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出口多样化是否改善了贸易条件
———基于全球农业贸易的证据

胡　 月　 　 田志宏

摘要： 产品多样化是获取国际贸易利益的重要途径， 对一国 （地区） 贸易条

件的改善具有重要影响。 本文在新贸易理论框架下， 利用全球 １０６ 个国家 （地区）
１９９６—２０１７年的农产品贸易数据， 考察了进出口多样化对一国 （地区） 农产品贸

易条件的影响。 结果表明： 出口多样化对处于全球贸易体系不同位置国家 （地区）
的农产品贸易条件的影响存在差异； 对于发展中经济体， 出口多样化能够分散市场

集中引致的价格波动风险， 对改善贸易条件具有积极作用； 对于发达经济体， 出口

多样化面临一个相对饱和的状态， 专业化的生产和贸易结构可以强化其在农产品国

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有利于提高农业贸易利得； 与出口不同， 进口多样化未表现

出对贸易条件的改善效应， 而贸易保护政策如进口关税的实施会恶化农产品贸易条

件； 技术进步、 资本积累是不可忽视的改善农产品贸易条件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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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贸易条件作为衡量各国 （地区） 贸易利得的重要指标， 一直是国际经济领域

关注的核心问题。 Ｐｒｅｂｉｓｃｈ （１９５０） ［１］认为， 在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条件下， 长期

以来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之比呈下降趋势， 并由此提出 “发展中经济体

贸易条件长期恶化” 的著名论断， 这一论断即普雷维什－辛格 （Ｐ －Ｓ） 假说。 此

后， 学术界对 Ｐ － Ｓ 假说进行了激烈的探讨， 但并未形成统一观点 （ Ｓｉｎｇｅｒ，
１９８７［２］； Ｇｒｉｌｌｉ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１９８８［３］； Ｓａｗａｄａ， ２００９［４］）。 农业作为一国 （地区） 的基

础产业， 是国际贸易中的弱势产业， 在大多数国家 （地区） 都属于被保护的对象，
农产品贸易条件的变化反映了一国 （地区） 农业贸易的交换利益。 中国自改革开

放以来， 对外开放度不断扩大， 农产品贸易规模大幅增长。 当前， 我国已位居世界

第三大农产品贸易国。 然而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 农产品贸易规模的扩大并未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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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业贸易利得增加， 农产品贸易条件表现出明显的恶化趋势 （黄满盈， ２００８［５］；
李惊雷， ２００９［６］； 张淑荣和殷红， ２０１０［７］）。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文献都是从进出口产品种类固定的视角出发， 未考虑贸易

品种类变化对农产品贸易条件的影响。 实际上， 变动的产品种类对一国 （地区）
贸易福利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徐志远和朱晶， ２０１７） ［８］。 Ｋｒｕｇｍａｎ 发展的新

贸易理论认为， 产品多样化可以减轻相对价格降低引致的贸易条件恶化； Ｈｕｍｍｅｌｓ
和 Ｋｌｅｎｏｗ （２００５） ［９］对 １２６ 个出口国 （地区） 的贸易数据测算后发现， 如果一国

（地区） 的出口增长以产品种类增长或是更高质量产品的增长为主， 那么出口价格

不一定会随着出口扩张而下降。 由此引发的问题是， 对于农产品贸易而言， 进出口

多样化是否能起到对贸易条件的改善作用？ 究竟是多样化还是专业化的贸易模式有

益于一国 （地区） 农业贸易利得的增长？
贸易条件的变化与进出口价格指数密切相关， 随着微观数据的丰富， 学者们围

绕产品种类与价格指数的关系开展了广泛研究。 Ｂｒｏｄａ 和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６） ［１０］的研

