者做了改动

ｄ农业贸易政策模拟模型 （ＡＴＰＳＭ）

顾名思义，农业贸易政策模拟模型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ＡＴＰＳＭ）主要分析农业贸易政策问题。该模型主要由联合国贸易与发
展会议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开发，用来估计发展中国家在乌拉圭回合中农业贸
易自由化的影响。与上述 ＰＥ模型相比，ＡＴＰＳＭ更侧重于标准的农业政策，
如量化的配额或补贴。

在该模型中，国内价格被假定为世界市场价格和国家关税、补贴、配额

和其他支持措施的函数。对于汇总的产品组，比如饮料或麦片，国家通常同

时既是进口商又是出口商。为了考虑这个特点，ＡＴＰＳＭ将计算复合关税，其
决定了国内消费和生产价格。

国内市场关税 （ｔｄ）用出口关税 （ｔｘ）和进口关税 （ｔｍ）的加权平均值来
计算，将进口 （Ｍ）和出口 （Ｘ）作为权数：

　　ｔｄ＝
Ｘｔｘ＋Ｍｔｍ
Ｍ＋Ｘ

（式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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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ＡＴＰＳＭ中消费 （国内市场）关税是进口关税 （ｔｍ）和国内市场关
税 （ｔｄ）的加权平均值，进口和国内供给权重为 Ｓｄ，再除以总需求，Ｄ：

　　ｔｃ＝
Ｍｔｍ＋Ｓｄｔｄ
Ｄ

（式４４３）

用类似的方法，供给 （国内市场）关税是出口关税 （ｔｘ）和国内市场关
税 （ｔｄ）的加权平均值，进口、国内供给的权重加上国内支持性关税 （ｔｐ）

　　ｔｓ＝
Ｘｔｘ＋Ｓｄｔｄ
Ｓ＋ｔｐ

（式４４４）

这些计算适用于基准年份和贸易政策变化的情况。四个方程定义了所有

国家的标准方程组。

　　 Ｄ＾ｊ，ｉ ＝μｊ，ｊ，ｉ［Ｐ
＾
ｗｊ
＋（１＋ｔ＾Ｃｊ，ｉ）］＋∑

Ｋ

ｋ＝１
ｊ≠ｋ
μｊ，ｋ，ｉ［Ｐ

＾
ｗｋ
＋（１＋ｔ＾Ｃｋ，ｉ）］

（式４４５）

　　 Ｓ＾ｊ，ｉ ＝εｊ，ｊ，ｉ［Ｐ
＾
ｗｊ
＋（１＋ｔ＾ｐｊ，ｉ）］＋∑

Ｋ

ｋ＝１
ｊ≠ｋ
εｊ，ｋ，ｉ［Ｐ

＾
ｗｋ
＋（１＋ｔ＾ｐｋ，ｉ）］

（式４４６）
　　ΔＸｊ，ｉ＝γｊ，ｉΔＳｊ，ｉ （式４４７）

　　ΔＭｊ，ｉ＝Ｄｊ，ｉＤ
＾
ｊ，ｉ－Ｓｊ，ｉＳ

＾
ｊ，ｉ＋ΔＸｊ，ｉ （式４４８）

其中 表^示相对变动，Δ表示绝对变动。需求弹性用 μ来表示，供给弹性
为 ε。Ｐｗ代表世界价格。此外，γ是出口与生产的比率，ｉ是国家指数，ｊ和 ｋ
是产品指数。

方程 （式４４７）表明出口的变动与生产的变动同步。也就是说，生产的
出口比例始终保持不变。方程 （式 ４４８）是出清市场，因此进口加上生产等
于国内消费和出口。这个市场出清解决方案与上面的模型不同，因为我们不

再假定存在阿明顿弹性。

通过多个数学运 算 即 可 以 获 得 世 界 价 格 的 变 化，然 后 将 其 代 入

（式４４５～４４８）以获得贸易量的变动 －ΔＸ、ΔＭ、ΔＳ和 ΔＤ。使用贸易量的
变动能估计贸易收入和福利效应 （生产者剩余、消费者剩余和政府财政收入

净额的变化）（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ＡＴＰＳＭ手册１７～２２页）。
配额

ＡＴＰＳＭ特性之一就是它可以估计进口配额变动的经济后果。进口配额被
假定具有约束力。改变进口配额将改变配额租金和关税收入，但不改变进口

的水平。

ＷＴＯ农业协议引入了一个新的关税体系，通过这个体系在进口配额内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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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低的关税 （“配额内关税”），在配额外征收高的关税 （“配额外关税”）。该

体系产生了配额租金，它对福利有重要影响，所以也包含在模型中。

配额租金是进口配额乘以国内价格和世界价格的差额加上配额内关税。

当配额满额时，进口产品进入国内市场就有两个不同的关税水平，配额内关

税和配额外关税。由于国内价格对所有产品都是相同的，它等于世界价格加

上关税配额。因此，那些只支付配额内关税的外国生产商获得了配额租金。

这种情况通常只发生在配额未满的情况下。然而，ＡＴＰＳＭ假定配额外关税总
是决定国内市场价格，即使配额未被填满。因此，关税配额的变动会有不同

的结果。例如，配额内关税降低将增加配额租金并减少关税收入，或配额外

关税降低将减少配额租金和配额外收入。

每个 ＷＴＯ成员通报其全球配额，但不包括双边配额。因此，ＡＴＰＳＭ使用
双边贸易流量来估计双边配额分配。ＡＴＰＳＭ给用户提供选项以选择租金分配
到供应商还是进口国政府。与配额类似，ＡＴＰＳＭ还提供了一个选项以考虑出
口补贴和出口配额。

分析贸易政策建议的经济影响

估计经济影响的基本思想是贸易政策变动触发价格变动，然后价格变动

改变供给、需求、出口和进口。ＡＴＰＳＭ计算市场出清的世界价格，此时净进
口变动的全球总和为零。例如，当一个国家单方面削减对某种商品的关税时，

国内需求将会增加，国内供应量将下降，结果，世界价格将提高。

贸易收入的变化等于出口与进口之间价值变动的差额。对于一个单方面

削减关税的国家，进口的数量、价值和价格都将增加，而出口量将下降。出

口价格和价值的变动方向则是不确定的。

ＡＴＰＳＭ中的福利用生产者剩余、消费者剩余和政府净福利收入来度量。
生产者剩余由价格和边际成本之间的差额加上出口的配额租金来计算。消费

者剩余就是计算边际价值和价格之间的总差异。最后，政府收入由进口关税，

包括配额内关税和配额外关税以及出口补贴和国内支持的支出来决定。

在单边关税削减的情况下，生产者剩余减少，而消费者剩余增加。政府

财政收入净额的变化方向因为两个原因是不确定的。首先，关税削减将导致

更多的进口，这可能会导致更高或更低的总体关税收入。其次，关税降低意

味着配额租金的减少。总体而言，对特定产品的单边关税削减的净效应是正

的，除非该国大到足以提高世界价格。正如我们在 ＳＭＡＲＴ中所看到的，在向
上倾斜的需求曲线中，最优关税水平是存在的。

对世界其他地区，世界价格上升将导致生产者剩余增加、消费者剩余减

少。政府收入的变化是不确定的，取决于需求弹性。该产品的净出口国在福

利方面获益，而该产品净进口国福利受损。净效应是全球性福利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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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国家单方面减少某种产品的出口补贴，这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是相

似的。因为生产商不能再获得出口这种产品的支持，国内价格下跌。国内需

求增加 （消费者剩余增加）和供给减少 （生产者剩余减少）将导致世界价格

的增加。然而，现在政府开支也会毫不含糊地降低。净效应是增加了该国的

总体福利，除非该国能够影响世界价格。

ＡＴＰＳＭ已被转换为一个软件，可以从贸发会议网站免费下载。由于
ＡＴＰＳＭ关注的重点是农业，所以该软件涵盖了所有农产品。该软件还拥有几
个预定义的汇总农产品组，如饮料 （茶、可可和咖啡）或谷类 （小麦、大米、

大麦、玉米和高粱）。不过，用户还是能够改变这些产品组的组成部分。

该软件能够分析各种贸易政策的变化，尤其是那些农产品贸易常见的贸

易政策，如进口配额或出口补贴的变化。该软件能生成五个经济估计值，即：

 生产消费、进口和出口的数量变动；

 生产消费、进口和出口的价值变动；

 福利变动 （生产者剩余、消费者剩余和政府收入净额）；

 价格变动 （世界市场、批发市场和农场）；

 关税配额租金的变动。
在ＡＴＰＳＭ中，关税削减用初始关税的百分比表示。出口补贴和额外的农业支

持用从价关税的等值计量，从而关税削减被转换为从价税等值减少的百分比。该

模型能够模拟单个国家的贸易政策，也可以在一组国家或全球范围内模拟。

Ｃ应　　用

本节为四个 ＰＥ模型分别提供了简短的应用手册。对于每个 ＰＥ模型都可
以免费下载关于如何使用它们的详细描述。因此，本节的目的是为潜在用户

做一个导引，以便它们能够运行简单的模拟。

在开始下面的讨论之前，请记住事前分析师所面临的第一个简单问题是：

所要进行比较的选项是什么？有时 “客户”如政府机构、政客或他人有一个

明确的想法，但有时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师必须缩小各种可能性的范

围。这就涉及权衡问题：一方面，他们应该是现实的，因此不应涉及政策变

量的极端取值；另一方面，他们应该有足够的差异性，以便突出选择的不同

后果。最佳的选择在于分析师的判断，同时要注意，由于计算是免费的，在

早期阶段考虑的情况越多越好。

１ＳＭＡＲＴ

ＳＭＡＲＴ可通过访问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 （ＷＩＴＳ）网站获取。数据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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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提取软件的访问是免费的，只需要用户登记即可。
６

ａ启动

当登录到 ＷＩＴＳ，第一个网页上面的快速按钮有以下选项：查询、高级查
询、关税与贸易模拟、结果、公用事业和支持材料。选择 “关税与贸易模

拟”，然后单击 “ＳＭＡＲＴ”。
这时将打开一个新的页面，它允许对一个查询进行命名或打开一个现有

的查询。如果第一次使用该程序则输入新查询的名称，如 “测试”和其说明，

比如 “为了检验 ＳＭＡＲＴ”。请注意，查询名称、空格和特殊字符是不允许的。
一旦定义了查询名称和查询说明，点击 “继续”按钮。

另一个新网页将打开，允许定义年份、产品、方案、弹性和关税变化类

型 （适用最惠国税率或约束税率）。首先，选择 “年份”并选择基准年份。

基准年份就是想作为贸易政策变化基准的年份。

接下来，单击 “选择”选择想包括在分析中的产品。这将打开另外一个

提示窗口，以便对将要分析的产品进行详细的选择。记住，从上面分析可以

看出，ＰＥ模型特别适用于估计特定部门的贸易效应。首先，选择术语。可以
从１４种不同的术语表中进行选择，并根据术语指定产品组或 ６位数水平的产
品组。也可以通过点击具体产品来选择产品。ＷＩＴＳ也提供了预定义的东南非
共同市场 （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ｆｏｒ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Ａｆｒｉｃａ，ＣＯＭＥＳＡ）或
ＷＴＯ产品组中选择的可能性，或者定义自己的产品。产品一旦被选中，请单
击 “继续”按钮回到前一页。

ｂ定义方案

接下来的步骤为选择一个方案。点击右边方案框的 “修改”，将打开一个

新的窗口。新的窗口包含了名为 “可用的方案”和 “选择方案”的两个选

框。第一步，点击 “可用的方案”框底部的 “添加／修改”按钮。这将打开
另一个名为 “修改方案”的窗口。

现在，将首先被要求对方案进行命名并做说明。比如 “测试”为方案名

称，“从新西兰进口零关税”作为说明。第二步，需要确定贸易政策变化的伙

伴和产品。对伙伴，单击 “选择”，将打开一个新的窗口。现在，可以从一个

国家列表中选择单个的国家，或使用预定义的国家组。简单点击国家名称就

可以了，然后所选择的国家将出现在屏幕右侧上的一个窗口中。一旦所有国

家都选定后，点击 “继续”按钮，返回到前一页。

在选择了新贸易政策应适用的国家之后，必须确定新政策将覆盖的产品

范围。通过点击 “选择”打开一个新窗口，与前述的产品选择窗口看起来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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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是相同的。同样，选择术语和产品。可以从 １４个术语表中选择，或从六位
数水平的产品中选择。很明显，需要确保这些产品是新贸易政策所涵盖的，

包括那些先前选择的贸易政策分析产品。

最后，将被要求定义关税变化。可以选择 “新关税率”、“最大关税率”、

“线性削减关税”或 “瑞士公式”。例如，免税市场准入意味着新的关税率是

零。“最大关税率”意味着选择一个新关税水平的上限。 “线性削减关税率”

选项将意味着所有关税线性降低。最后，一个特定的瑞士公式系数可以被输

入。一旦选择了这个公式，请点击 “继续”按钮，打开题为 “选择方案”的

窗口。现在可以选择新定义的方案，它会出现在 “选定的方案”中。再次点

击 “继续”按钮，关闭窗口。

ｃ弹性

现在应该返回屏幕，可以选择年份、产品、方案和弹性。接下来的步骤是

定义替代和供给弹性 （进口需求弹性是由系统定义的）。默认的替代弹性为

１５，但可以被修改。默认情况下，供给弹性为９９，以模拟一个完全弹性的供给
响应。如上所述，也可以想象这将意味着一个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会有一个低得

多的供给弹性值，比如第二个取值。最后一步，需要决定关税变化是应用实际的

最惠国关税率还是应用绑定税率。为了完成请求，单击 “保存并提交”按钮。

ｄ下载并查看结果

模拟提交后，会弹出一个新的窗口。这个窗口有两个选项卡：一个是所

谓的 “查看和请求下载”，第二个是 “下载数据”。第一个选项卡的一行排包

含以下信息：

 请求查询／模拟名称的 ＩＤ；

 查看、下载或删除请求选项；

 日志 （查询定义和执行统计）；

 状态、来源和日期。
点击查看图标，将打开一个新的窗口以便可以访问下面的表格：

 详细数据；

 出口商情况报告；

 市场情况报告；

 收入影响报告；

 贸易创造效应报告；

 贸易福利效应的报告。
查看这些表格能给用户提供估计结果的第一印象。表格可以通过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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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载图标）来下载。ＷＩＴＳ即会将其下载到用户电脑。
为了下载整个估计结果，点击 “下载数据”选项卡，就会出现一个非常

相似的列表：

 ＩＤ和查询／模拟名称；

 保存或删除请求选项；

 状态，来源，日期，文件大小，总行数信息。
点击 “保存”图标就会出现一个单一选项来保存所有上述表的压缩文件。

下载压缩文件是 ＳＭＡＲＴ模拟中使用 ＷＩＴＳ的最后一步。

２全球产业水平贸易政策模拟分析 （ＧＳＩＭ）

ａ启动

Ｅｘｃｅｌ电子表格使用 Ｅｘｃｅｌ求解器给贸易政策变动之后的新世界价格找到
一个解决方案，假设市场满足出清条件。根据新均衡的价格值，系统其他的

变化随后就可以计算，包括贸易数量和价值的变化、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变

化及关税收入变化。

ｂ４×４情况

构建简单的４×４情况用来估计在三个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贸易政策
改变的影响。例如，可以设想一个单边、双边或三边的贸易自由化。弗朗索

瓦和豪尔 （２００３）所提供的 Ｅｘｃｅｌ文件使用了美国和欧洲联盟之间互惠关税削
减的例子以说明这个模型的运作。

ＧＳＩＭ中模拟贸易政策变化的最简单方法是使用两个可以从网上下载的
Ｅｘｃｅｌ文件中的一个。７文件 ＧＳＩＭ４×４ｘｌｓ提供了模拟影响四国贸易的贸易政
策的可能性。该文件包含了四个工作表，被称为 “导言”、“型号”、“贸易价

值”和 “福利”。工作表 “模型”、“贸易值”和 “福利”已经填充了假设的

美国、日本、欧盟和世界其他地区 （ＲＯＷ）的贸易数据。用户通过这个例
子，可以了解 ＧＳＩＭ的功能，然后用自己的数据更换这些现有数据。

ｃ输入

第一个工作表被称为 “导言”，只是简单介绍了 ＧＳＩＭ，并要求用户安装
Ｅｘｃｅｌ求解器。Ｅｘｃｅｌ求解器是一个解决具有约束条件方程系统的工具。记住
在 ＧＳＩＭ中市场处于出清状态。Ｅｘｃｅｌ求解器很容易安装 （请参阅 Ｅｘｃｅｌ的帮
助），并免费提供。

第二个工作表，即 “模型”，是关键的工作表。它有４个用户必须填写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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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政策 分析实用指南

表。第一输入表需要在世界价格水平上的四个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数据：美国、

日本、欧盟和世界其他地区。用户需要从本手册第一章介绍的数据来源收集这些

双边贸易数据，如联合国的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或 ＷＩＴＳ。这些数据反映了双边的贸易流
量，经济学家对这些贸易流量通常喜欢使用进口的记录而不是出口的记录。

“模型”工作表中第二个输入表需要输入４个贸易伙伴之间初始的进口关
税。Ｅｘｃｅｌ工作表，要求输入的关税为 １＋％。例如，１０％的关税，应输入为
１１。很明显，用户能根据模拟的目的输入实际关税或约束关税。还要注意的
是关税被认为是双边的，因此优惠税率也适用于某些特殊情况。

第三个输入表反映了贸易变化的情况，因此包括所有预计的关税税率。

这样，在此表中可以输入不同的自由化情况。同样，还需要决定关税变化用

于实际关税还是约束关税。

最后的输入表需要模型中的三个弹性参数，即进口需求弹性、出口供给

弹性和替代弹性。国家之间的弹性显然是不同的。至于进口需求弹性，大多

数模型取值在１到１５之间 （凯等，２００６）。出口供给弹性取决于一个国家是
否大到足以影响世界价格。在小国的情况下，出口供应弹性可以假设趋于无

穷大 （取值输入９９）。最后，替代弹性通常被假定在１到５之间。

ｄ输出

一旦输入表被填满，Ｅｘｃｅｌ求解器就被用来解决过剩需求条件。在所谓的
“模型解决方案”表中，将需要在四个区域用光标突出显示 “过剩的需求”。在

突出显示后，需要单击 “方案求解”（附加在 “数据”选项卡下面）。新的名为

“求解参数”的小窗口将被打开。只需点击 “解决”，Ｅｘｃｅｌ便能够找到优化问
题的一个解决方案。然后会出现一个所谓 “方案求解结果”的窗口，并询问是

要保持求解器解决方案还是恢复原始值。请选择 “保存方案求解解决方案”，

Ｅｘｃｅｌ将根据 “市场出清条件”调整表中的数值。这样就结束所有的请求入

口。使用 Ｅｘｃｅｌ求解器生成的结果，Ｅｘｃｅｌ还能自动生成所有其他的表格。
Ｅｘｃｅｌ文件产生的结果包括一些表格和图表。首先，在工作表 “模型解决

方案”显示出上面所描述的价格、供应和需求的变化。在这些解决方案的下

面，还有另外一个被称为 “结果”的表格，以下面４×４表格表示：

 贸易价值和数量变化的百分比；

 在新世界价格下新的贸易价值；

 在世界价格下的贸易价值；

 内部价格比例的变化。
最后，工作表还有一个有关关税收入、消费者剩余及总福利效应 （见下

文）短表。这样就可以确定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的变化、关税收入的变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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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最后的净福利效应。

