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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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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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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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虚拟学院协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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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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