究表明， 如果考虑贸易品种类的变化， 美国进口价格指数比官方统计数据大约降低

了 １ ２％， 进而提出了 “精确价格指数” 的概念。 此后， 大批经验文献开始衡量产

品种类变化的经济影响来重新测算价格指数 （ Ｇａｕｌｉｅｒ ａｎｄ Ｍｅｊｅａｎ， ２００６［１１］；
Ｇａｌｓｔｙａ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ｅ， ２００８［１２］； Ｋａｎｇ， ２００９［１３］； Ｂｌｏｎｉｇｅｎ ａｎｄ Ｓｏｄｅｒｂｅｒｙ， ２００９［１４］；
Ｍｉｎｏｎｄｏ ａｎｄ Ｒｅｑｕｅｎａ， ２０１０［１５］； Ｍｏｈｌ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ｉｔｚ， ２０１２［１６］）。 学者们得出的一致结

论是， 基于固定产品种类的测度方法， 高估了进口价格指数而低估了出口价格指

数。 这意味着， 忽略产品多样化会引致贸易条件被低估 （钱学锋等， ２０１０） ［１７］。
整体来看， 这些研究为准确理解一国 （地区） 的贸易利得提供了丰富的视角，

但对多样化与贸易条件关系的考察还存在着很大的研究空间。 现有文献主要从国家

层面测度一国 （地区） 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 对产业层面的中观研究比较匮乏。
有关多样化对农产品贸易条件影响的分析也十分有限， 致使对一国 （地区） 农业

贸易增长潜力和贸易政策的认识不够深刻。 徐志远和朱晶 （２０１７） 注意到了中国

农产品种类变化的情况， 发现在考虑种类变化的情况下， 中国农产品贸易条件指数

平均被改善了 ２ ４７％。 他们着重比较了不同测度方法下贸易条件指数的偏差， 未

深入考察产品多样化对贸易条件的影响程度， 也没有在大样本范围内检验多样化改

善贸易条件的适用性。
本文基于贸易条件的概念， 从以下三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了拓展： 第一， 建立

进出口多样化影响贸易条件的数理模型， 验证了多样化的贸易条件改善效应； 第

二， 基于产品种类变动的视角， 测度了各国 （地区） 的农产品贸易条件， 形成了

农产品进出口价格指数的微观资料， 具有数据层面的边际贡献意义； 第三， 验证了

多样化对农产品贸易条件的改善效应， 提供了来自跨国大样本数据的经验证据， 形

成了对现有研究的有益补充。

一、 进出口多样化影响贸易条件的理论分析

传统的贸易理论强调了专业化发展在国际贸易收益中的重要意义。 一国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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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只有通过专业化的生产和分工， 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配置， 进而从贸易

中获得交换利益。 随着新贸易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的推进， 学者们关注到了进出口

多样化对提高一国 （地区） 贸易利得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Ａｇｏｓｉｎ （２００９） ［１８］发
现， 出口多样化可以通过减缓贸易条件波动来促进经济增长。 陈勇兵等 （２０１１） ［１９］

的研究表明， 进口种类增长能够提高消费者福利水平。 贸易条件①是一国 （地区）
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的比值， 由于进出口多样化直接影响着一国 （地区） 的进口和

出口价格， 因此， 本文分别从出口多样化对出口价格的影响、 进口多样化对进口价格

的影响两方面建立模型， 从结构组成的视角考察进出口多样化的贸易条件效应。
（一） 出口多样化对出口价格的影响

本文在新古典贸易理论框架下， 构建一个包含多样化因素的简单数理模型， 推

导一国 （地区） 出口多样化水平与出口价格的关系②。 首先， 假定各经济体生产的

不同类别产品的价格及质量均相同， ｉ 经济体生产的产品种类数为 Ｎｉ ， 用以代表产

品的多样化水平。 在垄断竞争的市场条件下， Ｎｉ 的值同时等于 ｉ经济体内的企业数。
这样， ｊ 经济体有代表性的消费者的不变替代弹性 （ＣＥＳ） 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Ｕ ｊ ＝ ∑
ｉ

βｉ Ｎｉ( ) ψ ｃｉｊ( )
σ－１( )