下一个工作表——— “贸易价值”复制了工作表 “模型”在世界价格水平

的贸易值，就如表和图中的变化。最后一张工作表——— “福利”，使用了工作

表 “模型”中的福利，也生成了一个国家福利的图形 （见下文）。

表 ４６ ＧＳＩＭ 模型解决方案表

市场出清条件

相对价格变动

基准价格 新价格 供给变动 供给 需求变动 超额需求

来源

美国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７９２ ０１１８８ ０１１８８ ０００００
日本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１６ －００４７４ －００４７４ ０００００
欧盟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８０ ００７２１ ００７２１ ０００００

世界其他地区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８４ －００２７６ －００２７６ ０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弗朗索瓦和豪尔 （２００９），文件 ＧＳＩＭ４ｘ４ｘｌｓ。

表 ４７ ＧＳＩＭ 的总福利效应

总福利效应

Ａ Ｂ Ｃ Ｄ＝Ａ＋Ｂ

生产者剩余 消费者剩余 关税收入 净福利效应

国家

美国 ４６１ １１０６ －１３８５ １８２
日本 －２６２ －８９ ０６ －３４５
欧盟 ３９８ ６８６ －９３８ １４５

世界其他地区 －５１ －３２９ －２９ －４０８

　　资料来源：弗朗索瓦和豪尔 （２００９），文件 ＧＳＩＭ４×４ｘｌｓ。

图 ４５　ＧＳＩＭ 的总福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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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关税改革影响模拟工具 （ＴＲＩＳＴ）

ＴＲＩＳＴ也是基于 Ｅｘｃｅｌ表。但是它比 ＳＭＡＲＴ和 ＧＳＩＭ的处理更复杂。就像
所解释的那样，关于如何使用 ＴＲＩＳＴ的详细说明可以从世界银行的网站上下
载。这里我们将提供一个总体思想来指导用户在没有非常详细的数据时需要

做什么。

ａ启动

ＴＲＩＳＴ的第一个步骤是获得详细的贸易数据 （通常是在八位数水平），它

包括下面的输入：

 ＨＳ代码；
 原产国；

 海关程序代码；
 进口值；

 关税支付及豁免；
 消费税支付及豁免；

 增值税支付及豁免；

 其他税的支付及豁免。
在最好的情况下，可能会得到看起来像表４８的一张表。

表 ４８ ＴＲＩＳＴ详细的进口数据 （１）

国家关税代码 来源国 海关程序代码 进口值 支付的关税 豁免的关税

０１０５１１１０ 美国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 ０

３９２５２０００ 巴西 ４００ＧＭ ５００ １００ ０

４２０２１２１０ 德国 ４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０ １２０

１１０２９０００ 赞比亚 ４００００ ４００ ４０ ０

… … … … … …

支付的

消费税

豁免的

消费税

支付的

增值税

豁免的

增值税

支付的

其他关税

豁免的

其他关税

０ ０ １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７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８０ ０ ０

８０ ０ ６０ ０ ０ ０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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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ＨＳ代码确认了产品的类型。海关程序代码确定了一种产品进入该
国的海关制度。这些代码是必要的，以便确知在数据清理程序中哪些进口在

数据集中被删除了 （例如，ＣＰＣ代码为 ４００ＧＭ可能指的是政府进口，并且可
能因此而被丢弃）。

获得所有在边界实施的关税及授权豁免的关税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

豁免信息无法获得，则它可以由下式计算：豁免关税 ＝ ［关税税率］ × ［进
口值］－［支付的关税］。对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收入，你也可以构造：

 实际关税率：［关税收入］／［进口］；
 法定关税税率：［关税收入 ＋关税豁免］／［进口］；
 实际消费税率：通常情况下，［消费税收入］ ／［进口 ＋关税收入］；
 实际增值税税率：通常情况下，［增值税收入］／［进口 ＋关税收入 ＋

消费税收入］。

最后，为了与 ＴＲＩＳＴ相匹配，数据必须格式化。ＴＲＩＳＴ接受表４９中所示
的数据结构。

表 ４９ ＴＲＩＳＴ详细的进口数据 （２）

阿尔巴尼亚 美国 美属萨摩亚群岛 安哥拉 …

０１０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 ３２０

０１０１９０００ ３１０

０１０２１０００ ３４０

…

表中有一行表示每种进口产品，由 ＨＳ代码确认。如果贸易为零，单元格
应留空白。至关重要的是，在所有 ５个表中，产品的代码 （和它们的顺序）

都是相同的。一列对应于一个贸易伙伴。再次，贸易伙伴 （和它们的顺序）

在所有表格中都是相同的。

用户必须生成有下列结构的五个独立表格，覆盖下面的变量：

１进口；
２法定收入 （＝征收的关税收入 ＋豁免）；
３海关收入；
４消费税收入；
５增值税收入。

ｂ将数据导入到 ＴＲＩＳＴ

一旦数据被清理并具有合适的格式后，我们就可以使用 ＴＲＩＳＴ数据汇总工
具将它们导入到 ＴＲＩＳＴ。首先，打开文件 ＴＲＩＳＴ＿Ｄａｔａ＿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２ＲＣｘｌｓ。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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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会要求指定国家、货币、年份和 ＨＳ版本，然后可以打开 ＴＲＩＳＴ数据管理
菜单。

随后出现的窗口要求定义在边界的税收。用户可以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每

一项税收和税基的名称。然后按 “ＯＫ”。回到主菜单，单击 “导入数据”。接

下来，导入以前清理过的数据，即进口、法定关税收入、征收的关税收入、

贸易关税１收入和贸易关税 ２收入的数据。一旦完成数据输入则按 “关闭”，

在数据导入助理中按 “完成”。这样就完成了数据的导入过程。

来源：ＴＲＩＳＴ

ｃ使用 ＴＲＩＳＴ模拟工具

一旦数据被导入，用户就可以打开实际的模拟工具 （ＴＲＩＳＴ模拟
３０１ＸＬＳ）。在此工具中，所谓的 “控制面板”是关键。它可以让用户从汇

总工具上传数据，自定义 ＴＲＩＳＴ和定义贸易政策方案。

来源：ＴＲＩ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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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是通过在 “控制面板”，选择 “进口贸易和收入数据”上传数据，

选择以前保存在数据汇总工具中的相应文件夹。关闭控制面板重新回到工作

表。右边的国家组将看到在 “选择的方案”标题下为 “无关税的变化”。这

意味着当前的方案是给定所有这些关税的取值。

为了定义关税改革方案，回到 “控制面板”，选择 “管理关税改革方

案”。首先，从 “受影响产品”下拉菜单中选择你想实施单独关税方案的产品

组。然后，选择实际关税变化的类型及相应的参数，比如，“固定值”参数为

“０”，意味着所有关税都设置为零，或 “线性削减”参数为 “１０”表示所有
的关税被削减了 １０％。接着，用户需要选择 “关税税基”，其变化是指实际

关税。最后，点击 “添加方案定义”，并保存方案。

在改革方案下面，可以看到贸易模型的弹性，这可以在 “控制面板”按

习惯定制。再次单击 “控制面板”，我们现在的选项包括管理模拟结果和输出

模拟数据。这一步结束了 ＴＲＩＳＴ的模拟练习。主要的结果将总结在工作表的
“结果”中，并提供如下的表格：

来源：ＴＲＩ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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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农业贸易政策模拟模型 （ＡＴＰＳＭ）

ＡＴＰＳＭ （式３１版）可以免费从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网站下载并自动
安装。

８
一旦程序安装完毕，用户可从网页上面的六个图标中进行选择，即

“标题”、“方案”、“国家组”、“产品组”、“结果”和 “帮助”。该软件是相

当直观的，还有一个事实就是 ＡＴＰＳＭ专门用于农业部门，因此本章对如何使
用它不提供详细描述。相反，我们会勾勒出 ＡＴＰＳＭ应用的框架。

ＡＴＰＳＭ被用来估计多边农业贸易自由化的收益。我们可以设想估计这
种改革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潜在影响的几种方案。ＡＴＰＳＭ能提供计算
影响的可能性，包括所有主要农产品，而且基本上涵盖所有世界贸易 （包

括所有大经济体的 １７６个国家和地区）。关税率削减可根据三类措施来进
行：配额外关税、出口补贴和国内补贴。ＡＴＰＳＭ包含列于表 ４１０的默认
方案。

表 ４１０ ＡＴＰＳＭ 的缺省值

参数

税率削减 （％）

国家代码 产品代码 配额外关税 出口补贴 国内补贴
实际或

约束关税

发达国家 所有产品 ３６ ２１ ２０ 约束

发展中国家 所有产品 ２４ １４ １３ 约束

这意味着在发达国家配额外关税降低 ３６％，出口补贴减少 ２１％，国内补
贴减少２０％。这些削减的三分之二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然后，ＡＴＰＳＭ估计对价格的影响，并生成每个国家的５类经济估计：
１生产消费、进口和出口数量的变化；
２贸易值的变化 （出口、进口和净贸易收入的变化）；

３福利变化 （生产者剩余、消费者剩余和政府收入净额的变化）；

４价格变化 （世界市场、批发 （消费者）、农场价格）；

５关税配额租金变化 （少收和应收款项）。

估计结果可以访问图标下的 “结果”，范泽迪和格雷姆 （２００２）的论文
中对这些结果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从实证角度看，ＡＴＰＳＭ的主要缺点是相对
过时的价格、关税和贸易数据。从 ２００６年的最新版本开始，ＡＴＰＳＭ使用
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１年平均贸易量数据，最新的价格数据来自 ２００１年，最新的实
际关税数据来自 ２０００年或 ２００１年。考虑到许多农产品价格、生产、贸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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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模式最近几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使用最新的数据为基准时，估

计结果可能看起来非常不同。

Ｄ练　　习

１阿尔巴尼亚的客车市场 （ＳＭＡＲＴ）

阿尔巴尼亚是巴尔干地区的一个小国，约 ３００万居民，名义的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约 ４０００美元左右。阿尔巴尼亚还不是欧盟 （ＥＵ）的成员，但在
２００９年，阿政府提交了加入欧盟的申请。阿尔巴尼亚于２０００年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从那时开始，它大幅地实行了贸易自由化。

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制成品净进口国 （占总进口产品的近三分之二），主要

进口产品是机械及运输设备，特别是汽车产品和某些非电力机械。在 ２００９
年，非农产品实际的平均最惠国关税为４２％，最高的实际关税为１５％。

２００６年，阿尔巴尼亚与欧盟签署了 “稳定与联系协议”，其中包括承诺

在欧盟与阿尔巴尼亚之间实行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在本练习中，我们将模

拟对某欧盟的一个特定产品组，即 ＨＳ８７０２１０进行这样的自由化所产生的
影响。

我们假定２００７年阿尔巴尼亚正在考虑对欧盟贸易中的产品 ＨＳ　８７０２１０
全面取消关税。使用 ＷＩＴＳ中的 ＳＭＡＲＴ，将会生成如下的表格：

 出口商情况报告；

 市场情况报告；

 收入影响报告；

 贸易创造效应报告；

 贸易福利效应报告。

２日本肉类市场 （ＳＭＡＲＴ）

让我们假设一个情景，日本将对一个特定的国家，比如新西兰全面开放

其牛类的冻肉市场０２０２（ＨＳ２００２），同时保持其他所有贸易伙伴相同的关税。
在２００９年，日本是全球第三大冻肉牛进口国，进口总额为 ８４亿美元。另一
方面，新西兰虽然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但也是全球第三大冻牛肉出口

国，占２００９年全球市场大约 １０％的份额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２０１１）。
很显然，人们会预期日本决定对该产品组降低的关税至零时，从新西兰

到日本的冷冻肉出口将大幅跳升。增加的一部分很可能是其他主要肉类出口

·７７１·



贸易政策 分析实用指南

国，比如澳大利亚的损失。

在 ＳＭＡＲＴ中，出口供应弹性的默认值被设置为无穷大 （取值 ９９），
这使得国家成为价格的接受者。在我们的例子中，一个更现实的假设是日

本市场的开放将影响世界价格，因此出口供应弹性需要改为有限弹性。将

出口供给弹性变为有限弹性会将部分贸易创造 （数量效应）转化到价格

效应中。

在本练习中，我们将２００９年作为日本进口产品组 ０２０２（ＨＳ２００２）的基
准年份。现在，假定日本向新西兰全面开放其冷冻肉类市场，同时保持其他

贸易伙伴相同的关税。分别使用出口供给弹性值为 ９９、１０和 ５，计算下面
结果：

 进口份额；
 收入效应；
 贸易创造效应。

３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袜子贸易 （ＧＳＩＭ）

这次练习的目的是学习如何使用 ＧＳＩＭ模型的４×４Ｅｘｃｅｌ工作表。考虑产
品组 ＨＳ（２００２）６１１５税目的全球市场：连裤袜、紧身衣、丝袜、袜子和其他
袜类，针织或钩织物。该产品组中三个最大的出口国依次是中国、土耳其和

欧洲联盟 （只考虑欧盟外部贸易而不考虑欧盟内部贸易）。第一步，填写

２００９年这三个经济体之间以及它们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流量 （这些数

据可以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网站或通过 ＷＩＴＳ门户网站下载。请以进
口来度量贸易流量）。

表 ４１１ＨＳ６１１５税目三个最大出口国的贸易流量 （２００９年，百万美元）

目的地

欧盟 中国 土耳其 世界其他地区
总值

来源地

欧盟

中国

土耳其

世界其他地区

总值

第二个要输入的数据是初始的进口关税和预期的进口关税。该模型允许

使用实际或约束关税税率。在我们的例子中请使用实际关税税率。运用 ＷＩＴＳ
下载２００９年的数据，并填入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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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１２ ＨＳ６１１５税目三个主要出口国和世界其他地区

（２００９年）之间的实际关税

初始进口关税

目的地

欧盟 中国 土耳其 世界其他地区

来源地

欧盟

中国

土耳其

世界其他地区

我们将模拟该产品组在欧盟和中国之间实现双边贸易自由化的情况。因

此，双方之间的关税将被减少到零。

表 ４１３ ＨＳ６１１５税目三个主要出口国和世界

其他地区 （２００９年）之间的预期关税

最终进口关税

目的地

欧盟 中国 土耳其 世界其他地区

来源地

欧盟

中国

土耳其

世界其他地区

最后需要输入的是弹性，即进口需求弹性、出口供给弹性和替代弹性。

因为这些弹性的估计是相当困难的，我们将使用与 ４×４Ｅｘｃｅｌ工作表默认值
相同的取值。

现在请使用 Ｅｘｃｅｌ求解器的功能获得新的市场出清价格。观察贸易价值和
数量的变化。福利效应表应该类似于本章 Ｂ节的福利效应表。

４布隆迪的贸易开放度 （ＴＲＩＳＴ）

布隆迪是中部非洲一个内陆最不发达的国家。布隆迪的出口主要面向欧

洲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其产品主要是农产品。布隆迪的进口主要来自欧洲

和其他中部非洲国家。布隆迪是各种区域贸易协定的成员，即中部非洲国家

经济共同体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ｔａｔｅｓ，ＥＣＣＡＳ）、东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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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 （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ｆｏｒ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ＥＳＡ）、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ｆｏｒＧｒｅａｔＬａｋｅ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ＣＥＰＧＬ）和东非共同体 （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ｆｒｉｃ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ＥＡＣ）。最
近，布隆迪开启了与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替代到期的科托努贸易协定。

在本练习中将被要求再现由世界银行对布隆迪模拟的结果。世界银行在

其网站上免费提供布隆迪的数据。
９
我们希望通过上述相同的步骤，将数据导

入 ＴＲＩＳＴ模拟工具。使用模拟工具模拟３个自由化的情景：
 与共同市场 （ＣＯＭＥＳＡ）完全贸易自由化；
 与 ＥＡＣ完全贸易自由化；
 与欧洲联盟贸易完全自由化，除 ＥＰＡ例外清单 （就像布隆迪数据汇总

文件所定义的那样）。

注　　释

１实际上与 ＳＭＡＲＴ引入上限的方式略有不同，但思想是一样的。

２在较早版本 ＷＩＴＳ中，ＧＳＩＭ提供了一个模拟选项。在将来，ＷＩＴＳ的在线版本将会提供

这个功能。

３背景资料及两个 Ｅｘｃｅｌ文件可从世界银行网站下载：ｈｔｔｐ：／／ｗｅｂ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ＷＢＳＩＴ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ＴＯＰＩＣＳ／ＴＲＡＤＥ／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ＤＫ：２１５３７２８１ ～ ｐａｇｅＰＫ：２１００ ５８ ～ ＰＩＰＫ：

２１００６２～ｔｈｅＳｉｔｅＰＫ：２３９０７１，００ＨＴＭＬ。主文件名为 ＴＲＩＳＴ＿Ｄａｔａ＿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２ＲＣｘｌｓ，有

密码保护，这意味着不能被改变单元格的内容。要解除任何工作表保护，需要点击 “工

具”，“保护”，“取消工作表保护”，输入密码 “ＴＲＩＳＴ”。

４世界银行网站提供了一本手册，很详细地说明了如何输入数据。这本手册可以从下面网

址 下 载： ｈｔｔｐ：／／ｓｉｔ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ＩＮＴＲＡＮＥＴＴＲＡＤ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３９０５４ －

１１９６２６１６０７５９９／４４４２９０６－１２５３９１１９３９５５９／ＴＲＩＳＴ＿Ｍａｎｕａｌｐｄｆ。

５我们基本上概括了布伦顿等人 （２００９年）给出的结果。

６一些特定数据库的访问可能是收费或受限的，这取决于用户的权限。

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４ｉｄｅｏｒｇ／ｐｅｏｐｌｅ／～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Ｍｏｄｅｌｓ／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８ｈｔｔｐ：／／ｒ０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ｄｉｔｃ／ｔａｂ／ａｔｐｓｍｓｈｔｍ。

９ｈｔｔｐ：／／ｗｅｂ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ＷＢＳＩＴ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ＴＯＰＩＣＳ／ＴＲＡＤＥ／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ＤＫ：２２３２８１９９ ～

ｐａｇｅＰＫ：２１００５８～ｐｉＰＫ：２１００６２～ｔｈｅＳｉｔｅＰＫ：２３９０７１～ｉｓＣＵＲＬ：Ｙ，００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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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概述和学习目标

在第四章我们阐述了部分均衡模型，本章着重介绍第二种模拟模型方法，

也就是一般均衡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ＧＥ）模型。在试验规模较大，以及市
场间联系 （对要素报酬的影响）、预算限制和实际汇率特别重要时，相比部分

