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贸易政策的局部均衡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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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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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１·



第四章　贸易政策的局部均衡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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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１·



贸易政策 分析实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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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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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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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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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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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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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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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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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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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６１·



第四章　贸易政策的局部均衡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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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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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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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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