σ[ ]
σ

σ－１ （１）

其中， ｃｉｊ 表示 ｊ 经济体消费的来自于 ｉ 经济体的产品量； βｉ 表示对 ｉ 经济体产品的偏

好； σ 表示各类产品间的替代弹性③； ψ 表示消费者对多样化产品的偏好 （ ψ ＞０）。 假

定不存在运输成本且所有商品为可贸易商品， ｊ 经济体消费者面对的约束条件为：

∑
ｉ

ｐｉｊ ｃｉｊ ＝ ｙ ｊ （２）

其中， ｙｊ 表示 ｊ 经济体消费者的总收入且是外生的， ｐｉ 是 ｉ 经济体出口产品的 ＦＯＢ
价格。 进一步， 本文假定消费者对每种产品的消费量相同， 则在多样化产品条件下，
对 ｉ 经济体每种产品的消费量为 ｃｉｊ ／ Ｎｉ( ) ， 这样效用函数可表达如下：

Ｕ ｊ ＝ ∑
ｉ

βｉ Ｎｉ( ) ψ＋σ
－１
σ

ｃｉｊ
Ｎｉ

æ

è
ç

ö

ø
÷

σ－１( )

σé

ë
ê
ê

ù

û
ú
ú

σ
σ－１

（３）

对约束条件下有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模型求解， 得到 ｊ 经济体对 ｉ 经济

体的商品总需求量为：

ｃｉｊ ＝
βｉ（Ｎｉ )

ψ ｐｉ
－σ ｙ ｊ

∑
ｉ

βｉ（Ｎｉ )
ψ ｐｉ

１－σ
＝
βｉ（Ｎｉ )

ψ ｐｉ
－σ ｙ ｊ

Ｐ ｊ( ) １－σ
（４）

其中， Ｐ ｊ ＝ ∑ ｉ
βｉ Ｎｉ( ) ψ ｐｉ

１－σ[ ]
１
１－σ 。 为得到出口价格指数， 本文将所有经济体

中具有代表性的消费者对 ｉ 经济体产品的需求进行加总， 得到世界市场对 ｉ 经济体

产品总的有效需求。 均衡时的有效需求应等于有效供给 Ｘ ｉ ， 即 ｉ 经济体的总产量。
令 ｉ 经济体的出口价格指数为 ＰＸ ｉ ， 均衡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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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研究中的贸易条件指价格贸易条件， 即净贸易条件。
关于进出口多样化， 本文将其定义为特定国家 （地区） 进口或出口产品范围的增加。
这里， 替代弹性 σ无下标。



ｐｉ ＝ ＰＸ
ｉ ＝ β

１
σ
ｉ （Ｎｉ )

ψ
σＸ － １σ

ｉ

∑
ｊ

ｙ ｊ

Ｐ ｊ( ) １－σ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１
σ

（５）

据此， 推导得出含有多样化因素的出口价格指数模型。 进一步， 将出口价格指

数对 Ｎｉ 求一阶偏导， 分析产品多样化与出口价格指数之间的关系。 出口价格中与

Ｎｉ 相关的参数有两项： Ｎｉ )
ψ
σ( 和 Ｐ ｊ 。 因此， 多样化对出口价格指数的影响取决于

 Ｎｉ( ) ψ ／ Ｐ ｊ( ) １－σ[ ] ／ Ｎｉ 的符号。 具体可将其扩展成如下形式：

　 　
 Ｎｉ( ) ψ ／ Ｐ ｊ( ) １－σ[ ]

Ｎｉ

＝
ψ Ｎｉ( ) ψ－１

Ｐ ｊ( ) １－σ
－ Ｎｉ( ) ψ βｉｐ１

－σ
ｉ ψ Ｎｉ( ) ψ－１

Ｐ ｊ( ) ２（１－σ）

　 　 ＝
ψ Ｎｉ( ) ψ－１

Ｐ ｊ( ) ２（１－σ）
∑ βｉ Ｎｉ( ) ψｐ１－σｉ － βｉ Ｎｉ( ) ψｐ１－σｉ[ ] （６）

从数理模型看， 式 （６） 的结果显然大于零。 这表明出口产品多样化对出口价

格有正向影响。 因此，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变化的情况下， 一国 （地区） 出口多样

化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出口价格的上升进而改善贸易条件。 进一步， 在多国 （地区）
多产品模型中， 已知出口价格， 可使用加权平均的方法推导出一国 （地区） 的进