均衡模型，我们更偏向于使用 ＧＥ模型。
然而，本指南这一章与其他章节存在本质的差别。本章从基础上和其他

章节有较大不同。我们并非阐述实际中如何来运行一个经济上有意义的 ＧＥ模
型的工具和方法。我们不可能通过一个章节来充分说明这种技巧的复杂性。

因此，本章并不提供练习部分。

Ｂ分 析 工 具

在实际中，经济分析可以是部分均衡分析也可以是一般均衡分析。我们

能够使用一般均衡分析来清楚地解释存在于各种不同经济领域之间的联系，

包括家庭、企业、政府和国家。这种方法包含对这些领域的约束条件，从而

使得消费不会超过收入，而且收入取决于生产要素获得的报酬。这些约束条

件在生产要素获得的报酬和家庭消费之间建立了一个直接联系。部分均衡模

型通常只关注整个经济体的一部分，并且假设这一部分和经济体的剩余部分

并没有或者只有少量的相互影响。虽然部分均衡有很多的优势，但如果面对

大规模的政策变动，整体经济的反响将更为重要。举例来说，关税结构的改

变经常无处不在。在很多情况下，实行共同对外关税意味着对市场保护的剧

减，很可能需要通过货币贬值来重新达到外部均衡。这些情况也可能引起生

产要素市场的实质变化，以及产生对要素报酬的调整需求。显然，如果这些

结果是来自于国家层面，它们会对多边贸易协议的实施产生重要影响。由于

ＧＥ分析考虑了市场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它克服了这些缺陷。特别的，通过考
虑预算约束，ＧＥ分析可以摆脱所谓的 “免费午餐 （ＦｒｅｅＬｕｎｃｈｅｓ）”。举例来
说，在保护减少的情况下，ＧＥ模型可以评估维持外部平衡所需要的货币贬值
程度。但是，在某些情况下，ＧＥ模型的好处也可能被削弱，例如为了使用可
比较和一致的数据而产生的高级别聚集需求，以及在模型中确定所需参数和

函数形式时所遇到的困难。

对于 ＧＥ模拟的目标，我们感兴趣的是确定贸易政策的改变对内生变量造
成的影响。这些内生变量包括价格、生产、消费、出口、进口和福利等。ＧＥ
模拟将会展现政策发生改变或者冲击发生时经济的变化情况。内生变量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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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基准和模拟结果之间的差别体现了政策改变的影响。因此，模型应该能

够预测贸易政策的改变对贸易和保护模式产生的影响。此外，基于福利的变

化，决策者可以判断国家是否由于政策的改变而得益。

必须要注意的一点是，ＧＥ政策试验只能被看做是次优的情况。原因在
于，为了校准使用 ＳＡＭ数据的模型而计算出的参数估计，例如 （３２节和
３３节），的确描述了可能在大多数经济市场上出现的刚性和市场扭曲。但
是，通过假设在试验中这些刚性和市场扭曲固定不变，ＧＥ政策试验可以得到
清晰的量化数据，这与理论和分析模型正好相反。而在理论和分析模型中，

结果可能取决于参数值，只能使用特定的方法来评价。当调查特定政策改革

所带来的影响时，这些可以作为支持 ＧＥ评价的重要根据。
在这个领域的发展过程中，均衡的计算经常成为一个难题，因此我们经

常将 ＧＥ模 拟 分 析 称 为 是 “可 计 算 的 一 般 均 衡 （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ｌ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ＣＧＥ）”模型。虽然可计算性已经不是一个问题，我们仍然保留
这种定义。这说明随着数据可获得性的增加，ＧＥ模拟的方法几乎有无穷多
种。因此本章只对这个领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介绍完 ＧＥ模拟的广泛选择，我们需要指出对 ＧＥ方法一些主要的批评。
正如在校准讨论中所清楚展现的那样，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方法是用来将选择

好的行为规范与数据相匹配，也就是说，流数据 （这里指的是结构化的ＳＡＭ）
代表了均衡。简单地说，模型无法直接面向数据 （即使如上所述我们可以使

用不同的模型来进行试验，有些时候被称为 “闭合”规则）。因此，即使不存

在正式的假设检验，运用如今的运算能力，我们也可以进行蒙特卡洛分析。

另外，为政策分析建立一个 ＧＥ模型是相当耗时的。首先，必须集中所有
的数据。即便是我们可以借用简单的功能函数，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易事。而

且，我们还必须从一个平衡的数据开始进行分析，例如，一个平衡的社会核

算矩阵 （Ｓｏｃｉ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Ｍａｔｒｉｘ，ＳＡＭ）。通常来说，这需要一些前期工作，
而且当数据来源不同时我们必须自己做出平衡。第二点，我们必须指定模型。

这里的难点在于即使是微小的错误也会导致漏损 （例如，对于某个模型来说

其收入和消费并不相等）并且模型也无法求解。再者，找到错误的源头也是

一件耗时的工作。

综上所述，ＧＥ分析的好处在于它是一个检测替代模型规范含义的严密有
效的工具。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想要学习 ＧＥ模型，就不得不把手 “弄脏”

来自己建立模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使用一个简单模型来阐述所有的公式。

１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的基础

ＧＥ分析可以用来解释一个经济中所有部门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可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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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工厂间的前向或者后向联系，也可以是家庭收入和支出的联系。一个 ＧＥ
模型具有收入／支出以及资源约束，因此可以保证家庭保持其预算底线，并且
用于生产的主要生产要素总量不超过整个国家的要素分配。

ａ在经济中的关联

在部分均衡模型中，“其他条件相同”的假设非常严格，特别是当分析包

含了多个市场，并且当账户考虑了收入效应和产品的可替换性以及互补性，

抑或是各部门之间生产要素的转移。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体现了这样一些事实：

市场是有关联的，并且在一个市场发生的事件会影响其他将要被考虑的市场，

因为他们将会反馈到最初的市场。

这些关联通过一系列的渠道表现出来。一个渠道就是消费者。举例来说，

小麦的关税降低会增加消费者对于小麦的需求，而同时降低了可替代小麦的

产品 （例如大米）的需求，增加互补性产品 （例如黄油）的需求量。通过收

入效应，相对价格的改变也将影响需求的组成。另一个渠道就是生产商。小

麦的关税降低将减少小麦种植的回报，因此导致国内生产商减少对小麦的供

应。这将会释放一部分在小麦种植行业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

力———并且转移到其他部门 （例如大米种植），并且大米种植的规模很可能扩

大。由于小麦需求的增长和小麦供应的减少，应对这种改变的方法就只有提

高进口量。

所有这些改变都会在经济中引起连锁反应。从小麦种植行业释放出来的

生产要素现在可以被用于其他行业。它们将会转移到例如大米种植行业或者

是出口行业。因此将会使得在小麦生产、消费和贸易等行业模式的改变，尽

管大部分重要的改变仍然集中在这个领域。对于贸易经济学家来说，对于小

麦关税的减少所带来的收益体现在将资源释放并转移到其他对经济贡献更大

的行业。而为什么这些资源一开始被用于小麦种植，唯一的解释是由于贸易

保护政策使得其生产商能获得更多的额外资源。

从另一方面来说，一个典型的局部均衡分析将会仅限于小麦市场。它能

够反映小麦需求数量的增加、国内市场小麦生产量的减少以及小麦进口的增

加。但它并不能反映对于小麦互补品和替代品市场的变化，特别是不能够反

映消费者在其他这些产品中的收入和支出之间的联系。一个局部均衡分析不

会考虑其他部门 （例如出口部门）如何使用从小麦种植业释放出来的资源。

因此，一般均衡方法是我们分析多边贸易自由化或者在边界范围内的区

域整合最理想的工具。因为这涉及多个国家和市场，并且关税在所有的国家

和市场均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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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循环流向图

一些经济关联可以通过经济运行的循环流向图来体现。在循环流向图里，

有两个重要的系统：家庭和企业。其中，家庭作为消费者，同时也作为生产

要素 （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拥有者。家庭向企业出售生产要素的服务，

因此存在一条要素服务到企业的流向。同时，企业向家庭出售产品和其他服

务。因此存在一条产品和服务从企业到家庭的反向流向。许多 ＧＥ模型也清晰
地体现了政府，但政府在循环流向图里通常是被动性的，例如，收取税金以

及将财政收入通过补贴和一次性转移分配给家庭和企业。但这些分配将受制

于分析师制定的预算平衡。

即使不是用产品和服务，我们也可以将循环流向图表示为支付和收入。

支付的形式表现为租金、工资、利息和红利，由企业付给家庭。而家庭得到

这些收入。因此有一个从企业到家庭的流向。注意到，这表示企业不积攒任

何利润 （如果有的话），而全部都重新分配到正确的所有者———家庭。家庭同

样也花费金钱购买企业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而企业将其作为收入。所以这里

也有一条家庭到企业的反向流向。

在一个封闭的经济系统中，这些流向的值应该是等价的。而这反映在会

计恒等中。在商品和服务上的总支出应该等同于生产要素拥有者的总收入。

如果家庭将一部分收入作为储蓄，那么这些丧失的消费额必须等价于投资额，

从而使得整个经济体可以随着时间逐步增加其产能。

在达到均衡的时间路径或时间序列显得非常重要的动态模型中，投资额

决定了经济以多快的速度增长。在动态模型中，需要对存量和流量做出区别。

家庭在任何时间点的存款均为流量。但家庭以前的存款所积累的财富组成了

存量。在一个经济体中，投资和资本储蓄存在一个类似的关系。在任何时间

点的投资均为流量，而过去所有投资的集合则组成了存量。因此，流量的变

化对存量造成影响，进而使经济发生变化。

图５１描述了在一个开放经济中商品、服务、消费和收入的流量。它包
含３个部门———家庭、企业和国际性部门加上政府部门。任何包含商品和服
务的交换的经济交易都必须同消费和收入流量相对应。举例来说，家庭购买

企业产品的交易在图中表示为一个商品流量 （实线）以及一个支付流量 （虚

线）。商品从企业流向家庭，而支付则从家庭反向流向企业。

在国内市场以及国际部门之间的关联可以通过四组出入国际部门的箭头

来表示。国际部门是提供额外商品和服务的来源，例如国内市场的进口。这

对应于一个从国内居民到国外的支付流向。但是国内生产的一些商品和服务

也通过出口流向国际部门。这些商品和服务的出口流量对应于国内制造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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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流量。如果在国内经济和国外之间不允许存在任何资本流向的话，那么

出口值就必须和进口值相一致。

图 ５１　在开放经济中的产品循环流向

ｃ优化一般均衡分析的行为

在基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中，一个基本的假设是经

济个体具有 “理性”行为。这个假设在部分均衡模型中同样存在，只不过在

一般均衡模型中更明确和显而易见。因此家庭最大效应受限于收入约束和企

业最大化利润。这个假设用于建立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和向上倾斜的供给曲

线。经济个体的优化行为也为分析不同均衡之间福利效应和产生这些结果的

政策措施奠定了基础。

消费者福利是衡量一个经济系统的效率的指标。这是因为任何一个经济

系统的物质资源都是用来满足人类需求的。企业和厂商的作用在于它们将这

些资源有效地转化为家庭所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换言之，企业以及利润最大

化假设的作用是保证社会能够最大化产出 （例如，它在生产可能性边界生产

而不是内部）。正如我们对于循环流向图的解释，家庭是所有生产要素最终的

拥有者并且将要素的报酬作为收入———工资、利息、租金以及红利。

２应用

实施 ＣＧＥ分析并非易事，需要从头做起。肖文和沃利 （１９８４）提到：
“模型设计者必须了解一般均衡理论才能够使得模型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他

们必须能够编写程序 （或者至少必须能够和程序员交流）；他们必须懂得所处

理的政策问题；他们必须了解数据来源以及关联问题；他们也必须对相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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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特别是关于弹性的文献了如指掌。”即使在今天，界面比起 ２０年前要更
加 “用户友好”，分析结果的质量仍然取决于肖文和沃利提到的能力列表。

图５２提供了对某项特定政策改革运用 ＣＧＥ模型的一般步骤。２根据这些
步骤制定的政策试验将在后面 ３个小节中进行阐述，但不一定是按照图中所
列出的顺序。最后的步骤便是针对需要模拟的政策改革、结果进行分析和评

价，这是我们第四章的核心部分。而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影响则被用于阐述这

种练习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图 ５２　使用 ＣＧＥ模型的贸易试验流程

ａ贸易的一般均衡应用模型

从理论观点来看，存在两种主要的 ＣＧＥ建模 观点。新古 典主 义
（Ｎｅ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通常假设劳动力和资本的完全使用，并且部门间的调整是由
相对价格驱动的。而构造主义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ｔ）的 ＣＧＥ模型通常假定产出的
数量调整以及成本驱动的价格。我们在专栏 １１中列出了两种方法的主要
区别。

新古典主义仍然是最主流的观点。而 ＳＡＭ核算度的易处理性和高度一致
性也保证了这种方法能够更广泛的扩展。因此今后核心的趋势就是新古典主

义。当然，我们也会介绍一些构造主义的外围知识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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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结构
市场结构

大部分的 ＣＧＥ模型都假设产品和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表示家庭和
企业在做出购买和出售产品以及生产要素的决定时将会考虑这些产品和要素

的价格，例如价格并非在家庭和企业的控制范围之内。不存在任何的家庭或

者企业可以通过其行为来影响价格。完全竞争也意味着在均衡中企业并不会

谋取经济利益。

一些最新的 ＣＧＥ模型通常允许制造业部门的垄断性竞争的存在。这是因
为一些产品被分为多种样式或类型，例如汽车 （小汽车、跑车和多用途汽

车），并且消费者通常欢迎这些分类。在产出相关的领域内，制造每一种这样

的分类产品都受制于规模报酬的递增。虽然现存的企业有某些市场能力 （其

产出决定可以影响价格），但可以有新企业进入，这相当于引入新产品，保证

了在均衡中不存在经济利益。

虽然产品差异化和垄断竞争假设会使得 ＣＧＥ模型更加复杂，另一方面却
使得模型能够更好表达产业内贸易在发达国家贸易中的作用。一些国际贸易

中较旧的模型，例如假设同质产品的赫克谢尔 －俄林模型就无法解释产业内
贸易的重要性。基于固定规模报酬和同质产品假设的 ＣＧＥ模型通过假设原产
地不同的产品差异解释了产业内贸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阿明顿假说。产品

差异化模型的优势在于产品差异的程度是在模型内部决定而不是根据阿明顿

系数外部决定的。在一个具有产品差异化的 ＣＧＥ模型中，政策改变也通过对
消费者各种的影响来影响经济。由于消费者倾向于多种类型，因此市场上产

品种类越多，消费者福利就越好。

生产和企业行为

ＣＧＥ模型的生产部分是通过一组产品 （产出）、用来制造产品的原料以

及生产技术来表现的。在大多数的 ＣＧＥ模型中，生产技术可以分为两个层
面：一个中级层面和一个终极层面。在中级层面中，产品作为投入用来制造

复合中间产品，主要生产要素 （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也被用于制造新的项

目，我们称为附加价值。而终极层面包括使用附加价值和复合中间产品来制

造最后的产出。我们通过图 ５２来阐述这个方法。在中级层面中，不存在中
间投入和主要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性。但是，在中间输入和主要生产要素之

间存在可替代关系。而用于制造最终产品的终极层面，也允许附加价值和复

合中间产品的相互替代。由于大多数产品是由很多其他供应商提供的部件所

组成，而这两个层面结构考虑了主要要素，因此在现代经济学中的这种结构

比起传统生产函数能够更好地描述生产过程。而描述这种技术的重要参数是

中间输入过程中的常量系数以及替代弹性。

·０９１·



第五章　一般均衡

企业通过控制生产部门来最大化利润。产品价格以及生产要素被当做市

场信号，使得企业能够决策每一种商品的产出。他们从家庭购买主要生产要

素，从其他企业购买中间产品以制造出产品并出售给家庭。出售产品的收入

则通过租金、工资和利息的形式支付主要生产要素的拥有者，并且支付中间

产品的供应商。但是由于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因此经济利润将等于零。

家庭

家庭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作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

拥有者，他们得到企业所支付的租金、工资和利息。这些收入将花费在家庭

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上。一些收入将直接通过税金的方式 （例如收入税）或

非直接的方式 （例如商品关税、营业税等）付给政府，而另一些则作为储蓄。

消费给家庭带来效用。

效用最大化问题经常以一个有代表性的家庭出现。由于要最大化效用，

它必须决定如何分配收入来购买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所有提供的土地和资

本都将以市场价格的方式提供给企业 （假设是充分就业）。但通过这种方式来

看最优化问题，通常需要假设所有处于经济中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从而不考

虑个体之间的福利比较 （我们将在后续讨论中提到针对福利的跨国比较）。但

是，我们仍然可以分析收入分配中的问题，因为要素价格的改变将揭示分配

是如何受影响的，例如业主的劳动力是否能够取得收入。另外，当个体家庭

的影响比较重要时，例如针对贫困的政策改变的影响，ＣＧＥ分析可以通过各
国的案例学习来进行补充，从而分析在一个国家内不同家庭或者不同地域的

潜在影响。

政府

在 ＣＧＥ模型中，政府征收税金和关税、支付补贴以及购买产品和服务。
与消费者和企业的情况不同，这些活动并不一定是为了满足某些优化目标。

即使是在政府财政转移模式中有一些财政限制，其角色本质上还是被动的。

但是，政府财政工具改变将产生外生冲击，从而导致剩余经济的调整，这也

正是 ＣＧＥ要掌握的信息。因此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针对于这些政策改变的福利
分析，同时为可行的决策排序。

国际贸易

在一个具有国际贸易的 ＣＧＥ模型中，将会包含和其他国家的联系，而这
些国家也拥有其自身的消费者、生产者和政府。引入一个国外部门需要解决

一个关键问题———进口和国内商品的可替代性。

绝大多数的 ＣＧＥ模型都假设进口商品和国内商品不是完美替代的，而国
际贸易中的产品根据它们的国家和来源 （阿明顿假说）而差异化。这表明在

美国种植的小麦和在澳大利亚种植的小麦并不相同。所以即使两国均开放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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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美国小麦和澳大利亚小麦的国际价格并不相同，而每个国家都在出口其

本国小麦的同时进口贸易伙伴的小麦。

这些原产地的差异化对于消费者和企业的选择都具有影响。举例来说，

一些企业购买的中间产品可以是进口的。而选择国内还是进口的中间产品

取决于产品价格和阿明顿弹性系数，该系数用来衡量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

的替代性。而且，进口产品也是一个复合产品，它组合了从其他贸易伙伴

进口的产品。对于消费者而言，其选择的产品则包含国内和进口产品的组

合。再次强调，国内产品或者进口产品的购买数量取决于相对价格和阿明

顿弹性系数。

在出口方面，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多种产品。国家产品差异化的

一个后果就是普遍存在的进出口贸易条件变化。进出口贸易条件是指一个国

家出口和进口价格的比率。每一个国家都是其商品的独有的供应商。这表明

其出口商品的价格取决于国际市场上的需求量。一个国家只能通过降低出口

价格来增加出口量，促使外国人购买更多的产品。因此在 ＣＧＥ模型中，由于
在贸易政策中阿明顿假说的改变对于进出口贸易条件有明显的影响，进出口

贸易条件改变的可能性对于贸易自由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具有阿明顿国家产品差异化的 ＣＧＥ模型中，贸易仅仅在集约边际中扩
展：每个出口者都增加其出口量，但出口者的数量和目标国家都不会变化。

通过前几章的阐述，我们已经了解广延边际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广延边

际是贸易自由化之后贸易扩展的关键推动力。因此在阿明顿类型的 ＣＧＥ模型
中缺失广延边际将会导致众所周知的 “零贸易困境”问题。

３
阿明顿规范限制

了以往存在的贸易模式的影响，并且阻碍了在只有极少贸易额或者零贸易的

部门间的较大变化。在这样的规范下，若一个国家从另一个国家进口的给定

产品的初始量为零的话，则即使贸易壁垒有重大减少，其贸易量将保持为零。

在进口量不为零但很小的情况下，即使价格变化很大，其数值依然会保持在

很小的值。这种 “零贸易困境”的问题使得 ＣＧＥ模型对于发展中国家极为不
合适，因为发展中国家通常和其他国家只有少量的贸易额。

４

ｉｉ均衡
求解一个 ＣＧＥ模型需要我们找出可以达到市场均衡的价格体系。在均衡

中，产品的需求等于产品的供给，而生产要素的需求等同于可用的资源禀赋。

给定消费者的收入，他们需要挑选产品来达到效用最大化，同样，企业也需

要选择其生产水平来达到利润最大化。

这说明在一个如图 ５１的循环经济流向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产
品和价值是守恒的。即使在经济不处于均衡状态下，产品守恒依然成立，而

