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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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贸易政策 分析实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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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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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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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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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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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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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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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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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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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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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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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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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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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政策 分析实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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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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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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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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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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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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４ＷＴＯ在下面网址提供这些信息：ｈｔｔｐ：／／ｒｔａｉｓｗｔｏｏｒｇ／ＵＩ／Ｐｕｂｌｉｃ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ＲＴＡＨｏｍｅａｓｐ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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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ｄｅ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ｉｎＬｌｏｙｄ，ＰＪａｎｄＬｅｅ，ＨＨ（ｅｄ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Ｉｎｔｒ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ｒａｄｅ，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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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贸易流量分析

１１Ｂｒｕｎｎｓｃｈｗｅｉｌｅｒ，ＣＮａｎｄＢｕｌｔｅ，ＥＨ（２００９），“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ｖｉｏｌｅｎｔ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ｎｓｅｔｏｆｃｉｖｉｌｗａｒｓ”，Ｏｘｆｏｒ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ａｐｅｒｓ６１

（４）：６５１－７４．

１２Ｃａｄｏｔ，Ｏ，ｄｅＭｅｌｏ，ＪａｎｄＹａｇｃｉ，Ｆ（２００５），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Ｚａｍｂｉａ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１３Ｃａｄｏｔ，Ｏ，Ｃａｒｒèｒｅ，ＣａｎｄＳｔｒａｕｓｓＫａｈｎ，Ｖ（２０１１），“Ｅｘｐｏｒｔ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ｈａｔｓ

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ｈｕｍｐ？”，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９３（２）：５９０－６０５．

１４Ｄｉ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ＪａｎｄＬｅｖｃｈｅｎｋｏ，Ａ（２００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ｍｉｎａｒ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５８５．

１５Ｅａｓｔｅｒｌｙ，Ｗ，Ｒｅｓｈｅｆ，ＡａｎｄＳｃｈｗｅｎｋｅｎｂｅｒｇ，Ｊ（２００９），“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ｅｘｐｏｒｔｓ”，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５０８１，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１６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２００６），“ＮＡＣＥＲｅｖ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ｎｏｔｅｓ”Ｆｅｅｎｓｔｒａ，ＲＣａｎｄ

Ｈａｎｓｏｎ，Ｇ（１９９６），“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ａｎｄｗａｇｅ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８６（２）：２４０－５．

１７Ｆｅｅｎｓｔｒａ，ＲＣ，Ｒｏｍａｌｉｓ，ＪａｎｄＳｃｈｏｔｔ，Ｊ（２００２），“ＵＳｉｍｐｏｒｔｓ，ｅｘ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ｔａｒｉｆｆ

ｄａｔａ，１９８９－２００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９３８７，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ＮＢＥＲＦｒａｎｋｅｌ，ＪＡａｎｄＲｏｍｅｒ，Ｄ（１９９６），“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５４７６，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ＮＢＥＲ．

１８Ｇａｕｌｉｅｒ，ＧａｎｄＺｉｇｎａｇｏ，Ｓ（２０１０），“ＢＡＣ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

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１９９４－２００７ｖｅｒｓｉｏｎ”，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０－２３，Ｐａｒｉｓ：ＣＥＰＩＩ．

１９Ｇｒｉｇｏｒｉｏｕ，Ｃ（２００７），“Ｌａｎｄｌｏｃｋｅｄｎｅｓｓ，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４３３５，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２０Ｇｒｕｂｅｌ，ＨＧａｎｄＬｌｏｙｄ，ＰＪ（１９７５），Ｉｎｔｒ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ｒａｄｅ：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Ｗｉｌｅｙ．

２１Ｈａｕｓｍａｎｎ，Ｒ，Ｈｗａｎｇ，ＪａｎｄＲｏｄｒｉｋ，Ｄ（２００７），“Ｗｈａｔｙｏｕｅｘｐｏｒｔｍａｔｔｅ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１２（１）：１－２５．