口价格， 从而得到出口多样化条件下 ｉ 经济体贸易条件 （ＴＯＴ） 决定的数理模型，
其对数形式如下：

　 　 ｌｎ ＴＯＴｉ ＝
１
σ
ｌｎ

βｉ

∏ ｋ
βηｋ

ｋ

＋ ψ
σ
ｌｎ

Ｎｉ

∏ ｋ
Ｎηｋ ｋ

－ １
σ
ｌｎ

Ｘ ｉ

∏ ｋ
Ｘηｋ

ｋ

　 　 　 　 　 　 　 　 　 ＋
∑

ｊ
ｙ ｊ ／ Ｐ ｊ( ) １－σ[ ]

∏ ｋ ∑ｋ ｙｋ ／ Ｐ ｉ( ) １－σ[ ]
ηｋ （７）

式 （７） 显示， 一国 （地区） 相对出口多样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改善贸易条件，
改善的程度取决于消费者对多样化产品的偏好和产品间替代弹性的相对大小①。

（二） 进口多样化对进口价格的影响

对于进口多样化， 本文选择从进口价格指数测度的角度来分析进口多样化的影响。
事实上， 进口多样化并不影响价格决定机制， 而是直接作用于价格本身。 新贸易理论揭

示， 通过进口获得的产品种类增加是一国 （地区） 贸易利益的重要来源 （王明荣等，
２０１５） ［２０］。 借助 ＣＥＳ效用函数，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１９９４） 在传统进口价格指数 （Ｐｇ） 的基础

上构建了一个能反映产品种类变化的实际进口价格指数， 并指出进口产品种类对进口

价格指数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新种类和其他种类的替代程度以及支出份额：

ＰＭ ＝
λｇｔ

λｇｔ－１

æ

è
ç

ö

ø
÷

１ ／ σｇ－１

Ｐｇ （８）

其中， ＰＭ是经种类调整的进口价格指数， Ｐｇ 是在固定产品种类 Ｉｇ范围内获得的

进口价格指数， λｇｔ 、 λｇｔ－１分别是 ｔ 期和 ｔ－１期共有的产品种类占 ｔ 期、 ｔ－１期进口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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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在推导出口多样化对出口价格的影响时， 未考虑出口国 （地区） 针对市场的定价行为。