这说明了家庭提供的一个要素，或者是企业制造的一个产品必须在剩余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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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完全被企业或者家庭分别吸收。换言之，产品守恒保证了产品和要素的

流量必须被经济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来吸收。这是一个关于自由可处置性以

及市场出清的规则。价值守恒反映了预算平衡，说明了对于任何一个在经济

中的活动，消费值必须和收入值平衡，并且每一个单位的消费都必须用来购

买某种类型某些数量的产品。换言之，无论是产品还是价值都不可能莫名其

妙地出现或者消失。价值守恒是同固定规模报酬一起在生产中或者垄断竞争

市场获取的。这就意味着在一个均衡中制造商获得零利润。最后，家庭提供

主要生产要素的报酬，应累算至家庭收入，这些报酬是跟生产商租用生产要

素价值相关联的，而所有这些收入都用于购买产品。当一个家庭的所有生产

要素都被利用而没有剩余 （例如不存在失业情况），并且家庭将所有收入都用

于购买产品 （一些收入可能被用于储蓄）时，就会符合被称作是收支平衡的

平衡预算核算原则。

市场出清、零利润以及收支平衡这三个条件是求解支持一般均衡的价格

和产品要素分配的充分条件。这三个条件通过产品和要素分配定义了瓦尔拉

斯一般均衡，并且未必通过交换过程来接触这些分配。这种分配是由图 ５１
中的实线所表示的循环流向所组成的。因此一般均衡可以通过对产品和生产

要素的实物交易来建模，而不需要明确需求补偿财政转移。这就解释了为什

么 ＣＧＥ模型通常不把货币作为产品。但是，我们需要将产品价值单位化，以
便使得不同数量的产品能够比较。因而，流量通过价格固定的基准商品来表

示。这就揭示了为什么 ＣＧＥ模型只用于求解相对价格。
不同的外生变量诸如关税水平的设置将导致不同的市场均衡。对于决策

者而言，能够衡量这些不同的结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ＣＧＥ模型将会以消费
者福利的形式为决策者提供所需的方法。每个贸易方法的设置都跟一个特定

的均衡以及相应的消费者福利值相联系。决策者倾向于选择能够使得消费者

福利最大化的均衡所对应的政策。

ｉｉｉ模型封闭性
在应对政策冲击所进行的经济调整的不同过程，将很有可能产生不同的

后均衡属性。一个经济体应对政策冲击的方法，通常根据 ＣＧＥ建模者使用的
封闭性的不同而不同，通过自身的理论推导以及在其观点中最可行的调整过

程来决定其选择。

举例来说，不同的模型封闭性代表着各种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假设，特别

是允许失业的情况下。如果假设劳动力市场是完全弹性的 （新古典主义观点）

并且是充分就业的，则我们会选择一个内生工资率的封闭性，而就业则由经

济中劳动力的提供来外部决定。相比而言，如果我们认为非自愿失业决定了

劳动力市场，则合适的 （构造主义观点）封闭性规则会把就业当做内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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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外部性地固定工资率，而这有可能是在高于均衡的层面上来进行的。

但是对于 “模型封闭性”的选择不可能仅仅是 “观念上的”。它也必须

由问题的特殊性以及建模者对变量的改变来决定。假设在一个小经济体中，

政府对某种产品征收很重要的进口关税。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国内价格将

由国际市场价格加上进口关税决定，而进口量则由模型中国内需求和供应函

数所决定。给定价格后我们可以计算出需求量和国内供应量，而进口量则为

需求量和国内供应量的差值。在这种设定中，价格是由分析师外部决定的，

而数量则是由模型内部决定的。建模者可以通过求解针对新价格 （国际价格

加上新的关税）的需求和供应函数来模拟关税降低的影响。

或者，在市场上的一个特定商品是由配额所保护的，而建模者所感兴趣

的是模拟配额量改变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给定国际价格和配

额，市场均衡条件 “需求等于供应加进口” （后者是通过配额量来给定）将

会决定市场上的国内产品价格。在这种价格条件下，需求和供应会精确地生

成由配额决定的进口水平。在此设置下，进口量由特定国家的政策决定，是

模型的外生变量，而价格则是由模型决定的内生变量。

很有趣的一点是，在一定条件下，关税和配额对于经济的影响是相同的。

通过设定关税而得到的进口水平和设定配额得到相同的价格是等同的。正因

如此，经济学家有时候会将关税等同于配额。在这种情况下，配额改变所带

来的影响通过其等同的关税变量来进行模拟。而直接使用配额或者关税的选

择就是一种模型封闭性。在前者，进口量是外生变量而国内价格是内生变量，

而后者则正好相反。

从数学角度来看，之所以需要 “模型封闭性”是因为只有模型的内生变

量等于独立函数的数量整个模型才可以求解。因此，若一个模型有 ｎ个独立
函数和ｍ个变量，如果ｍ＞ｎ，一种解释封闭性的方法是它必须确定ｍ个变量
中的 ｎ个作为内生变量，而剩余的 ｍ－ｎ个变量作为外生变量。换言之，选择
一种封闭性等同于选择一组均衡条件和一组等式。货币汇率本位必须由均衡

组成部分的价格来确定。但是，生产要素的价格不能够当做货币汇率本位，

这也是在所有条件下都成立的。这是因为导致瓦尔拉定律的聚集等式 （总超

额需求为０）中，并不包括在生产要素市场的供应 －需求等式。而瓦尔拉定律
则表明一个均衡条件在其他条件都成立时是冗余的。此时我们可以删除一个

均衡条件，使得潜在价格成为货币汇率本位。而货币汇率本位只能从复合产

品、名义储蓄或投资以及外汇 （在一个开放经济架构中）的价格中选取。举

例来说，在大多数的新古典主义 ＣＧＥ模型中，货币汇率本位是名义储蓄或者
投资的价格。这表明储蓄 －投资均衡条件从聚集等式中被删除，总超额需求
为零，而且所有价格都通过名义储蓄或者投资的价格表示，例如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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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ｖ福利
在贸易 ＣＧＥ模型中用到了各种福利指标，而使用最多的方法是跟均衡比

较相关的希克斯补偿和等价转换。补偿变量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ｎｇ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Ｖ）取
值为新的均衡收入和价格，用来计算为了保持家庭预效用等级而必须增加或

减少的收入值。而等价变量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ＥＶ）取值为旧的均衡收入
和价格，用来计算达到新平衡的效用等级所需的变化。福利的提升对应于一

个负补偿变量和一个正等价变量。在单个国家模型中，由于政策改革所带来

的经济范围内的福利收益或消耗是通过累加各个体之间的 ＣＶ值和 ＥＶ值来实
现的。在多个国家模型中，由政策改革所带来的总福利收益或消耗是通过累

加各国之间的 ＣＶ值和 ＥＶ值来实现的。我们经常使用符号法则来规定正值代
表着福利的增加。于是，

　　ＣＶ＝（Ｕ
１－Ｕ０）
Ｕ１

Ｉ１ （式５１）

以及

　　ＥＶ＝（Ｕ
１－Ｕ０）
Ｕ０

Ｉ０ （式５２）

其中，Ｕ１，Ｕ０和 Ｉ１，Ｉ０分别代表着新的和旧的效用等级和收入。
为了解释这些方法的实际应用，让我们考虑以下的情形。一个国家在评

估是否应该取消一个进口商品的关税。移除关税的补偿变量 （式 ５１）代表
着收入等级，我们需要增加或者消除这个变量从而可以通过后关税下降的价

格和收入来得到预关税下降的福利等级。而移除关税的等价变量 （式 ５２）
则代表着收入变化，使用现有价格将会和削减关税一样对家庭福利造成相同

的影响。这些变量方法应用前景广阔，因为他们是福利变化的货币度量，例如

可以用美元和美分来表示。一个货币度量不仅可以被更直观地理解，它也可

以为解决多国家模型中福利的个人比较问题提供重要的方法。它提供了赢家

到输家的标准化转移，使得所有的国家至少能保持以前的状态。

假设我们模拟一个特定的多边贸易自由化，结果显示其中一些国家的福

利水平 （通过等价变量来衡量）跟基准相比是增加的，而另一些国家的福利

水平是减少的。通过在等价变量中加入这些条件，我们可以衡量这个特定多

边贸易自由化对全球福利产生的影响。如果总量是正值，我们可以说从赢家

到输家发生了转移，并且使得后者保持了和自由化之前同样的状态，因此消

除了他们对于政策改变的反对，同时也使得赢家能有足够的净收益。所以从

全球福利方面来看，自由化政策是相当合适的。如果总量为负值，那么不可

能存在一种方法使得从赢家到输家发生转移，也不能够使得所有国家都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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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前同样的状态。因此，从全球福利方面看，自由化政策并不合适。

我们注意到，衡量福利的方法并没有权衡单个国家的福利，也没有评判

一个国家是否比另一个国家更重要。只要通过贸易政策的改变而导致的全球

收入增加，足以使得赢家 “收买”输家来接受政策改变，那么由于所有人都

能够受益，政策改变依然是合适的。

ｖ动态
ＣＧＥ模型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在静态模式下，政策改革所带

来的影响 （例如关税降低）是通过比较改革前后的均衡属性来得到的。换言

之，比较发生在改革之后，而并不考虑改革过程中的经济行为。而这正是动

态模型所模拟的目标。动态 ＣＧＥ模型具有的这种独特的性质表明产出是可能
增加的，并且政策的改变在一定时间内是可以被追踪的。在改革过程中经济

指标的改变可以被检索。另外，我们也可以对政策改革中不同的实现模式的

影响进行比较。

动态 ＣＧＥ模型具有两种形式：回归／序列型和跨期型。回归／序列型动态
ＣＧＥ模型并非真正的动态，而事实上是由多个静态模型顺序连接在一起。第
一个模型在某个时间段求解，然后其所有确定的变量值都被用于下一个模型

的起始值。这就等同于求解一个初始值问题。现有的经济条件 （例如资本的

可用性）依存于过去的结果，但并不被前瞻性预测所影响，并且建模者设定

经济主体具有短视行为。模型中的一些变量根据预先定义的基准准则可以外

生演化。由于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可以承担预测任务，我们可以确定这些基

准准则。无论是内生变量 （资本）的改变还是外生变量 （人口）的改变都会

反映一个经济模型在朝向新均衡的调整道路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每

个时期的基准产量来预期政策改革的影响。

不同于序列型动态 ＣＧＥ模型，跨期型模型是基于最优增长理论的，而在此
理论中，所有经济个体的行为都可以完美预测。在这种动态 ＣＧＥ模型中，家庭
为了最大化贴现效用而做出一个消费计划 （一系列的消费决策）。这意味着在某

些时期，家庭消费将超过其收入 （动用储蓄金），而在其他一些时期，消费会低

于收入值 （储蓄）。而企业会为了最大化贴现利益而做出一个生产计划 （一系列

的生产决策）。家庭可用的储蓄保证了企业可能将这些储蓄转化为新的资本存

量，从而调整他们的产能。因此一个动态 ＣＧＥ模型的增长率外部地取决于家庭
以及企业的储蓄和投资行为。经济发展是由以下几个方面所驱动，包括贸易效

果、由建模者决定的它和其他特征中总要素生产率的联系、政府在基建上的投

资以及它和总要素生产率的假设关系，也包括通过在劳动力生产率影响的教育

投资等。在跨期 ＣＧＥ模型中并不需要一个大规模的基准描述。但是，由于一些
在现有时期的变量会受到未来变量值的影响，因此前瞻性行为将会使得计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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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非常复杂。之所以建立一个跨期型 ＣＧＥ模型如此有挑战性，是因为必须在保
证建立的经济模型细节的类型和特性的基础上保持其可计算性。

ｖｉ和微观模拟模型的联系
通过标准宏观 ＣＧＥ模型，我们只能部分衡量贸易改革的分配效应。这些

模型缺乏在微观模拟中的分配细节特性。而微观模拟倾向于对不同的个体或

者家庭进行收入和消费的建模，而不是像传统 ＣＧＥ模型一样考虑一个家庭的
集合。它是基于家庭问卷调查，特别是政府财政和劳动力调查。因此微观模

拟对于建立税金和资金转移的分配效应而言非常重要。但它同时也受限于其

非行为特性以及无法对价格、工资和宏观变量进行建模。

一个广为提倡的解决量化分配效应的合适的方法是将不同的编程方法组

合起来。这个想法首先是奥科特 （１９５７）提出，但直到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末期
才被用于宏观贫困分析。

假设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想要了解取消农业保护带来的分配效应，则需要

在标准 ＣＧＥ模型结果之外的一些信息。关税的取消导致食物价格的降低，可以
为贫困的消费者带来收益。但是，农产品较低的价格同时也会降低农业劳动力

的工资收入，而这些人大部分都属于穷人。结果显示一些穷人会因此受益而另

一些则遭受损失。因此我们需要 ＣＧＥ模型来获取工资和价格的影响，同时需要
微观模拟来衡量个体家庭的收益和损失，从而进行更加准确的分配分析。

ＣＧＥ／宏观模型和微观模拟可以通过分层 （自上而下）或者整合而结合起

来。在前者的 ＣＧＥ模拟中，结果传向一个家庭模型 （宏观和微观模型并不需

要一致但其中也可能存在不一致性）。自上而下的方法可以使用有限数量的家

庭组合来解决传统 ＣＧＥ问题，然后使用微观模拟来得到家庭行为，从而复制
ＣＧＥ模型的产出。微观模拟模型可以建立在简单的比例分配上，意味着没有
任何行为响应。此时，只有一阶效应会被考虑。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微观

模拟可以是完全行为化的，而行为参数则由家庭问卷调查而计量地决定。这

就意味着每个家庭对于劳动力供给的选择是内生性的。而政策改革的二阶响

应也可以通过这些行为响应来获取。通过整合方法，家庭模型可以直接嵌入

到 ＣＧＥ中。换言之，整合方法直接采用 ＣＧＥ中的个体家庭而不是具有代表性
的家庭组合。相比自上而下方法这个方法更有优势。原因在于：第一，它更

加接近真正的一般均衡。第二点，也可以说从政策观点来看最令人瞩目的原

因，它可以使得家庭异构性对部门和宏观整合产生影响。一些建模者支持这

个模型的原因在于它可以比较容易表现技术可行性问题。作为一个标准 ＣＧＥ
模型，ＣＧＥ／微观模拟模型既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而动态性可以通
过老化信息或者行为来表现。

ＣＧＥ模型的主要缺点在于它是不可测试的。建立一个 ＣＧＥ模型的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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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指定一个先验结果架构 （“故事”），然后在一个给定国家的社会核算矩

阵中进行校准。因此，行为参数是由特定的方法所指定的。任何故事都可以

在任何国家得到校准。传统 ＣＧＥ模型使用一个基准年限的 ＳＡＭ数据来校准模
型所有的共享参数，并且大多数使用非相关的研究以及估计来确定其他行为

参数。在最佳情况下 （例如德米利和德米利，１９９１），一些参数是从单个回归
方程中估计的。由于 ＣＧＥ模型也着眼于中期均衡，它所产生 （如果有的话）

的时间序列通常只能通过定性条件来解释。这会导致两个不好的后果。第一，

对于具有不同行为模式的模型我们可以使用相同的数据来校准，而且并没有

针对一个给定国家的成型的方法 （参见撒恩等，１９９６；梅约，１９９９；撒恩等，
１９９９的矛盾之处）。第二点，即使我们设定了一个给定的因果结构，也无法使
用数据来直接校准行为参数。通常的解决办法是借用其他不相关研究的参数

估计、特定敏感度测试以及 “合理范围”内的假设，但均不令人满意。另一

种不同的方法是指出自由变量的不确定性 （哈里森等，１９９３），假设所有自由
变量均存在一个先验概率分布，然后在所有变量上进行模拟敏感度分析，从

而生成输出变量的概率分布。但是这种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两个缺陷：第

一，先验概率分布也需要估计，第二，对于所有的自由变量同时做不受限的

敏感度分析通常会导致大量的最终结果数据，不适合实际应用。

因此，在 ＣＧＥ方法可以修正到类似于计量经济学方法之前，ＣＧＥ仍然只
是一个复杂的先验故事，可以在一个一致性的模型中描述建模者喜欢的理论，

但并不能说明哪个故事更好。

ｂ数据要求

为国际贸易建立一个完整的 ＣＧＥ模型需要建立一个关联的社会核算矩
阵，并且需要估算重要的行为变量，这些变量制约着消费者的需求、生产技

术以及进口商品和国内商品的可替代性。这些估计值可以通过采用模型的特

性来得到。有些参数值是任意抽取的。最后的步骤包括校准模型，例如在

ＳＡＭ中校准功能函数。
ｉ社会核算矩阵
运行 ＣＧＥ模型的第一步是根据整个经济的结构来组织数据。这个步骤考

虑了经济中所有部门所有个体之间的基础联系。ＳＡＭ作为一个工具，通过系
统的方法将所有的交互确凿无误地联系起来。如果 ＳＡＭ不可用 （这也是一般

情况），则我们需要自己建立它。但建立的过程是相当耗时的。即使可以从一

个现有的 ＳＡＭ获益，但也可能找不到所感兴趣的某些年份，或者市场、部门
和家庭之间的分解水平不符合需要。正因为这是最耗时的工作，我们会用更

多的时间来介绍。选择函数型式并校准是较简单的工作，至少在假设竞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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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情况下如此。

ＳＡＭ是在经济系统的循环流向假设上建立的，在系统中所有的消费都必
须对应于收入。正如标题所提到的，在 ＳＡＭ中部门间的联系是通过一个行列
表格来表示的。每一行表示了收入，而每一列表示了支出。经济体中的每一

个部门都会以行的形式 （收入）以及列的形式 （消费）出现。在代数上，一

个 ＳＡＭ可以表示为一个矩形矩阵：

　　Ｔ＝［ｔｉｊ］ （式５３）

其中 ｔｉｊ表示客户 （机构）ｉ从客户 （机构）ｊ的消费中得到收入的交易值。
每一行都必须和每一列相等，从而反映每一个机构都严格满足约束条件———

收入必须等同于支出。在代数上表示为：

　　∑
ｊ
ｔｋｊ＝∑

ｉ
ｔｉｋ　ｋ （式５４）

因此满足 （式 ５４）的数据是一致的。如果不满足，就必须做出一些调
整。

５
在案例学习１０中，我们提供了一个一致的投入 －产出表，读者所需要做

的就是计算公共部门机构的净值。

ＳＡＭ是通过若干个基本经济信息来源建立的，这些来源包括：经济的输
入 －输出表、国家账户、政府预算账户、支付平衡和贸易统计数据。输入 －
输出表提供了经济生产部门的信息，展示了产业间关联的细节以及主要生产

要素对于其他部门的贡献。因此，我们可以得知有多少钢铁、橡胶和塑料等

流向汽车产业。宏观经济账户提供了针对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国际部门

（出口和进口）整合需求的统计分析。贸易账户通常包含目的地以及出口和进

口的产品组合。这些必须和国家账户以及输入 －输出表相一致。举例来说，
整合意味着产生的 ＳＡＭ不仅仅说明了有多少钢铁、橡胶和塑料流向汽车产
业，同时也说明了有多少是来自于国内以及有多少来自哪一个国际贸易伙伴。