２２Ｈｕｍｍｅｌｓ，Ｄ，Ｉｓｈｉｉ，ＪａｎｄＹｉ，Ｋ－Ｍ（２００１），“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５４（１）：７５－９６．

２３Ｋｒｕｇｍａｎ，Ｐ（１９７９），“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ｒｅｔｕｒｎｓ，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ｓｔｉｃ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９（４）：４６９－７９．

２４Ｌａｕｒｓｅｎ，Ｋ（２０００），Ｔｒａｄ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ＥｄｗａｒｄＥｌｇａｒ．

２５Ｌｅａｍｅｒ，Ｅ（１９８８），“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ｉｎ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１４５－２０４，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

２６Ｌｅｄｅｒｍａｎ，ＤａｎｄＭａｌｏｎｅｙ，ＷＦ（２００８），“Ｉｎ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ｎｇ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ｕｒ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４７６６，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２７Ｌｉｐｓｅｙ，Ｒ（１９６０），“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ｕｓｔｏｍｓｕｎｉｏｎｓ：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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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政策 分析实用指南

７０：４９８－５１３．

２８Ｌｏｓｃｈｋｙ，ＡａｎｄＲｉｔｔｅｒ，Ｌ（２００６），“Ｉｍｐｏｒ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ｅｘｐｏｒｔ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７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ＥｘｐｅｒｔＭｅｅｔｉｎｇ，Ｐａｒｉｓ，１１－１４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６．

２９Ｍｉｃｈａｅｌｙ，Ｍ（１９９６），“Ｔｒａｄｅ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ｎｅｘａｎｔ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１５８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３０Ｎｉｃｉｔａ，ＡａｎｄＯｌａｒｒｅａｇａ，Ｍ（２００６），“Ｔｒａｄ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１９７６－２００４”，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２１（１）：１６５－７１．

３１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ＥＣＤ）（２００７），“Ｏｆｆｓｈｏｒｉｎｇ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Ｐａｒｉｓ：ＯＥＣＤ．

３２Ｒａｕｃｈ，ＪＥ（１９９９），“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ｖｅｒｓｕｓｍａｒｋｅｔ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４８：７－３５．

３３Ｒｏｚａｎｓｋｉ，ＪａｎｄＹｅａｔｓ，ＡＪ（１９９４），“Ｏｎｔｈｅ（ｉ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４４：１０３－３０．

３４Ｓｃｈｉｆｆ，Ｍ（１９９９），“Ｗｉｌｌｔｈｅｒｅ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ｔｒａｄｉｎｇｐａｒｔｎｅｒ’ｐｌｅａｓｅｓｔａｎｄｕｐ？”，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２１６１，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３５Ｓｈｉｒｏｔｏｒｉ，Ｍ，Ｔｕｍｕｒｃｈｕｄｕｒ，ＢａｎｄＣａｄｏｔ，Ｏ（２０１０），“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ｅｓ

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ｌｅｖｅｌ”，Ｐｏｌｉｃｙ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ＳｔｕｄｙＳｅｒｉｅｓ，Ｎｏ

４４，Ｇｅｎｅｖａ：ＵＮＣＴＡＤ．

３６Ｔｕｍｕｒｃｈｕｄｕｒ，Ｂ（２００７），“Ｒｕｌｅｓ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ａｃｃ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ｅｄ”，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３７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ｂｙＢｒｏａ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Ｎ－

ＤＥＳＡ．

３８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６），“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４”，ＳＴ／ＥＳＡ／

ＳＴＡＴ／ＳＥＲＭ／３４／ＲＥＶ４．

３９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ＵＮＣＴＡＤ）（２００５），Ｔｒａｄｅａｎｄ

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０５－Ｎｅｗ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ｎｄＧｅｎｅｖａ：

ＵＮＣＴＡＤ．

４０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ＴＯ）（２００８），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０８：Ｔｒａｄｅｉｎａ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Ｇｅｎｅｖａ：Ｗ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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