品总额的比重。 可以看出， 新产品种类的增加会降低 λｇｔ， 从而使得考虑进口产品

多样化的进口价格指数低于传统价格。 对此， Ｆｅｎｎｓｔｒａ （１９９４） 给出了直观的解

释， 即产品在不可进口之前的价格为 “保留价格”， 在 ＣＥＳ函数形式下， 该价格无

穷大， 以至于对该产品种类的需求为零 （陈勇兵等， ２０１１）。 当该产品种类出现在

进口市场上， 价格由供需决定且低于 “保留价格”， 从而引致总体进口价格指数降

低。 遵循这一逻辑， 本文认为，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一国 （地区） 进口贸

易中新产品所占的份额增大， 即进口多样化水平的提高会降低进口价格指数， 改善

该国 （地区） 的贸易条件。

二、 农产品贸易条件的测算

（一） 贸易条件的测算与数据处理

本文借鉴 Ｇａｌｓｔｙａｎ和 Ｌａｎｅ （２００８） 的方法， 对 １９９６—２０１７ 年各经济体的农产

品贸易条件进行测度。 贸易条件指数的计算涉及产品和种类两个层次， 公式如下：

ＴＯＴｔ ＝
ＸＰＩｔ
ＭＰＩｔ

＝
∏ ｇ∈Ｘ

λｘ
ｇ，ｔ

λｘ
ｇ，ｓ

æ

è
ç

ö

ø
÷

－ｗｘｇｔ
φｇ＋１

∏ ｇ∈Ｍ

λｍ
ｇ，ｔ

λｍ
ｇｓ

æ

è
ç

ö

ø
÷

－ｗｍｇｔ
θｇ－１

×
∏
ｇ∈Ｘ
∏
ｊ∈ＥＸｇ

ｐｘ
ｇｊ，ｔ

ｐｘ
ｇｊｓ

æ

è
ç

ö

ø
÷

ｗｘｇｊｔæ

è
ç

ö

ø
÷

ｗｘｇｔ

∏
ｇ∈Ｍ
∏
ｊ∈ＩＭｇ

ｐｍ
ｇｊｔ

ｐｍ
ｇｊｓ

æ

è
ç

ö

ø
÷

ｗｍｇｊｔæ

è
ç

ö

ø
÷

ｗｍｇｔ

　 　 　 　 　 　
　
← →
修正系数

　 　
　 　 　 　 　 　 　 　 　 　 　 　
← →
固定产品种类的贸易条件

　 　 （９）

其中， 等号右边的第一项是种类变化的修正系数， 第二项是传统的贸易条件指

数。 ｓ 代表基期 １９９６年， ｔ 代表报告期； ｇ 是农产品中某一大类农产品 （以 ＨＳ４ 位

编码表示）， ｊ 代表 ｇ 产品的种类 （以 ＨＳ６位编码表示）； Ｘ 和 Ｍ 分别代表出口和进

口， ｐ 是农产品价格； φ ｇ 和 θｇ 分别是产品的出口和进口的替代弹性， ＥＸｇ（ ＩＭｇ） 代

表 ｓ期和 ｔ期出口 （进口） 产品 ｇ 中相同的种类集； λｍｇｔ 表示 ｔ期相同进口种类集的

进口额占 ｔ 期总进口额的比重。 ｗｘｇｊｔ 、 ｗｘｇｔ 、 ｗｍｇｊｔ 和 ｗｍｇｔ 是对数变换的理想价格

指数①。
对于产品替代弹性 θｇ 、 φｇ 的选择， 本文参考了钱学锋等 （２０１０） 的做法， 分

别赋予进口和出口替代弹性 ３组数值， 在此基础上计算这 ３种情况的进出口价格指

数的平均值， 进而计算得到一国 （地区） 实际的农产品贸易条件。 在样本选取上，
本文使用全球 １０６个农产品贸易国 （地区） 作为研究样本， 其中既有发达经济体，
也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 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这些经济体在欧洲有 ２８ 个；
亚洲有 ２５个， 非洲 ２５个， 北美洲 １８个， 南美洲 ６个， 大洋洲 ４个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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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限于篇幅，具体公式未列出， 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

阅、 下载。
这里未列出具体的国家 （地区） 分布情况， 备索。



（二） 农产品贸易条件的测算结果及比较

基于贸易条件的测算公式， 本文计算得到了历年各经济体的农产品贸易条件。
图 １ （ａ） 显示了世界和中国的贸易条件变化趋势。 可以看到， 中国农产品贸易条

件呈现出缓慢波动下降的态势， 且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较大。 １９９６—２０１７ 年间，
中国农产品贸易条件恶化了 ２９ ２％， 平均每年下降 １ ６％。

图 １　 世界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条件

图 １ （ｂ） 比较了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农产品贸易条件变化。 总体来看，
发达经济体的农产品贸易条件整体上优于发展中经济体。 样本期内， 发达经济体的农

产品贸易条件均值达 １ ３６９， 发展中经济体均值为 １ １６３。 从变化趋势看， 发达经济

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都经历了上升—波动下降—趋稳的阶段性变化， 其中以 ２０００年为

界分为两个阶段。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 世界农产品贸易快速发展， 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在

农产品国际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发达经济体的农产品贸易条件也因此大幅改善。
２０００年以后， 世界农产品价格震荡上涨， 进而引致各经济体农产品贸易条件恶化、 波动

性变强。 当前， 随着世界农产品贸易格局的基本形成， 国际农产品价格平稳下降， 各经

济体农产品贸易条件也逐步趋向稳定。

三、 进出口多样化对农产品贸易条件的影响

（一） 计量模型设定

基于前文的分析， 本文使用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多样化对农产品贸易条件的

影响。 由于影响贸易条件变动的因素较多， 本文参考了相关文献 （徐建斌和尹翔硕，
２００２［２１］； 张先锋和刘厚俊， ２００６［２２］； 陈蓉和许培源， ２０１５［２３］； 林峰， ２０１８［２４］； 乔长