国家财政账户提供了公共支出和收入的信息。将其他账户整合到 ＳＡＭ，我们
可以了解政府在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的支出，以及确定从国际贸易 （关税）

中得到了多少税金。

表５１列举了ＳＡＭ的模式，包含６个账户。前两个账户是活动和商品账户。
活动账户购买中间产品 （国内或进口）并且租用服务要素来制造产品，从而使

得价值增值。而商品账户将国内供应和进口以及中间流向整合到一个单元里。

下面两个账户是要素和家庭账户。两者的区别反映在价值增值到家庭消

费的映射。家庭接收从政府账户转移的净要素收入 （关税和配额租金）。

最后两个账户是政府账户和世界其他地区账户。因此，如上所述，由于

政府支出被集成到家庭支出中，政府的角色是完全再分配性的。世界其他地

·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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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账户包含政府货币交换支出以及对外国人的资金转移，如同在自愿出口限

制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Ｅｘｐｏｒｔ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ＶＥＲｓ）、ＭＦＡ或者其他任何数量限制下外国
人所得到的租金。

表 ５１ 一个标准贸易模型的社会核算矩阵

消费

收入 　
１活动 ２商品 ３要素 ４家庭 ５政府

６其他

地区
７总计

１活动 净出口 总销售

２商品 中间需求 消费 出口 整合需求

３要素 附加值

净要素收

入和其他

外汇消费

净要素

收入

４家庭
净要素

收入
政府转移

对国内居

民的 ＱＲ

租金

家庭收入

５政府 关税 政府收入

６其他

地区
进口 外汇消费

７总计 总消耗 整合供应 要素消费 家庭消费 政府消费 外汇收入

在贸易 ＣＧＥ模型中，需要收集、标准化以及整合不同国家的 ＳＡＭ。这就
需要使用基于同样基准年度的 ＳＡＭ，并且将所有值转化为单一货币。如果某
些信息缺失或者数据是非一致性的 （例如当支出大于收入、需求不同于供应

或者消费者的消费分类与生产分类不匹配），分析者就需要 “调整”数据。由

于跨国贸易模型非常巨大，因此这个工作有很大的挑战性。举例来说，目前

版本的 ＧＴＡＰ（版本６）具有８７个国家和地区以及 ５７个制造部门。对于一个
如此大小的 ＣＧＥ模型，我们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来收集、标准化和一致化这些
数据从而建立一个 ＳＡＭ。

值得一提的是，ＣＧＥ模型是通过数值数据建立的。通常情况下是定义量
化单位，这些量化单位可以通过在基期数据中的单位货币 （例如一欧元或一

美元）来购买。这就意味着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基期价格需要被设置为单位

量。因此在 ＣＧＥ模型中，只有相对价格是重要的，而并非是绝对价格。
ｉｉ行为参数／弹性
在所有有关消费和收入的信息以及所有个体交互整合都包括在 ＳＡＭ之

后，建模者需要提供外生变量 （称为行为参数）的值来描述生产者和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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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这些参数衡量了厂商和消费者对相对价格和收入改变的响应，因此

ＣＧＥ模拟的结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需的行为参数至少包括三种 （通常

更多）类型。第一种是价值增值替代品的弹性，这种弹性决定了主要生产要

素的可替代性。第二种是阿明顿弹性，这种弹性决定了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

的可替代性。第三种是家庭和消费者的需求和收入弹性。

一项针对 ＣＧＥ模型的非常重要的批评关注了得到这些行为参数的信息质
量。赫特尔等 （２００４）承认在 ＣＧＥ模型中估计决定贸易流向的弹性替代时是
通过人为调整的。在某些情况下，ＣＧＥ模型的建模者并不是亲自通过统计方
法来估计这些参数，而是从其他来源里取出且不做大的改动。举例来说，

ＧＴＡＰ模型中的替代弹性和阿明顿弹性是从 ＳＡＬＴＥＲ项目 （约米尼等，１９９１）
中得到的，而收入弹性是从 ＦＡＯ（１９９３）和泰尔等 （１９８９）中得到的。在密
歇根模型中，弹性值是从迪尔多夫和斯特恩 （１９９０）中得到的。在理想的情
况下，这些参数值都具有附加信息 （例如标准差、功能函数等），可以为参数

的可信度提供参考。当数据库定期更新时，参数的估计值却保持不变，因此

一些行为参数是基于１５年前的数据来估计的。

ｃ校准

运行 ＣＧＥ模型的最后一步包括对所有未知参数进行校准。这些参数估计
可以通过经验来得到。但是，这是一个相当耗时的工作，而且大多数需要的

时间序列甚至是跨部门序列的数据通常是无法获得的。在绝大多数 ＣＧＥ应用
中都是通过 ＳＡＭ自身得到的信息来进行模型参数的估计，并且通过其他附加
来源或者计量经济估计方法来补足。因此，校准包括通过这样的方法来选择

一部分的参数值，再加上整合的 ＳＡＭ和行为参数值，模型就可以得到确定年
度 －基准的数据。这就意味着，对于每一个估计参数只有一个数值。在这种
条件下，模型校准是一个数学过程，而非统计过程。通常校准的参数是共享

参数或者尺度参数。连同每个部门 （劳动力、资本存量）的部门数量数据就

可以计算要素报酬。使用这种方法，将工资单工资除以部门所有工人数量就

成为该部门的平均工资。

当把微观模型和 ＣＧＥ模型结合起来时，微观模型的输出可以用于校准
ＣＧＥ模型。这些输出为集成行为提供了一个微观经济学基础。这代表着在两
者之间有一个强大的反馈关系。这也使得我们可以在相同的微观经济学框架

中衡量关于关税、分配、就业和其他因素的政策方法的复杂独立性。但是，

正如裴琦尔 （２００９）提出的，通过关联 ＭＳ模型和 ＣＧＥ模型而生成这些反馈
效果并非一件简单的工作。

在最终能够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之前，校准过程是所需的最后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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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模型特性和校准正确的话，那么 ＳＡＭ数据和模型的特征方程一起成为模
型的解。然后需要做一些一致性检查以帮助检测出可能的错误。一个 ＣＧＥ被
认为是 “确定的”意味着不存在任何的偏差。在某些均衡条件中的非活跃变

量可以被用于检测可能的错误。如果一个均衡条件没有满足，就意味着通过

函数来表示的模型的系统中存在错误。另一个一致性检测是与大多数 ＣＧＥ模
型都是零次齐次性的事实相关的。这意味着所有价格乘以任意整数后实变量

是不受影响的。这可以通过货币汇率本位价格来完成，结果应该是在不影响

实变量的情况下所有价格和名义要素的两倍。

一旦证实了模型校准的一致性就可以进行政策实验了。所有 ＣＧＥ模型的
模拟都会和基准值相比较。

Ｃ应　　用

政策模拟及评估：评价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影响

贸易谈判中的乌拉圭回合第一次为我们提供了利用 ＣＧＥ模型来模拟多边
贸易谈判的机会。本节提取了经验教训中的精华并加以阐述。本节提供了乌

拉圭回合后国际组织使用的 ＣＧＥ模型和模拟结果。
乌拉圭回合的影响在回合之前、回合期间以及回合后都进行了估计。ＷＴＯ

进行的早期研究估计了每年５０００亿美元的收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进行的研
究表明仅在农业自由化方面就会有２０００亿美元的收益。但是这些前期估算比起
乌拉圭回合结束后的估算高出很多。对这个差异最重要的一个解释是，包含在

最终协议里的实际承诺要比政策试验所假设的自由化程度低很多，特别是在和

农业相关的领域。在乌拉圭回合结束后基于实际协议的后续研究则修正了这些

估计。

表５２列出了在乌拉圭回合结束后的一些研究结果。我们列举出一些可能
解释模拟结果差异的原因。首先，不同的研究涵盖了乌拉圭回合的不同方面。

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开发的基于 ＲｕｒａｌＵｒｂａｎＮｏｒｔｈＳｏｕｔｈ
（ＲＵＮＳ）的模型 （布奈尔和曼斯伯格，１９９１）特别关注了农业部门。在２０个部
门中的１５个都涵盖了农业产品，而剩余５个部门中的３个也包含重要的农产品
输入 （化肥、能源和设备）。大多数的工业自由化发生在单一集成部门，“其

他制造业”，因此我们有可能充分捕捉到发生在不同产品间的再分配。由于生

产领域高度整合，通过在工业产品中逐步取消纺织品配额和其他非关税壁垒

而得到的可能收益无法进行建模。因此，全球总收益主要是由农业自由化驱

动。在高德林和曼斯伯格 （１９９６）的研究中，农业自由化可以带来 ８０％的收
益。这和其他研究所得到的结果有很大差异，在其他的研究结果中，工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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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化具有更大的影响，而农业自由化带来的总收益不超过 １０％ （例如弗朗索

瓦等，１９９６）。尝试量化服务自由化影响的研究只有两个 （布朗等，１９９６和阮
等，１９９５）。

表 ５２ 乌拉圭回合谈判的 ＣＧＥ研究

发表论文
发表时间

和评价
模型结构 部门自由化 结论

Ｂｒｏｗｎ，
Ｄｅａｒｄｏｒｆｆ，
ＦｏｘａｎｄＳｔｅｒｎ
（１９９６）

数据和评

价 １９９０
 密歇根模型
 ２９部门 （一

个 ａｇ，一个
ｐｒｏｃｆｏｏｄ，一
个 ｐｒｉｍ，２０个
ｍａｎｕｆ，６个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８地区
 完美竞争，
ＣＲＳ，在 ａｇ中
的阿明顿弹性，

垄断竞争和在

Ｍａｎｕｆ中
的 ＩＲＳ
 静态

 根据减让表
减少工业税。

不考虑 ＭＦＡ
配额

 根据协议，
农业税包括

ＮＴＭ等量
 服务：ＮＴＭ
降低 ２５％

 ＧＤＰ增长：美国
０９％，欧盟 ０９％，
日本 １４％，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 ３６％，
墨西哥 ２８％，亚洲
ＮＩＣ３６％，世界其他
地区 １％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
ａｎｄ
Ｎｏｒｄｓｔｒｏｍ
（１９９６）

数据版

本 １９９２
 ＧＴＡＰ模型
 １９部门
 １３地区
 模型 １：
ＣＲＳ，完美竞争
 模型 ２：
ＩＲＳ，垄断竞争
 储蓄驱动的
投资 （例如动

态模型）

 根据减让表
降低工业税，

考虑 ＭＦＡ配额
 根据协议减
少农业税，发

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的补贴

分别降低 ３６％
和 ２４％

 ＧＤＰ增长：世界
０４５％ （模型 １），
０９％ （模型 ２），美
国 ０６％，欧盟
０５％，日本 ０４％，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０９％，拉丁美洲
１９％，东南亚 １８％
 福利效应分解：
１０％农业，５０％纺织
和服装，４０％其他
 贸易增长：６％增
长 （模型 １），约
１５％ （模型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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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发表论文
发表时间

和评价
模型结构 部门自由化 结论

Ｇｏｌｄｉｎａｎｄ
ｖａｎｄｅｒ
Ｍｅｎｓｂｒｕｇｇｈｅ
（１９９６）

１９８５－１９９３
年的数据用

于此模型。

映射于

１９９３－
２００２年

 ＲＵＮＳ模型
 ２０部门 （１５
个农业部门）

 ２２国家
 完美竞争
 静态

 根据减让表
降低工业税

 农业改革：
根据减让表降

低关税和 ＮＴＭ，
ＯＥＣＤ补贴减少
３６％，其他国
家补贴减

少 ２４％

 ＧＤＰ增长：美国
０１％，欧盟 ０６％，
日本 ０４％，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 ０１％，
墨西哥 ０５％，高收
入亚洲国家 １３％
 福利效应分解：农
业 ８５％

Ｈｅｒｔｅｌ，
Ｍａｒｔｉｎ，
Ｙａｎａｇｉｓｈｉｍａ
ａｎｄ
Ｄｉｍａｒａｎａｎ
（１９９６）

在 ２００５年
使用 １９９２
年的数据，

使用地区资

本增长以及

人口和技术

的外生数

据。世界经

济根据是否

考虑乌拉圭

回合谈判的

政策改变而

做出估计

 ＧＴＡＰ模型
 １０部门
 １５地区
 ＣＲＳ、完美
竞争，阿明顿

贸易弹性

 根据减让表
降低工业税和

农业税。考虑

ＭＦＡ配额

 ＧＤＰ增长：世界
０８９％，美国和加拿
大 ０４％，欧盟
０７％，日本 １０４％，
拉丁美洲 ＮＩＣ３８％
 贸易增长：世界
５９％，美国和加拿大
４８％，欧盟 ４２％，日
本 ２２％
 福利效应分解：农
业 ５％，工业税
８１％，ＭＦＡ１４％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
ａｎｄＴａｒｒ
（１９９５）

数据和评

价 １９９２
 ＧＴＡＰ模型
 ２２部门
 ２４地区
 模型 １：
ＣＲＴ，ＰＣ，阿
明顿假设

 模型 ２：
ＩＲＴ，垄断竞
争，区域内，

基于阿明顿假

设的贸易

 模型 １既是
动态也是静态

 根据减让表
降低工业税和

农业税

 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的

出口 （国内）

补贴分别减少

３６％ （２０％）
和 ２４％ （１３％）

 ＧＤＰ增长：世界
０４％ （Ｍ１静态），
０７％ （Ｍ１动态），
０４２％ （Ｍ２静态）；
模型 １区域结果：美
国 ０４％，欧盟
０７％，日本 ０７％，
拉丁美洲 １７％，东
南亚约 ２５％
 福利效应分解。模
型 １静态：农业
６８％，工业税 １８％，
ＭＦＡ１５％，模型 １动
态：农业 ３８％，工业
税 ４９％，ＭＦＡ１２％，
模型 ２静态：农业
６１％，工业税
２３％，ＭＦＡ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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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区域整合程度也影响了收益分配。ＣＧＥ估计的重要差异来源于是
否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算在内。农业改革，特别是补贴的取消将导致食物

价格上涨，因而会给食物进口国带来负面影响。在具有高度地区整合的模型

中，这个效应并不出现在结果中，因为损失通过区域内的其他国家的正福利

收益得到了补偿。因此，当模拟需要一个高度地区整合的时候，ＣＧＥ模拟中
声称的在贸易自由化里没有输家的说法是带有误导性的。因此，正收益表明

在跨国补偿中仍然有余地，虽然没有原因表明这样的补偿可能发生。

第二个可以解释不同 ＣＧＥ结果差异性的原因是对于市场结构的不同假
设。一种方法假设产品在企业间和国家间均有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

企业都有一定的市场能力，因此企业间的竞争是不完美的。而校准模型需要

对市场能力和规模经济的估计。这些参数估计的错误增加了结果的不确定性，

也影响了参数的可信度。但是，这些模型相对于那些基于完美竞争的模型可

能更接近事实。另一种可替代的方法是假设国内生产的同一商品目录下的产

品都是同质的，而其他国家的商品不能够完美替代。这种假设和完全竞争是

一致的。因此，不需要估计规模经济。相对比而言，这种方法需要估计所谓

的阿明顿弹性，例如贸易替代弹性。

第三种导致对乌拉圭回合分析结果差异化的因素是对模型动态性的假设。

一些模型将资本存量设置为固定值 （静态模型）而其他模型则允许伴随资本

积累而发生投资变化。总体来说，资本存量随着投资改变的模型将会比资本

固定的模型产生更大的总体效果。原因如下：如果贸易自由化导致了高储蓄

率，投资将会增加，而这会增加资本和产出。这个过程随着时间一直在发生。

因此，在这个例子中的结果将会比静态模型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在静态模型

中，调整过程未被建模，而且也没有在政策改革完全实施之后需要多久才能

起效的清晰指标。我们通常相信一个静态模型的效果在政策改革完全实施后

五到十年内实现，因为调整就业是需要时间的。如果资本也需要调整，那么

所需的时间可能更长———在十到十五年之间。

注　　释

１本章参考并扩展了皮尔马蒂尼和泰 （２００６）的工作。我们也建议读者将肖文和沃利

（１９８４）、温 （２００４）和罗宾逊等 （１９９９）作为补充阅读。

２可以参考肖文和沃利 （１９８４）中的一个类似的推论方法。

３可以参考柯伊伯和通厄伦 （２００６）的详细讨论。

４扎伊 （２００８）在 ２００８年通过将梅里兹 （２００３）的企业异质性和固定出口成本理论框架

引入全球性的 ＣＧＥ模型解决了这个问题。

５举例来说，在构建原型经济的 ＳＡＭ时，德尔维什等 （１９８２）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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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由于投入产出表并非一致，就必须考虑生产账户。 （ｉｉ）收入和支出账户。正如其

附录 Ａ中所提到的，总共需要 １０个步骤。莱纳特和罗兰霍尔斯 （１９９７）给出了 ＣＧＥ建

模的 ＳＡＭ简介。

６如果读者想要了解正在进行的多哈回合的细节和关键讨论，我们建议阅读皮尔马蒂尼和

泰 （２００６）中的第 ＩＶＢ章，和布韦和拉波尔德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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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Ｊ（２０００），“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ｙＩｓｓｕｅｓ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ＳｔｕｄｙＳｅｒｉｅｓ３，Ｇｅｎｅｖａ：ＵＮＣＴＡＤ

２７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ＪａｎｄＨｏｅｋｍａｎ，Ｂ（１９９９），“Ｍａｒｋｅｔａｃｃ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ｃｔｏｒｓ”，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Ｔｉｎｂｅｒｇｅ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７０２·



贸易政策 分析实用指南

２８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ＪａｎｄＲｅｉｎｅｒｔ，Ｋ（ｅｄ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９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Ｊ，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ＢａｎｄＮｏｒｄｓｔｒｏｍ，Ｈ（１９９６），“ＴｈｅＵｒｕｇｕａｙＲｏｕｎｄ：ａ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ｌｙｂａｓｅｄ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ｉｎＭａｒｔｉｎ，Ｗ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ｓ，ＬＡ（ｅｄｓ），Ｔｈｅ

ＵｒｕｇｕａｙＲｏｕ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３０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Ｊ，ｖａｎＭｅｉｊｌ，ＨａｎｄｖａｎＴｏｎｇｅｒｅｎ，Ｆ（２００３），“Ｔｒａ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ＤｏｈａＲｏｕｎｄ”，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Ｎｏ４０３２，Ｌｏｎｄｏｎ：ＣＥＰＲ

３１Ｇｉｎｓｂｕｒｇ，ＶａｎｄＫｅｙｓｅｒ，Ｍ（１９９７），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ＭＩＴＰｒｅｓｓ

３２Ｇｏｌｄｉｎ，ＩａｎｄｖａｎｄｅｒＭｅｎｓｂｒｕｇｇｈｅ，Ｄ（１９９６），“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ａｒｉｆ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ＵｒｕｇｕａｙＲｏｕｎｄ”，ｉｎＭａｒｔｉｎ，Ｍ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ｓ，ＬＡ（ｅｄｓ），ＴｈｅＵｒｕｇｕａｙＲｏｕｎｄａｎｄ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３３Ｇｏｕｌｄｅｒ，ＬＨａｎｄ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Ｂ（１９９２），“Ｔｒａ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ｉｎｔｅｒ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５（２）：２５３－８０

３４Ｈａｎｓｅｎ，ＴａｎｄＳｃａｒｆ，Ｈ（１９７３），Ｔｈｅ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ａ，Ｃｏｗｌ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Ｎｏ２４，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３５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ＧＷ，Ｔａｒｒ，Ｄａｎｄ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ＴＦ（１９９５），“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ｏｆｔｈｅ

ＵｒｕｇｕａｙＲｏｕ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３２（４）：３８－４１

３６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ＧＷ，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ＴＦａｎｄＴａｒｒ，Ｄ（１９９６），“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Ｕｒｕｇｕａｙ

Ｒｏｕｎｄ”，ｉｎＭａｒｔｉｎ，Ｗ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ｓ，ＬＡ（ｅｄｓ），ＴｈｅＵｒｕｇｕａｙＲｏｕ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３７Ｈｅｒｔｅｌ，ＴＷ（１９９７），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３８Ｈｅｒｔｅｌ，ＴＷ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ｓ，ＡＬ（ｅｄｓ）（２００５），“Ｐｏｖｅｒｔｙ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ａＷＴＯ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ｐｕｔｔｉｎ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ａｃｋｉｎｔｏｔｈｅＤｏｈ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ｇｅｎｄａ”，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３９Ｈｅｒｔｅｌ，ＴＷ，Ｍａｒｔｉｎ，Ｗ，Ｙａｎａｇｉｓｈｉｍａ，ＫａｎｄＤｉｍａｎａｒａｍ，Ｂ（１９９６），“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ｉｎｇ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ａ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Ｍａｒｔｉｎ，Ｗ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ｓ，ＬＡ（ｅｄｓ），

ＴｈｅＵｒｕｇｕａｙＲｏｕ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４０Ｈｅｒｔｅｌ，ＴＷ，Ｈｕｍｍｅｌｓ，Ｄ，Ｉｖａｎｉｃ，ＭａｎｄＫｅｅｎｅｙ，Ｒ（２００４），“Ｈｏｗ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ｃａｎ

ｗｅｂｅｉｎＣＧＥｂａｓｅ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ｏｆ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ＧＴＡＰ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２６

４１Ｈｕｍｍｅｌｓ，Ｄ（２００１），“Ｔｏｗａｒｄａ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ｒａｄｅｃｏｓｔｓ”，ｍｉｍｅｏ，Ｐｕｒｄｕ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４２Ｊｅａｎ，Ｓ，Ｌａｂｏｒｄｅ，ＤａｎｄＭａｒｔｉｎ，Ｗ（２００５），“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ｓ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ａｒｉｆｆｃｕｔｓ”，ｉｎＭａｒｔｉｎ，Ｗａｎｄ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Ｋ（ｅｄ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ｔｈｅＤｏｈ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ｇｅｎｄａ，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４３Ｊｏｈａｎｓｅｎ，Ｌ（１９６０），ＡＭｕｌｔｉＳｅｃｔｏｒ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Ｎｏｒｔｈ

Ｈｏｌｌａｎｄ

４４Ｊｏｍｉｎｉ，Ｐ，Ｚｅｉｔｓｃｈ，Ｆ，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ｌ，Ｒ，Ｗｅｌｓｈ，Ａ，Ｂｒｏｗｎ，Ｓ，Ｈａｍｂｌｅｙ，ＪａｎｄＫｅｌ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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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一般均衡

Ｊ（１９９１），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１，Ｍｏｄ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ａｎ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４５Ｋｅｈｏｅ，ＴＪ（２００３），“Ａ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ＮＡＦＴＡ”，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ｅＢａｎｋｏｆ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ＳｔａｆｆＲｅｐｏｒｔ３２０

４６Ｋｏｏｐｍａｎｓ，ＴＣ（１９５１），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Ｗｉｌｅｙ

４７Ｋｕｚｎｅｔｓ，Ｓ（１９５５），“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ｉｎｃｏｍｅ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４５（１）：１－２８

４８Ｌｅｏｎｔｉｅｆ，Ｗ（１９４１），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９１９－１９３９，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４９Ｌｆｆｇｒｅｎ，Ｈ，Ｈａｒｒｉｓ，Ｒａｎｄ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Ｓ（２００２），“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ｌ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ＭＳ”，ＩＰＲＩ，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ｆｏｒ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ＧＡＭＳｃｏｄｅａｎｄｔｈｅ

ＧＡＭ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ｆｒｅｅｄｅｍｏ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ｆｐｒｉｏｒｇ／ｐｕｂｓ／ｍｉｃｒｏｃｏｍ／ｍｉｃｒｏ５ｈｔｍ

５０Ｍａｒｔｉｎ，ＷＪ（１９９７），“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ｗｅｌｆａｒ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ｓ”，ｉｎ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ＪＦ

ａｎｄＲｅｉｎｅｒｔ，ＫＡ（ｅｄ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５１Ｍａｒｔｉｎ，ＷＪａｎｄ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Ｋ（２００５），Ｃｏｓｔｓｏｆ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Ｇｏｏｄｓ：

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Ｉｎｃｏｍ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５２ＭｃＫｉｂｂｉｎ，ＷＪａｎｄＳａｃｈｓ，Ｊ（１９９１），ＧｌｏｂａｌＬｉｎｋａｇｅｓ：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５３ＭｃＫｉｂｂｉｎ，ＷＪａｎｄＷｉｌｃｏｘｅｎ，Ｐ（１９９２），“Ｇｃｕｂｅｄ：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ｕｌｔｉｓｅｃｔ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ｇｒｏｗｔｈ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ｓｔｓｏｆｃｕｒｂｉｎｇ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Ｐａｐｅｒ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Ｎｏ９８，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５４Ｎｇｕｙｅｎ，ＴＴ，Ｐｅｒｒｏｎｉ，ＣａｎｄＷｉｇｌｅ，ＲＭ（１９９５），“Ａ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ｒａｆｔｆｉｎａｌａ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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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概述和学习目标

本章概括了有关贸易政策的社会福利分配效应的衡量方法，特别是不平

等和贫困。很多年以来，经济学研究文献一直在强调开放的贸易政策对经济增

长的正面效应。虽然这些结果在衡量平均值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是成立的，但

经验表明贸易自由化并没有在所有的家庭中都产生有益的结果。在实际中，

贸易政策往往具有很强的再分配效应，在有益于一些主体的同时也会惩罚另

外一些主体。

贸易政策对个人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因素。第一，贸易政策的影响取决

于贸易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内价格。举例来说，垄断价格 （固定工资）的

存在会使得经济部门 （或个体）免受许多来自贸易政策的价格冲击。类似的，

基础设施薄弱、高额运输费用以及不发达或者无竞争力的市场都会对边远地

区的贸易政策造成负面影响。第二，贸易政策的再分配效应使得家庭或者个

体的收益取决于这些家庭财富如何联系于特定生产要素或者特定经济部门。

举例来说，减少贸易壁垒可能会给进口竞争部门的工人工资造成压力，而对

面向出口导向型部门的工人会带来收益。类似的，对食品征税会不均衡地影

响贫困家庭 （因为他们将工资大部分花费在食品上），而对高收入个体仅仅造

成少量影响。

本章概要性地提供了一些定量方法，它们可以使分析人员给出一些简单

政策问题的答案———即什么是现有贸易政策的再分配影响，现有的国家关税

结构相对一部分人而言是否会给另一部分人带来损失。本章也阐述了衡量贸

易政策改革的一般均衡效应的模型。

本章的学习目标如下：

 如何使用简单的方法来衡量贸易冲击对个体家庭的影响；

 分析贸易改革分配效应所需的估计以及数据需求；

 在处理家庭调查数据时需要什么样的统计方法；

 如何衡量贸易政策对人群的影响；

 如何衡量贸易税收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贸易政策和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比本章所讨论的内容要复杂得多。对其

进行分析需要的高等计量经济学和建模方法比本章所介绍的要多得多。感兴

趣的读者可以参考相关文献，特别是迪顿 （１９９７）的第五章，以及哈里森
（２００７）、温特斯 （２００２）、波特 （２００３）和尼西塔 （２００７）。

本章内容组织如下：首先是对贸易和贫困的分析工具进行描述，然后是

数据的讨论，最后给出应用和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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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分 析 工 具

１关税改变的一般均衡传输

本指南针对贸易政策的分析一般使用总福利效应。但是，决策者也经常

会对分配效应感兴趣，例如贸易改革在不同部门和人口之间的影响有何不同。

一般性描述针对家庭福利的贸易政策效应的框架是由温特斯 （２００２）提出的，
如图６１所示。

图 ６１　贸易政策和家庭福利

贸易政策通过影响国内产品和要素价格以及政府财政收入而影响国内经

济。关税的改变对应于进出口价格的改变。这个改变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国

内价格 （零售和要素价格），一般称之为 “传递性” （ｐａｓｓｔｈｒｏｕｇｈ）。传递性
的程度取决于贸易政策能够多大程度上影响国内价格，在这里，国内政策、

机构、地理因素、市场竞争性和基础设施等都起到一定的作用。由于这些因

素因国家不同而不同，相似的贸易政策在不同国家很可能有不同的结果。此

外，这些因素在国内经济中也可能不同。举例来说，贸易政策对价格的影响

通常根据地理位置的不同而不同。

总的来说，贸易政策对于家庭和个体的影响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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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

 消费效应：贸易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商品价格的影响。

 收入效应：贸易政策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工资、出售产品以及就业机

会）。

 财政收入效应：贸易政策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以及通过政府转移
而对家庭的间接影响。

分析贸易政策的分配效应通常是从其对消费的影响开始的。分析消费效

应的一个优势在于数据需求。通常来说，在大多数家庭问卷调查中，分层次

的消费数据是广泛存在的。但是，消费数据还不足以捕获贸易政策的影响。

消费效应通常在贸易自由化中都是积极的，这是由于关税降低会降低进口商

品的价格，从而增加家庭的购买力。

从贫困和分配角度来看，收入效应通常更为重要。但是，针对要素禀赋

和劳动力市场的贸易政策分析难度更高。在实际中，我们通常需要将政策驱

动的工资价格的改变和就业机会联系起来。一般来说，通过计量经济学识别

是很困难的，而联系着贸易政策和劳动力回报的经济模型通常无法提供有用

的指导。经济模型依赖于几个主要假设，例如充分就业以及完全竞争，因此

无法通过实际结果来证明这些模型。而且，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贸易政策效应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已经存在的贸易保护的结果以及必须予以考虑的市场扭曲。

即使分析非常复杂，经验分析得到的结果也说明贸易自由化经常和技术溢价、

工厂工资溢价和就业机会的增加联系在一起。但这些只是一般性的发现。给

定每一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这些效应很可能和其他国家有很大的

不同。在实际中，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贸易政策的影响不能一般化，但可以通

过用来解释国家特性的微观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估计。

财政收入效应通常更难以量化，这是由于缺乏在家庭层面上的政府转移

数据。而且，就财政收入按比例分配给个人的程度而言，它们对于不平等的

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当大部分政府财政收入取决于贸易政策，以及政

府转移支付集中在扶贫项目上时，政府财政收入效应则需要被考虑 （分析）。

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政策所导致的政府财政收入的改变会对这些项目有本质

的影响，也会间接地对福利和不平等产生影响。本章的分析将重点集中在收

入和消费效应上。剩下的部分并不针对财政收入效应进行分析，感兴趣的读

者可以参考迪顿 （１９９７）。

２贸易政策和家庭福利关联的简单模型

对贸易政策的社会福利影响进行经验分析基于一个相对简单的模型 （波

特，２００３，２００４）。让我们考虑一个小型开放经济，它为消费者提供两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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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价格为 ｐＴ的贸易商品，另一种是价格为 ｐＮ的非贸易商品。定义 ｅ（ｐ，

ｕ）为家庭的消费函数。１定义 ｗ为单一家庭的工资收入，τ为贸易商品的关
税，以及 ｐ为贸易商品的国际价格。

模型的四个基本方程是一个收入 －消费等式、一个工资方程、一个非贸
易商品的价格方程 （基于一个隐含的零收益条件）和一个传递性方程。如下

所示：
２

　　ｅ（ｐＴ，ｐＮ，ｕ

     

）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ｔ＋{ｗ
Ｉｎｃｏｍｅ

（式６１）

　　ｗ＝ ｗ（ｐＴ{ ）
Ｓｔｏｌｐｅｒ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ｅｆｆｅｃｔ

（式６２）

　　ＰＮ＝ＰＮ （ｗ{ ）
Ｚｅｒｏｐｒｏｆｉｔｃｏｎｄ

（式６３）

　　ＰＴ＝ＰＴ （ｐ
，τ

     

）

ｐａｓ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式６４）

在实际计算中，研究者通常不需要了解函数 （式６２）到 （式６４）的形
式：因为数据会告诉我们。在 （式 ６１）到 （式 ６４）上作微分运算并且将
（式６２）代入至 （式６１），关税改变带来的实际收入变化可以表示为：

　　Δｔ
ｅ
＝（ｓＴ＋ｓＮηＮ，Ｔ－μｗ，Ｔ）ζΔτ （式６５）

其中 ηＮ，Ｔ和 μｗ，Ｔ分别是非贸易商品价格以及贸易商品的工资的弹性系数，
ｓＴ和 ｓＮ分别是贸易商品和非贸易商品在家庭消费中所占的比例，ζ≤１是传递
性变量。在实际中，由于有很多贸易商品、非贸易商品以及劳动力收入来源，

（式６５）通常采用一个更复杂的形式。实际收入的改变也被称为 “补偿变

量”———家庭为了保持其购买力所需的货币量。
３

一个考虑贸易政策是如何影响家庭的方法是农户模型。农户生产产品和

服务，出售劳动力，并且消费。在这个设置中，一个物品 （或者是生产要素）

的价格升高在家庭是净出售者的情况下会增加其收入，反之则会减少其收入。

在实际中，家庭效用 ｕｈ可以通过一个家庭面临的一组价格函数来表示，
其包括通过种植活动以及非种植活动得到的收入 （Ｓｉｎｇｈｅｔａｌ，１９８６）。家庭
ｈ在区域 ｒ上的效用的变化量 Δｕｈｒ取决于本地价格 （产品和要素）的改变，以

及家庭特定的生产力收入、农产品以及消费。在实际中，由于家庭一般情况

下既是消费者，又是工资收入者，每一个在区域 ｒ的家庭 ｈ的效用改变都可以
简单的表示为：

　　 Δｕｈｒ＝∑
ｓｋ
Ｌｌａｂｏｕｒｓｋ Δｗｓｒ＋∑

Ｔ
（ｓＰｒｏｄＴ －ｓＣｏｎｓｕｍＴ ）ΔｐＴｒ＋∑

Ｎ
（ｓＰｒｏｄＮ －ｓＣｏｎｓｕｍＮ ）ΔｐＮｒ

（式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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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ｓＣｏｎｓｕｍ是家庭 ｈ在产品 ｇ上的消费比例。ｓＰｒｏｄ是家庭 ｈ通过以价格
ｐＴｒ和 ｐＮｒ分别出售每一个贸易商品 （Ｔ）和非贸易商品 （ＮＴ）的收入的比

例。而 ｓＰｒｏｄ－ｓＣｏｎｓｕｍ的差值则代表着对于特定商品的改变而导致的家庭的净
暴露。Ｌｌａｂｏｕｒｓｋ 代表着家庭 ｈ通过出售 （熟练的和／或不熟练的，用 ｓｋ表示）劳
动力而得到的收入比例。最后，在区域 ｒ价格的改变 （ΔｐＴｒ，ΔｐＮｒ）和工资
（ｗｓｒ）通过百分比的方式来表示，并且通过 （式 ６２）、 （式 ６３）和 （式

６４）来估计。社会福利就是所有家庭的福利的简单加成 （权重是通过个体

的数量来确定的）。最后，家庭 （或者个体）对价格和工资改变的暴露值取

决于收入以及消费分配的结构。函数 （式６６）提供了每个家庭计算中都需
要的效用改变。

这个简单的模型并不考虑二阶效应，例如贸易政策不仅仅影响价格，而

且影响消费和生产决策，以及家庭所提供的劳动力的数量。衡量这些二阶效

应通常都比较复杂而且需要关于家庭行为的大量数据。因此二阶效应通常不

被包含在分析中。由于我们不允许任何在家庭资源分配上的改变，因此我们

这里讨论的是 “一阶效应”（或者说是 “短期效应”）。
４

３经验

贸易自由化对福利的影响分析通常是通过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进行的，包

含两种不同的数据类型。第一种是对由贸易自由化引起的商品价格要素报酬

的改变所做的估计。这是对从国际到国内价格 （贸易商品和非贸易商品）以

及从国内价格到工资的传递性的幅度的估计 （或假设）。第二种方法包含两个

步骤。在第一个步骤中，收入来源和每个家庭的购物篮会被分开以构建预算

和收入的比例。在后一个步骤中，商品和要素的价格改变被投影到每个家庭

的预算和收入比例中以对家庭福利的改变做出估计。

第一种方法是从贸易政策对贸易商品价格影响的估计开始的。特别是在

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经常是被隔离的，而且在不同的国内市场上，价格传

输机制也不尽相同。举例来说，贸易政策对于具有完全竞争市场的地区的影

响要远远大于边远地区或者竞争性很低的地区。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我

们会在地区层面对国内价格的改变做出估计。

针对贸易对国内市场的影响的分析通常是基于使用时间序列数据做出的

计量经济学估计。计量经济学方法的目标在于隔离由贸易政策改变所引起的

价格的改变，而且需要大量的关于价格、国内生产和国内政策的信息。遗憾

的是，可以正确估算这些效应 （特别是在地区层面）的数据通常是不可获得

的。因此分析人员必须简化他们的假设。
５
举例来说，由于缺乏数据，研究者

可能必须估计一个针对整个国家的平均的传递性，而不是仅仅针对不同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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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市场。更为一般的，我们通常不是估计而是假设贸易政策对国内价格的改

变的传递性程度。通常贸易政策对价格的传递性被假设为完全的，所以对某

个进口商品百分之十的关税降低可以减少国内产品百分之十的价格。在某些

情况下，分析使用现有的对传递系数的估计。举例来说，如果以往研究估计

了百分之四十的不完美传递，那就表明百分之十的关税降低只会减少百分之

四的国内价格。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以下文献了解更多的关于如何估计传

递函数的细节，例如芬斯阙 （１９８９），哥德堡和柯乃特 （１９９７），卡姆帕和哥
德堡 （２００２）以及尼西塔 （２００９）。６

一旦估计 （或假设）了贸易政策对国内价格的传递，第二步包括估计贸

易商品价格和非贸易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数 （式 ６３）以及价格和工资之间
的关系 （式６２）。在实际中，这个估计是基于在相关变量 （价格和工资）之

间的长期关系，而且经常使用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 （罗伯特森，２００４提供了
讨论）。在传递性的讨论中，数据的缺乏往往阻碍了估计过程。如果估计不可