涛等， ２０１９［２５］）， 选择人均收入水平、 要素禀赋、 贸易保护政策、 汇率、 外国直接

投资、 经济增长、 贸易开放度和技术进步作为控制变量， 可以更加准确地衡量进出

口多样化的影响效应。 鉴于不同经济体在贸易中的分工格局， 本文通过区分净出口

经济体和净进口经济体， 体现各经济体农产品贸易的比较优势， 构建如下计量

模型：

　 　 ｌｎＴＯＴｉｔ ＝ α０ ＋ β１ ｌｎＭＤＶｉｔ ＋ β２ ｌｎＥＤＶｉｔ ＋ β３Ｄｕｍｉｔ ＋∑ ｊ
φｊ Ｚ ｊｉｔ ＋ μｉ ＋ εｉｔ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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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ｉ 和 ｔ 分别代表经济体和时间； ＴＯＴｉｔ 是 ｔ 年 ｉ 经济体的农产品贸易条件指

数；ＭＤＶ和 ＥＤＶ是进口多样化指标和出口多样化指标； Ｄｕｍ是区分净进口经济体和

净出口经济体的虚拟变量， Ｄｕｍ ＝ ０， 表示 ｉ 经济体 ｔ 年是净进口经济体， Ｄｕｍ ＝ １，
表示 ｉ 经济体 ｔ 年是净出口经济体； Ｚ ｊｉｔ 是一组控制变量； εｉｔ 是随机误差项， 服从独

立同分布； μｉ 是与时间无关的随机误差项， 当其与解释变量相关时， 使用固定效应

估计值； 否则， 使用随机效应估计值， 在模型估计中， 本文统一采用变量的对数化

形式，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平抑变量的波动。
（二） 变量界定与数据说明

１ 核心解释变量

进口多样化和出口多样化是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 借鉴 Ａｍｉｔｉ 和 Ｆｒｅｕｎｄ
（２０１０） 的方法， 本文采用基于二元边际分解的扩展边际法测度多样化指标。 具体

公式如下：

∑ ｉ
Ｅ Ｘ ｉｔ －∑ ｉ

Ｅ Ｘ ｉｔ －１

∑ ｉ
Ｅ Ｘ ｉｔ －１

＝
∑ ｉ∈Ｉ

Ｅ Ｘ ｉｔ －∑ ｉ∈Ｉ
Ｅ Ｘ ｉｔ －１

∑ ｉ
Ｅ Ｘ ｉｔ －１

－
∑ ｉ∈Ｉｔ－１

Ｅ Ｘ ｉｔ －１

∑ ｉ
Ｅ Ｘ ｉｔ －１

　 　 　 　 　 　 　 ＋
∑ ｉ∈Ｉｔ

Ｅ Ｘ ｉｔ

∑ ｉ
Ｅ Ｘ ｉｔ －１

（１１）

其中， ＥＸ 为 ｔ 期一国 （地区） 的出口产品总额， Ｉ 是 ｔ 期和 ｔ－１ 期共有的产品

种类集合， Ｉｔ－ １、 Ｉｔ 表示产品从 ｔ－１期到 ｔ 期的种类变化过程， 分别代表消失产品种

类和新增产品种类集合。 根据式 （１１）， 可将一国 （地区） 的出口增长分解为两部

分， 分别是集约边际 （等式右端第 １ 项） 和扩展边际 （等式右端第 ２ 项和第 ３
项）。 集约边际反映了原有出口产品的数量增长， 扩展边际反映了新增产品种类与

消失产品种类的出口差值。 图 ２显示了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进出口多样化的

核密度分布。 可以看到， 两类经济体的农产品多样化水平有着系统性的差别。 与发

展中经济体相比， 发达经济体的进口和出口的多样化水平更高， 具体表现为发达经

济体的均值更大， 密度也更大。

图 ２　 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出口多样化核密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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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控制变量

（１） 要素禀赋。 禀赋是决定一国 （地区） 国际分工和贸易基础的主要因素，
对解释一国 （地区） 农产品贸易的变化尤为重要。 禀赋的相对变化会影响一国

（地区） 的供给和需求状况， 从而改变其生产和贸易模式。 各国 （地区） 倾向于生

产和出口其充裕要素密集型产品， 进口稀缺要素密集型产品。 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

高， 经济体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使其在农产品贸易上显示出不同的特征。 本文采用

人均农业净资本存量和人均可耕地面积衡量各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状况。
（２） 人均收入水平。 人均收入水平可以综合反映一国 （地区） 的经济发展水

平和生产能力， 与其贸易利益直接相关。 一方面， 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过程伴随着

国民膳食结构的调整， 会改变一国 （地区） 对农产品的需求数量和结构； 另一方

面， 农产品的生产能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得到提升， 农业生产率有所提高。 本文

使用各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净值测度该指标，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３） 进口关税。 征收关税改变了进出口商品的比价关系， 从而对实施国 （地区）

的贸易条件产生影响。 一方面， “大国” 实施关税会减少对外国产品的总需求， 从而

降低进口品的世界价格， 改善贸易条件； 另一方面， 关税还会造成征税国 （地区） 的

资源配置不当， 使得劣势产业占用资源， 优势产品的竞争力被削弱。 特别是当考虑其

他国家 （地区） 可能实行的关税报复政策时， 关税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将更为复杂。
为获得更长时间的关税税率数据， 本文选取农产品算术平均税率作为衡量指标。

（４） 汇率。 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且短期影响与长期影响

间存在较大差异。 多数学者认为汇率变化对于贸易条件在短期内影响显著， 而在长

期内没有明显效应。 从微观层面看， 汇率变动会影响企业的进出口定价和数量， 进

而使一国 （地区） 的贸易条件发生变化。 为此， 本文使用各国 （地区） 对美元汇

率来反映实际汇率情况。
（５）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ＦＤＩ 作为一种投资方式， 对于东道国 （地区） 的

影响是全面的。 ＦＤＩ的流入会改变该国 （地区） 的资本存量， 影响其工资、 技术、
禀赋、 贸易和生产率， 是决定一国 （地区） 贸易条件的重要因素。 本文中的 ＦＤＩ
指的是国际收支中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流入。

（６） 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影响贸易商品数量的重要因素， 排除政治等非经

济因素干扰， 经济增长会影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供需状况， 引致贸易条件发生变

化。 本文使用 ＧＤＰ 年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变量的度量指标。
（７） 农产品贸易开放度。 贸易开放度是一国 （地区） 参与对外贸易的开放水

平的体现。 随着一国 （地区） 贸易开放度的提高， “大国” 的进出口变动会影响国

际市场价格， 进而引致贸易条件发生改变。 同时， 贸易开放度还能够侧面反映一国

（地区） 的制度水平， 贸易开放度越高， 其制度运行环境越宽松， 越有利于降低交

易成本和激励创新活动 （Ｎｕｎｎ， ２００７） ［２６］。 本文以各经济体农产品的进出口总额

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作为贸易开放度的衡量指标，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８） 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是影响一国 （地区） 贸易条件的基础因素之一。 现

有研究表明， 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存在差异。 Ｃｈｕｎｇ （２００７）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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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 资本扩张型的技术进步对贸易条件有促进作用， 而劳动扩张型的技术进

步反而会带来一国 （地区） 贸易条件恶化。 本文用各国 （地区） 的全要素生产率

作为技术进步指标， 衡量技术进步对农产品贸易条件的影响。
３ 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美国宾州州立大学佩恩表 （ＰＷＴ ９ １）、 世界银行的世

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ＷＤＩ）、 世界贸易整合分析数据库 （ＷＩＴＳ） 和联合国贸易数据