行，分析人员必须做出一些简化的假设 （或者依靠以往研究给出的价格和工

资间弹性的估计值）。举例来说，我们往往假设非贸易商品的价格只取决于一

小部分贸易商品的价格，而工资则取决于一部分价格的总变化 （因此不会被

购买力所影响）。由于贸易政策具有再分配效应，分析人员应该根据工人和劳

动力市场试着找出价格和工资之间的联系。在劳动力市场的细分上有几个可

能的假设：哪一个更适合取决于被分析的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假设

劳动力市场是具有细分能力的，工人可以自由地在经济部门转移。其他一些

方法假设劳动力市场上部门之间的细分 （例如工人技能是部门特定的），或者

地理区域之间的细分 （例如没有工人的迁移）。在对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后备军

（失业者或者半就业者）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建模时会引起一些其他的

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工资被设置为维持生计的水平，工资对于价格是

非常敏感的 （尼西塔，２００８）。
在完成了对贸易政策改变引起的价格和工资的反应的估计 （或假设）之

后，下一步的分析就是计算它们对每一个家庭的影响。（式 ６６）为我们展示
了如何衡量由贸易政策改变所导致的每个家庭的效用变化。（式 ６６）的组成
部分是：

（１）ΔｐＴｒ是在区域 ｒ上每一个贸易商品的价格改变的比例。这是通过估计
一个传递性模型或者假设对于关税改变的价格成比例的一致改变。也就是说，

ΔｐＴｒ＝ζΔτＴｒ，其中 ΔτＴｒ是从贸易数据中得到的商品 Ｔ的关税改变，而 ζ是传
递性系数，其可以通过计量估计或者假设其为 ０和 １之间的固定值。根据经
验法则可以假设，在农村地区的传递性是百分之四十，而在城市的传递性是

百分之六十。

·８１２·



第六章　贸易政策的分配效应分析

（２）ΔｐＮｒ是在区域 ｒ上非贸易商品的价格改变。其可以通过 （式 ６３）来
计量估计。

（３）Δｗｓｒ是对于每种技能或者在区域 ｒ的经济部门 ｓ的工资改变。
７
可以通

过 （式６２）来计量估计。通常我们使用一个明瑟尔方程来估计。也就是说，
劳动力收益是通过技能 （或者根据经济部门）来估计的，作为一个贸易商品

（或关税）价格控制一系列个体特征的方程。

（４）ｓＣｏｎｓｕｍＴ 是家庭 ｈ的收入中对于每一个贸易商品 Ｔ的消费比例。ｓＰｒｏｄＴ 是

家庭通过出售产品 （一般来说是农业产品）而获得的收入比例。ｓＰｒｏｄＴ 是在总

收入上贸易商品的出售比例。这些信息来源于家庭问卷调查。一般来说，我

们考虑关税是加在贸易商品上的，也就是可以从国外进入到国内市场上的实

物产品。

（５）ｓＣｏｎｓｕｍＮ 是家庭 ｈ的收入中对于每一个非贸易商品 Ｎ的消费比例。这也
是通过家庭问卷调查而得到的。非贸易商品通常会被放在一起作为一个单独

的群体。在实际中，非贸易商品的比例通常是通过家庭服务消费的比例来估

计的，因为这些消费一般被认为是不可交易的。另外，ｓＰｒｏｄＮ （非贸易商品的销

售）通常被假设为０，因为通过家庭问卷调查通常无法得知家庭的直接服务销
售。在数据中，服务销售往往归入到 “自身产业收益”中，并且是服从劳动

力收益 （工资）的。

（６）Δｕｈｒ是家庭 ｈ的效用改变，通过在实际收入或者补偿变量 （ＣＶ）上
的改变来衡量。对于一个给定的家庭，可能需要这些补偿来保持其实际收入

不变，在这里也是和家庭消费相关的。

针对每个家庭计算出的补偿变量，可以通过将家庭根据一些变量 （收

入、性别、地区和年龄等）排序后得到的图表来表示。
８
举例来说，补偿变

量和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告诉我们政策改革是否是有益的、消费是否和家

庭收入相关。

根据贸易政策对价格和工资的影响估计中的不同假设，非常有必要检查

结果的稳健性。假设应该基于市场功能的先验知识，而且需要在分析讨论中

加以证实。但是，假设可能会极大地影响结果。因此我们有必要检查是否一

些假设对于总结果会有很大的影响。为了检查结果的稳健性，最简单的方法

是针对不同的假设提出不同的估计。举例来说，如果贸易政策对国内价格的

传递性被假设为完全的，那么就有必要检查当传递性较低，例如 ０５时结果
的一致性。类似的，我们需要针对工资假设来进行对福利假设的计算。举例

来说，我们应当对粘性工资以及对能够根据价格改变而完全改变的工资进行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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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数　　据

１调查数据

研究再分配效应的数据经常是通过问卷调查来获取的 （家庭问卷调查、

劳动力问卷调查和企业层面的问卷调查）。而问卷调查的数据和分析贸易政策

的数据一般是不同的，因此可能并不包含一个全面分析所需要的相关信息。

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首先仔细检查家庭调查问卷，以便确定其是否

包含分析所需要的相关信息。对于缺乏经验的分析人员而言，针对家庭调查

问卷所做的分析通常是棘手的工作。迪顿 （１９９７）给出了这个课题上的一本
综合参考书。

我们注意到问卷通常是多样化的。在实际中，每一个问卷都有其特质，

并且根据国家以及时间的差异问卷结构也有很大不同。考虑到问卷调查方法

的不同，即使是重复问卷调查 （即在同一个国家为了同一个目的而进行的多

轮调查）也可能是不同的。而且，问卷是基于某些原因而做出的调查，根据

国家和时间的差异也会有所差异。在开始分析之前，我们必须熟悉问卷的结

构、初始目的、局限性和范围。当使用多个问卷时，我们还必须检查任何的

不兼容性，了解这些数据在多大的范围内可以用于面板数据估计或者对比。

大多数的家庭问卷调查收集了家庭层面上的贸易政策分析所需的信息。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问卷调查都适合这个目的，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分析

的深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的丰富性和质量。为了更适合对贸易政策的分

配效应进行分析，除了消费信息，一个问卷调查还应该包括每个家庭通过出

售劳动力或者农产品所获得的收入比例。由于贸易政策对产品和经济部门效

用不等，数据的分散性越高就越适合进行贸易政策的分配效应分析。家庭问

卷调查数据还应该包括生计活动的信息，例如在家庭中消费的产品 （通常是

农产品）的数量。虽然生计活动并不直接被贸易政策所影响，但由于它们对

于家庭福利起到了作用，因此在计算收入和预算比例的情况下，它们也必须

作为总家庭收入和支出的一部分。

由于问卷调查数据只是从一个代表人口的子样本所选取的，因此可以说

它们基于一个代表性样本。但我们可以通过使用一些合适的统计学方法来推

算出其代表的人口的行为。迪顿 （１９９７）总结了在分析问卷调查数据中所需
要的方法。在实际中，对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由于统计软件的引入而简单化

了。通过特定的构建方法，从问卷调查数据中得到的推论 （通过描述统计学

或回归）可以直接应用于整个人口。问卷调查可以通过分层或者整群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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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专栏６１所示。

专栏６１　问卷调查的设计

问卷调查数据只是从一个代表人口的子样本所选取的，因此可以说它

们基于一个代表性样本。在分层取样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Ｓａｍｐｌｅ）中，一个异质人口
首先根据某些特性 （地理单位、种族属性、农村／城市环境）被分为同质的
组。然后随机地选取每一个组的家庭来构建样本的一部分。结果并不是从

总人口中随机抽取的单个样本，而是每一个组里的样本集合。就相当于我

们在处理内部同质而外部异质的多种人口，而不是一个单个的同质人口，

从而我们也可以设计子样本。分层的好处在于它提高了估计和统计的准确

性，也使得用户可以从人口子组 （层）中得到统计数据和推论，从而保证

了在每一个子组中都有足够的观测数据。

在一个整群取样 （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ｄＳａｍｐｌｅ）中，人口先根据其相似性分为各
个组，每一个组都是整个人口群的小规模复制。然后，我们从中选取一些

组来作为样本。在后面的步骤中，在每一个组里随机选取家庭来组成样本。

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降低问卷调查的成本。

一个既是分层又是整群的样本称为三阶段样本设计：

 首先，人口被分层。
 其次，在每一个层中构建组，一些组是随机选取的。
 最后，在每一个选定的组中，随机选取家庭。
ＳＴＡＴＡ中专门有大量的命令行来处理问卷调查数据。通过一次性简单

地告知问卷调查设计能够大大简化统计员的工作。然后 ＳＴＡＴＡ会进行合适
的修正以符合一般性的公式。通过输入 “ｈｅｌｐｓｕｒｖｅｙ”我们可以得到ＳＴＡＴＡ
的命令。但我们仍需要注意到权重 （或者说 “扩散系数”）。ＳＴＡＴＡ允许四
种不同的权重 （频率、概率、分解和重要性）。获取正确的方差就需要设定

合适的权重。大多数的问卷调查使用概率 （或取样）权重 （Ｐｗｅｉｇｈｔ）。这
可以解释为通过特定观察而表示的人口单位数量。

如果想要得到统计推论，无论问卷调查使用回归分析还是描述性统计都

必须对问卷调查的设计非常了解。如果不考虑问卷调查的结构，那么结果很

可能是有偏差的。原因在于如果家庭并不是从总人口中随机抽选的，那么在

样本中的每一个家庭都 “代表着”一个不同数量的样本。一些类型的家庭可

能被高估，另一些可能被低估。

那么如何在实际中修正这些偏差？答案在于赋予样本中的每一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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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个人）一个权重，表示家庭 （个人）代表的实际数量。因此一个标准的

问卷调查对每一个家庭赋予权重，其值和家庭在样本中概率成反比 （如果某

一类型的家庭在样本中占有高比例，那么很可能会被高估，因此赋予较小的

权重）。权重和问卷调查数据一起被提供。

在实际中，统计软件极大简化了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工作，以及分析员

在分析变量代表的层、组 （通常作为主要抽样单位）和权重时所需要了解的

事项。这些信息通常是在数据之中的，而且应该在数据说明书上有清晰的解

释。研究人员一旦确定了表示层、组和权重的变量后就可以将其输入到软件

当中。

综上所述，通过提供一组基本的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方法，ＳＴＡＴＡ极大
地简化了分析。这些方法通常在设计问卷时被使用，以便得到适合整个人口

的结果。问卷调查数据和设计必须深刻理解、仔细检查，然后通过合适的统

计和计量经济学方法来分析。也就是说，从统计数据中得到结果通常需要人

的技能和知识，但也有误解数据和结果的可能。

家庭问卷调查数据一般都是各国政府的财产。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仅仅

需要对相关统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便可得到这些数据。在其他一些情况下，

使用问卷调查数据不需要任何的许可或者是已被自动许可。有两个世界银行管

理的网站对获取数据非常有帮助：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ｒｇ
和 ｈｔｔｐ：／／ｇｏ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ＺＴＯＥ０ＸＣＪ２０。这些网站提供了可以适用很多类
型的问卷调查的信息。

２贸易政策数据

学习贸易政策效应所需的数据分为两类：贸易数据和贸易政策数据。尼

西塔和奥拉列格 （２００７）提供了对于贸易和贸易政策数据的讨论。
贸易数据包含贸易流量，我们必须了解哪些货物是进口的而哪些不是。

贸易政策数据包含作为分析主题的贸易政策相关的信息。一般来说这些数据

包含关税，这是因为分析常常会受限于传统贸易政策，例如关税和特别税。
９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分析非关税方法 （例如标准、配额、反竞争行为等）和

任何与贸易相关的成本。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阐述的，前提条件首先是将特

定非关税方法或者贸易成本转化为从价税等值 （ＡｄＶａｌｏｒｅｍ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ｓ），例
如一个确定的非关税方法 （或者其他关税成本）在多大程度上 （百分比）影

响产品价格。估计从价税等值并非易事，需要大量的数据。
１０

正如第一章和第二章所讨论的，我们可以从各种不同的渠道例如政府网

站、ＵＮＣＴＡＤＴＲＡＩＮＳ或者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库来获取详细的贸易和贸易政
策数据 （关税和贸易流量）。获取这些数据的一个简单的方法是使用 Ｗｏｒ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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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Ｔｒａｄ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ＩＴＳ）：ｈｔｔｐ：／／ｗｉｔ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处理不同数据集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将数据合并为一个文件。由于问卷调

查数据和贸易政策数据来自不同的分类，因此我们需要将两者一致化。贸易

政策数据一般符合协调制度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ＨＳ）的分类，而问卷调查
数据则根据特定需求有不同的分类。在实际中，关税改变需要整合到更广泛

的条目中，从而能够符合家庭问卷调查中的收入和消费条目。整合过程至少

需要使用进口作为权重，从而可以提高交易最多的子商品的重要程度。要获

得一个更好的整合必须使用贸易流量和进口需求弹性 （参见凯等，２００９）。另
一个整合问题可能在估计工资价格和非贸易弹性时出现。举例来说，根据假

设，可能存在将数据整合到贸易和非贸易商品、广泛经济部门、熟练工和不

熟练工等需求。

Ｄ应　　用

１计算关税变化对消费和农产品销售的影响

这里我们提供一个计算关税降低对家庭影响的简单方法。此分析是基于

埃塞俄比亚的数据。这个练习的目的在于展示一些针对贸易政策和家庭问卷

调查数据的处理方法的细节，它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我们将计算由于关

税降低而导致的国内价格的改变。在第二步，我们将评价价格改变对于家庭

购物篮的影响，以及对农业销售收入的影响。为了能够更好地把握数据，分

析采用了一些简化方法。第一，我们假设存在完全价格传递。也就是说，国

内价格等于国际价格乘以 １＋关税值。第二，我们简化了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最后，由于我们只关注点估计，我们并不考虑家庭问卷调查的采样结构。本

应用中的 ＳＴＡＴＡ代码在文件 Ｄ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ｄｏ中有详细阐述。
文件位于 Ｃｈａｐｔｅｒ６＼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的子文件夹 （其他相关的 ｄｏ文件也包含在其
中）。接下来我们进行讨论并做可能的扩展。

首先计算关税改变导致的价格改变。这是基于贸易政策数据，并且在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ｄｏ文件的前几行命令中有详细阐述。贸易政策数据 （在文件

Ｃｈａｐｔｅｒ６＼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ｔａｒｉｆｆ＿９５０１ｄｔａ）包含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０１年的关税数据。贸易政
策数据中总计５４００个不同商品都遵循六位制的 ＨＳ分类。贸易政策数据文件
也包含 ＨＳ六位制分类和对埃塞俄比亚家庭重要的产品之间的整合。１９９５年
到２００１年间价格改变简单地计算为关税比例改变，同时也将国际价格决定的
国内价格乘以１＋关税值考虑在内。在产品层面的价格改变将会保存在文件
ｄｅｌｔａｐｒｉｃｅｄｔ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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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假设不同的价格传递性。我们可以假设每个国家都具

有相同的传递性，也就是０６（可以通过将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０１年间的关税改变乘
以０６，然后重新计算国内价格的改变来实现）。另外一种可选方法就是使用
在区域层面事前预测的传递性系数，例如假设价格传递根据区域不同而不同

（例如埃塞俄比亚的不同地区）。这些数据存在于文件 ｐａｓｓｔｈｒｕ＿ｃｏｅｆｆｄｔａ中。
一个更大程度的扩展可以估计不同产品的传递性系数，例如农业和制造业，

或者进口和出口商品。

分析的第二步使用了埃塞俄比亚的家庭问卷调查数据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ｈｈｓｕｒｖｅｙｄｔａ）。这些数据已经做好了数据清理和格式化。数据文件包含三个主
要的变量集。第一，提供了家庭的一些特征：位置、家长性别、家庭成员人

数等的识别变量。第二，一系列细化 １８个种类家庭消费的变量。第三，一系
列细化１３个种类家庭收入来源的变量。数据文件也提供了问卷设计的信息
（权重和层）。注意到，数据仅仅包含一部分埃塞俄比亚官方提供的家庭问卷

调查的数据。原始文件要包含更多的信息。

在这第二步中的第一个步骤是将家庭通过其购买力进行分类。通常使用

消费值或者是人均收入。在 ＳＴＡＴＡｄｏ文件中，首先是将所有的包含生计活动
的消费种类进行综合。这个变量是 ｔｏｔｅｘｐｅｎｄ＿ｈｈ。注意到由于生计活动对于家
庭福利有贡献作用，因此我们要将其纳入考虑范围。由于生计活动没有一个

明确的价格且不容易处理，所以我们必须使用一些参考价格。数据文件中已

经包含这样的一个变量，它提供了所有已制造的以及家庭消费的产品的货币

等价值 （通过市场价格来计算）。然后我们需要将家庭的总消费根据家庭成员

的数量来划分，从而得到人均消费。简单来说，我们可以根据家庭成员数量

直接等分，或者，更为合适的方法是使用均等比。均等比考虑了家庭的规模

经济。举例来说，儿童和老人可能比成年人的消费要低，因此为了维持一个

有大量儿童的家庭生计所需要的消费和维持一个有更多成年人的家庭所需要

的消费并不相同。迪顿 （１９９７）详细讨论了这种情况。而 ｄｏ文件通过人均消
费十分位数将家庭分开。尤其对于得到汇总数据和图表来说非常有用。我们

可以通过在 ＳＴＡＴＡ中使用 “ｘｔｉｌｅ”命令来实现。
下一步将要考虑消费效应，以便计算由于贸易政策改变所导致的家庭购

物篮的变化。我们可以通过整合针对消费的家庭问卷调查数据和第一步中计

算出来的价格改变，然后计算每一个家庭购物篮消费的新的数值来实现。每

个家庭的收益和损失简单地通过对购物篮新旧消费值的区别来赋值。统计结

果通常以百分比来表示。在实际中，进口关税的减少将会降低国内市场上产

品的价格，从而家庭预算可以购买更多关税降低的产品，因此它具有对家庭

购买力的正效应。消费效应 （购物篮消费改变的百分比）可以通过对应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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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的 ｌｏｇ值而绘制出来。通过使用 “Ｉｐｏｌｙ”命令，我们可以得到如图６２所
示的图表。

图 ６２　人均开支 （取对数）的消费效应

从这个图表我们可以得出，关税降低效应是和家庭消费反向相关的，因

此关税降低对于穷困家庭更为有益。这个图表对于贫困分析很有意义，但只

有一种表示结果的方法。在实际中，结果可以通过家庭其他的特性 （位置、

性别、大小等）来计算和表示。

收入效应也可以类似地计算出来。家庭所制造的各种产品根据其分别的

价格改变整合在一起，然后农产品价格改变的百分比就可以计算出来。由于

我们假设生计活动不受贸易政策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将它们考虑在总收入中。

对应人均消费的 ｌｏｇ值而绘制的收入效应见图６３。

图 ６３　人均开支 （取对数）的收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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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降低会给国外产品带来更多的竞争力，以更低的价格进入国内市场，

从另一方面可以考虑为农户收入的降低。考虑到收入效应的分配，图 ６３说
明了两点。第一点，对于富裕家庭来说，农产品销售的收入效应几乎为 ０。这
是因为富裕家庭基本上不存在农业销售。第二点，在分布中央的家庭受到更

大的影响。这是因为更为穷困的家庭可能没有土地，或者更可能不成比例地

参与生计活动，因此他们的收入不受价格改变的影响。而对于富裕家庭则是

因为农业销售在他们的总收入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另外一个解释是，穷困

家庭制造的产品关税相比在收入分布中央的家庭制造的产品关税没有显著的

改变。这里的一些假说可以简单地通过从生计活动和工资所做出的收入比例

图中所证实。如图６４所示。

图 ６４　生计活动和工资收入所占份额

从图６４我们可以得到，除去分布左侧的第一个数据点以及富裕家庭，生
计活动的收入在不同家庭之间并没有显著的不同。与之相比，工资收入呈现出

一个两级分布。工资对于穷困家庭或者富裕家庭都很重要。我们可以总结出在

图６３中较低的收入效应的主要原因在于，无论是穷困家庭还是富裕家庭，其
收入相当一部分都是来自工资，而在我们的分析中，这些并不受到贸易政策

的影响。这就指引我们针对贸易政策对工资的影响作出分析。而不幸的是，

正如我们以前所讨论过的，这是个非常复杂的工作，需要一个将价格和工资

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序列的数据 （罗伯特森，２００４）。同时还需要对劳动力市场
上的函数的一些假设 （如果劳动力市场根据技术、工厂、地域等细分）。在实

际中，我们可以使用时间序列数据对明瑟尔方程 （个人工资特征和价格）进

行回归分析而得到一些理解，从而试着将关税改变对工资的影响较为合适地

分开 （参见尼西塔，２００８和２００９，和乌拉尔马尔尚，２０１２中更多的应用）。
分析的最后部分包括计算贸易政策的总影响。我们可以简单的通过汇总收

入和消费效应来得到。在这个练习中，结果是以十分位数表示的，例如，家庭

的消费、收入和总效应是通过消费层次而划分的。表６１提供了这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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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１ 十分位数的收入、消费和总效应

ｄｅｃｉｌｅ ｉｎｃ＿ｅｆｆｅｃｔ ｃｏｎｓ＿ｅｆｆｅｃｔ ｏｖｅｒａｌｌ＿ｅｆｆｅｃｔ

１ －００５１ ０１３７ ００８６

２ －００５７ ０１３５ ００７７

３ －００６１ ０１３３ ００７２

４ －００６１ ０１３０ ００６９

５ －００５７ ０１２８ ００７１

６ －００６３ ０１２４ ００６０

７ －００７１ ０１２３ ００５２

８ －００６５ ０１１７ ００５２

９ －００４６ ０１０８ ００６２

１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７２ ００５０

表６１说明了两点。第一点，结果一般都是有益的：廉价购物篮消费的
益处胜于农产品销售的低价格。第二点，对于贫困家庭的影响更大。这表明

相对富裕家庭，关税改变在比例上给贫困家庭带来更多的收益，因此这种贸

易政策的改变是倾斜于穷困家庭的。注意到这些结果都是通过十分位数得到

的平均值，因此仍然有可能某个单个家庭可能由于关税降低而损失。这可以

通过很多方面来证实。为了更加清晰地说明问题，我们可以绘制一个区域

（区）图表，如图６５所示。

图 ６５　按区域分类的总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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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箱型图展示了１１个埃塞俄比亚地区 （区）的总效应的分布。图中的

箱型框展示了第２５、第５０和第７５的百分位，而直线扩展到第 ５和第 ９５百分
位，点代表了异常值。这个图说明了在区域之间的总效应是相似的。但是，

在拥有更多城市人口的地区 （Ａｄｄｉｓ和 ＤｉｒｅＤａｗａ）结果会稍微好一些。在这
些地区中，只有很少量的家庭会因为关税改变而遭受损失。存在大量家庭因

关税改变而遭受损失的地区是 Ｏｒｏｍｉｙａ、Ｂｅｎｓｈａｎｇ和 ＳＮＮＰＲ，大约 ２０％的家
庭会遭受负的总效应。下一步则需要更为精确地确定这些家庭，分析他们的

生存手段以及试着修改附加政策以减轻贸易政策对这些家庭造成的影响。这

些超出了本例的范围。

２在家庭层面衡量关税的影响

一个给定的贸易政策是否具有逆向的或者 “反贫困”的偏差，例如是否

它对于贫困家庭的惩罚要大于富裕家庭，这在贸易改革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政策问题。通常来说，有很多的工具可以用于量化贸易壁垒对国内居民收入

的影响。这里我们从劳动力市场效应中作出简化，并且仅限于使用一个简单

的工具———虽然其数据需求不那么简单———即便如此仍能对政策进步还是倒

退做出清晰的回答。
１１

假设我们有一个简化的函数 （式 ６６），其中一个农户消费 ｎ个产品 ｋ，
并定义 ｓＣｏｎｓｕｍｈ，ｋ 为家庭消费中产品 ｋ所占的份额。１２

假设这个农户也制造了 ｎ个产品用于消费或出售 （我们将在本节后面阐

述针对制造出的产品和消费产品明显不同情况下的扩展分析）。定义 ｓＰｒｏｄｈ，ｋ为产

品 ｋ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这里的收入是指 “全部收入”，包括市场定价

的自身生计活动。
１３
此外，一些产品在家庭收入中的份额———例如农户的农作

物———可能随着收入而增加，因为种植作物需要信贷、某些程度的训练或者

其他跟收入有关的要素，或者也可能降低。前者发生在作物的收入弹性大于 １
时，后者发生在弹性值小于 １的情况。因此，在生产方面有 “必需品”和

“奢侈品”之分，虽然我们并没有清楚地说明这些术语。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家庭生产的产品征收关税保护

（有益于）他们，而向消费品征收关税等于向他们征税。在实际中，如果关税

结构不成比例地保护了富裕家庭所生产的产品 （相对非富裕家庭生产的产

品），那么这些关税是 “亲富”的 （例如对主要由高收入农户种植的作物征

收高关税，而对贫穷或者小规模农户种植的作物征收低关税）。在另一方面，

如果关税在富人消费的产品上很高的话，这些关税成为 “亲贫”的 （例如对

奢侈品征收高关税）。

我们可以为每一个家庭正式地构建一个基于生产权重的平均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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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τＰｒｏｄｈ ＝∑
ｋ
ｓＰｒｏｄｈ，ｋτｋ （式６７）

其中 τｋ是产品 ｋ的关税，我们也可以构建一个基于消费权重的平均关税：

　　 τＣｏｎｓｕｍｈ ＝∑
ｋ
ｓＣｏｎｓｕｍｈ，ｋ τｋ （式６８）

而对于家庭 ｈ（τｈ）的关税结构的净效应可以表示为两项的差值：

　　 τｈ ＝∑
ｋ
（ｓＣｏｎｓｕｍｈ，ｋ －ｓＰｒｏｄｈ，ｋ）τｋ （式６９）

注意到生产产品和消费品不能够重叠。例如，一个城市的工薪阶层可能

对所有的产品都具有零产品权重，例如对某些产品 ｓＰｒｏｄｈ，ｋ为 ０，而其他一些
ｓＣｏｎｓｕｍｈ，ｋ 为０。最后，注意到我们可以在这个模型中通过将关税水平 τｋ替代为关
税改变 Δτｋ来衡量贸易改革的影响。

所有的三个效应 （消费效应、生产效应和净效应）都可以根据收入水平

来绘制图表，以便得到关税的进步／倒退本质。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在收入水
平对τｈ做回归分析。但是，我们无法保证两者的关系是线性的或者单调的，
其很有可能具有一些拐点。一种代替线性或者多项式回归的方法，即所谓

“平滑”回归其本质上是使用观察值中心的子样本对观察值进行不同的

回归。
１４

一个 “平滑”回归是一种非参数回归方法，它用于产生一个合适的在两

个变量 Ｘ和 Ｙ之间的没有事前函数形式 （线性、二次或其他）的曲线。因此

它是一个用于检测高度非线性关系的解释工具。它只能通过称之为 ＬＯＷＥＳＳ
（ＬＯｃａｌｌｙ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Ｓｃａｔｔｅｒｐｌｏｔ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的平滑方法从大量数据 （例如原始的

调查数据）来得到。也就是说，对于每一个点的回归只使用数据的一个子集。

另外，在使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的估计中，对于接近观察值的点分配更多

的权重，而远离观察值的点则分配较轻的权重。然后我们可以通过使用这个

点的解释变量来衡量局部多项式，从而得到这个点的回归值。

最后的结果是一个没有特定形状的 “回归曲线”，其中可能有很多的拐点

来拟合数据。另外，为了更容易理解，家庭可以整合在百分位中，而平滑回

归则运行在百分位的平均收入上，而不是个体家庭收入。我们可以通过采用

合适的权重并使用 ＳＴＡＴＡ的 ｘｔｉｌｅ命令来实现。如果关税是基于消费权重的关
税，那么表示基于百分位的收入分配可以通过以下命令来获得：

１５

ｕｓｅ＂ＥＰＭｄｔａ＂，ｃｌｅａｒ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ｉｎｃｏｍｅｔａｒｉｆｆ［ｗ＝ｐｒｏｄ＿ｅｘｐ］，ｂｙ（ｓｔｒａｔａ＿ｉｄｃｏｍｍ＿ｉｄｗｅｉｇｈｔｓ）

ｘｔｉｌｅｃｅｎｔｉｌｅ＝ｉｎｃｏｍｅ［ｗ＝ｗｅｉｇｈｔｓ］，ｎｑｕａｎｔｉｌｅｓ（１００）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ｔａｒｉｆｆ［ｗ＝ｗｅｉｇｈｔｓ］，ｂｙ（ｃｅｎｔｉｌｅ）

ｌｏｗｅｓｓｔａｒｉｆｆｃｅｎｔｉ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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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结果是基于家庭层面的。更常见的是，对于贫困和不平等为目的

的分析，其结果往往是基于个人层面的，例如大型的家庭具有更高的权重。

个人层面的结果可以通过将个体数量的权重相乘或者使用取决于均等比的乘

数来得到，从而得到家庭的规模经济 （参见迪顿，１９９７）。
图６６展示了基于马达加斯加２００１年家庭问卷调查抽样子集而进行的马

达加斯加 ＬＯＷＥＳＳ平滑分析的结果。下降的趋势表明这个关税结构是倒退的
（相比富裕家庭，它对贫困家庭征收更多的税），至少是对消费而言是这样的。

贫困家庭需要被征收 １０％的税收，而富裕家庭则仅需要交纳 ７％的税收。这
仅仅是分析的一部分，马达加斯加的总体关税结构也可能是进步的 （更倾向

于贫困家庭），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相对于富裕家庭，贫困家庭的收入来源将

受到更高关税的保护。

图 ６６　消费关税

Ｅ练　　习

评价贸易税收的进步性

在实际练习中所使用的家庭问卷调查数据为马达加斯加 ２００１Ｅｎｑｕｅｔｅ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ｅｄｅｓＭｅｎａｇｅｓ。人口通过环境 （城市／农村）或者区域的不同来分
层。在六个地区中，共有１２层 （可以通过命令 ｓｖｙｄｅｓ来验证）。在每一个层
中，根据社区不同而定义组。在其中，一些是通过与社区大小成比例性的概

率而选择的。最后，在每一个选择的社区内，随机挑选一些家庭。

在实际使用的数据中，层是通过变量 ｓｔｒａｔａ＿ｉｄ，组是通过 ｉｄ＿ｃｏｍｍ来区分
的，采样权重则定义为 ｗｅｉｇｈｔｓ。指定调查结构的命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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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ｖｙｓｅｔｉｄ＿ｃｏｍｍ［ｐｗｅｉｇｈｔ＝ｗｅｉｇｈｔｓ］，ｓｔｒａｔａ（ｓｔｒａｔａ＿ｉｄ）

我们文件夹 Ｃｈａｐｔｅｒ６＼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中提供的 ＥＭＳｄｔａ数据。这是一个马达加
斯加２００１Ｅｎｑｕｅｔｅ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ｅｄｅｓＭｅｎａｇｅｓ的简要数据库。ＳＴＡＴＡ的 ｄｏ文件解
释了每一步所需的命令 （ＤＥ＿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ｄｏ）。

（１）使用命令 ｓｖｙｄｅｓ，回答以下问题：
ａ样本中层、单位 （数据库中的社区）以及家庭的总数量是多少？这个

样本属于什么类型？

ｂ在每一个单位 （社区）中的平均家庭数量是多少？

ｃ在哪个层中含有最少的单位 （社区）？其中包含多少家庭？

（２）不考虑问卷调查的设计，在消费层面考虑马达加斯加关税结构的进
步性或倒退性。步骤如下：

ａ对每一个家庭计算其平均权重关税，称为 ｃ＿ｔａｒｉｆｆ。
ｂ生成样本中收入分配的百分位。
ｃ对于每一个百分位，使用命令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ｃ＿ｔａｒｉｆｆ，ｂｙ（ｃｅｎｔｉｌｅ）来计算基

于消费权重关税的平均值。

ｄ使用 ＳＴＡＴＡ的 ｌｏｗｅｓｓ命令对平均收入百分位进行回归分析，其中
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为０８。

ｅ观察平滑回归曲线，在消费层面上，马达加斯加的关税结构是倒退还
是进步？

（３）考虑问卷调查的设计，重新进行问题 （２）。你发现了什么？
（４）使用家庭消费数据，确定８１种产品中哪些产品是必需品 （收入弹性

值小于１）以及哪些是奢侈品 （收入弹性值大于１）。
［提示：用百分位计算平均产品权重，并对每一个产品的百分位产品权重

进行简单回归］

（５）根据问题 （２）、 （３）、 （４）的结果，提出一个贸易政策改革方案。
假设设计了一个预算中立的关税改革以给系统带来更多的公正，你会建议对

哪些产品提高关税？对哪些产品降低关税？

注　　释

１在给定价格 ｐ的情况下，消费方程给出了保持效用等级 ｕ的最少花费。通过 Ｓｈｅｐｈａｒｄ引

理得到的关于每个产品价格派生，就是对于这个产品的家庭消费。

２在下面的方程中，我们使用同一个符号，既代表一个变量 （ｗ），也代表一个从自变量

决定它的方程 （ｐＴ）。

３假设一个 “仁政”政府将付给因贸易冲击而导致的家庭损失，而对有收益的家庭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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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转移”在损失的家庭中，预算约束将为正值，而在收益的家庭中，将为负值。

４参见波特 （２００３）以及参考文献中针对假设影响的讨论。在实际中，二阶响应的使用被

限制在很少的市场和部门中，而且只有当预测到广泛影响时才被考虑。尼西塔 （２００８）

提出了在家庭福利上评价就业改变影响的经验模型。

５家庭问卷调查是基于一个规则为基础的，因此可以提供对于家庭而言商品价格的趋势信

息。价格上的时间序列 （通常是在本地层面）可以通过家庭问卷调查来得到。这些调

查收集关于购买的信息，而价格代理可以通过量化消费值来得到。我们必须对这些单位

值进行修正并且整合，从而减少误差 （参见迪顿，１９９７）。

６参见尼西塔 （２００７）对于区域传递性的简单计算。

７通常来说，对于价格的工资响应是为熟练工和非熟练工衡量的 （通常是基于受教育年

限的，一个接受小于 ９年教育的工人被认为是非熟练工）。我们也可以假设技术是针对

特定部门的，因此可以通过将劳动力市场按照经济部门而不是技术来划分，从而进行

估计。

８如果样本包含上千个家庭的话，图表就会变得不清晰，因此我们可以对结果进行分组

（基于收入、性别、地区等）。

９特定税金 （例如每一吨１０美金）需要转化为从价等量 （例如８％的关税）。我们可以通

过一个代数方程计算出 ＡＶＥ值，其中关键的参数就是产品价格。用户可以通过查询

ＷＩＴＳ来进行这种计算。

１０参见凯等 （２００９）针对非关税壁垒的从价等量的估计。

１１一个进步关税的平均速率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倒退关税则相反。

１２这些份额很可能随着收入变化而变化 （如果商品的预算份额随着收入的降低而降低，

例如其收入弹性小于 １，则称这些商品是 “必需品”，反之则为 “奢侈品”）。

１３衡量粮食作物产出的货币等价可以通过使用制造商价格或者消费者价格 （通常更高）。

使用前者的逻辑在于如果粮食作物被售出而并非消费，则其出售价格相当于制造商价

格。使用后者的逻辑在于如果粮食作物被购买而并非种植，则其购买价格相当于消费

者价格。因此使用哪一种价格取决于判断准则以及数据可用性。但重要的一点是分析

者为了更清楚的阐述而做出自己的选择。

１４虽然看起来很复杂，在实际中，由于这个过程已经通过 ＳＴＡＴＡ的 “ｌｏｗｅｓｓ”和

“Ｉｐｏｌｙ”命令来预先编程处理，因此还是相当简单的。

１５由于我们不关注标准差，因此这个例子并不适用 ＳＴＡＴＡ的 “ｓｖｙ”命令。参见实际练

习中的使用 ｓｖｙ命令的类似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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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Ｆｅｅｎｓｔｒａ，ＲＣ（１９８９），“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ｐａｓ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ｆｔａｒｉｆｆｓ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ｓｕｎｄｅｒ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７：２７－４５

３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ＰａｎｄＫｎｅｔｔｅｒ，Ｍ（１９９７），“Ｇｏｏｄ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ｓ：ｗｈａｔｈａｖｅｗ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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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ａｒｎｅ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３５：１２４３－７２

４Ｇｒｏｓｈ，ＭＥａｎｄＧｌｅｗｗｅ，Ｐ（１９９５），“Ａｇｕｉｄｅｔｏ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ｓｕｒｖｅｙ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ｄａｔａ

ｓｅｔｓ”，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１２０，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５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Ａ（２００７），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ｖｅｒｔ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６Ｎｉｃｉｔａ，Ａ（２００４），“Ｗｈｏｂｅｎｅｆｉ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ｒａ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ｅｘｉｃｏ？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ｗｅｌｆａｒｅ”，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３２６５，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７Ｎｉｃｉｔａ，Ａ（２００７），“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ｉｎＨｏｅｋｍａｎ，ＢａｎｄＯｌａｒｒｅａｇａ，Ｍ（ｅｄｓ），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Ｐｏｏｒ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ＰｏｖｅｒｔｙＩｍｐａｃｔ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８Ｎｉｃｉｔａ，Ａ（２００８），“Ｗｈｏ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ｆｒｏｍｅｘｐｏｒｔｌｅｄｇｒｏｗｔｈ？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ｓｔｅｘｔｉｌｅ

ａｎｄａｐｐａｒｅ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ｆ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１７（３）：４６５－８９

９Ｎｉｃｉｔａ，Ａ（２００９），“Ｔｈｅｐｒｉｃ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ａｒｉｆｆ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ｗｅｌｆａｒ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８９（１）：１９－２７

１０Ｐｏｒｔｏ，Ｇ（２００３），“Ｕｓｉｎｇｓｕｒｖｅｙｄａｔａｔｏａｓｓｅｓｓ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

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３１３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６）７０（１）：１４０－６０

１１Ｐｏｒｔｏ，Ｇ（２００４），“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ｅｘｐｏｒｔ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ａｎｄｐｏｖｅｒｔｙ”，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

３３５４，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６）６６（２）：４４７－７０

１２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Ｒ（２００４），“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ｗａｇｅ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Ｍｅｘｉｃｏ”，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６４（２）：３８７－４０９

１３Ｓｉｎｇｈ，Ｉ，Ｓｑｕｉｒｅ，ＬａｎｄＳｔｒａｕｓｓ，Ｊ（ｅｄｓ）（１９８６），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Ｍｏｄｅｌｓ—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ＴｈｅＪｏｈｎｓＨｏｐｋｉ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４ＵｒａｌＭａｒｃｈａｎｄ，Ｂ（２０１２），“Ｔａｒｉｆｆｐａｓ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ｒａ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ｗｅｌｆａｒ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１５Ｗｉｎｔｅｒｓ，ＬＡ（２００２），“Ｔｒａ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ｖｅｒｔｙ：ｗｈａｔａｒｅｔｈｅｌｉｎｋｓ？”，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５（９）：１３３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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