库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表 １显示了各指标的统计性描述。

表 １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 变量名称及单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ＴＯＴ 农产品贸易条件 （％） ３ ０３４ １００ ４９ ７ ６４ ５２ ２７ 　 １４５ １１
ＥＤＶ 出口多样化 ２ ９２４ ０ ６８ ０ ２１ ０ ００ ０ ９２
ＭＤＶ 进口多样化 ２ ９２３ ０ ８４ ０ ０６ ０ １９ ０ ９１
Ｌａｎｄ 人均可耕地面积 （公顷） ２ ７７２ ０ ２６ ０ ３１ ０ ０００１ ２ ５７
Ｃａｐ 人均资本存量 （万美元） ２ ５７５ ６ ６６ ７ ４８ ０ ０４ ４７ ３１
ＰＩ 人均收入水平 （万美元） ２ ８２８ ０ ９６ １ ３６ ０ ００６５ ８ ２５
ＴＡＲ 平均关税水平 １ ６１９ １３ ５６ ９ １０ ０ ００ １０６ ９３
ＸＲ 实际汇率 ２ ５７５ ３４３ ６１ １１６１ ７１ ０ ０１ １３ ３８９ ４１
ＦＤＩ 外国直接投资 （亿美元） ２ ５９５ ６１ ９７ １５９ ２５ －３１６ ８９ ２ １５７ ９１
ＧＤＰＲ 经济增长率 （％） ２ ９０４ ３ ８１ ４ ０２ －３６ ７０ ３４ ５０
Ｏｐｅｎ 农产品贸易开放度 ２ ８０９ ３ ６４ １５ ７９ ０ ００１５ ２７６ ９２
ＴＦＰ 技术进步 １ ９９１ ０ ６５ ０ ２５ ０ １０ １ ９８

（三） 实证结果及分析

１ 基准回归

由于少数经济体缺失关税和技术进步的统计指标， 本文样本为非平衡面板数据。
经过豪斯曼检验后， 拒绝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 以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本文的基准模

型①。 表 ２第 （１） 列是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 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 出口多样化

对一国 （地区） 农产品贸易条件的改善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出口多样化水平每提

升 １％， 农产品贸易条件大约提高 ０ ０２％。 进口多样化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究其原因，
可能与样本期内基础原材料等大宗产品的价格大幅上涨有关。 人均收入水平对农产品

贸易条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随着一国 （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的增长， 农产品贸

易条件会有所改善。 这意味着， 发达经济体的农产品贸易条件会优于发展中经济体，
两种类型经济体在农业贸易利益分配上并不均衡， 存在一定差异。

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显示， 资本存量、 关税、 技术进步和贸易开放度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人均耕地面积、 汇率、 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对农产品贸易

条件的影响不明显。 其中， 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农产品贸易条件有正向影响， 这

表明保障充足的资本供给和加强技术创新对于推动一国 （地区） 农产品贸易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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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方面， 各经济体可能具有一些影响贸易条件的个体特征， 比如政治决策等； 另一方面， 农产品贸易条

件容易受到每年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 因此也需要控制年份固定效应。 因此， 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式

（１０） 进行估计。



表 ２　 全样本和分组样本的回归结果

变量
全样本

（１）
分样本

发达国家 （２） 发展中国家 （３）

ＥＤＶ ０ ０１８９∗∗∗ －０ ０２２４∗∗ ０ ０１９３∗∗∗
（３ ３１） （－１ ９８） （３ ５９）

ＭＤＶ ０ ０２１８ －０ １４８７∗∗ ０ ０１４２
（０ ８７） （－２ ００） （０ ５４）

Ｌａｎｄ ０ ０１９２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９０
（０ ６４） （０ ０９） （０ ２２）

Ｃａｐ ０ ００８６∗∗∗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１１１∗∗∗
（１０ ３７） （１ ９６） （９ ４３）

ＰＩ ０ ０１４４∗ ０ ０４１３∗∗∗ ０ ００１９
（１ ８３） （９ １８） （０ ２０）

ＴＡＲ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００７∗∗
（－２ ３４） （１ ０３） （－２ １５）

ＸＲ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１
（０ ５８） （－０ ６４） （０ ３９）

ＦＤＩ
－０ ０９５１ －０ ０９６３∗ －０ １０２４
（－１ １８） （－１ ８１） （－０ ４２）

ＧＤＰＲ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０１
（－１ ４７） （－２ ６０） （－０ ２７）

Ｄｕｍ ０ ０１５６∗∗ ０ ０１７９ ０ ０１７１∗∗
（２ ５５） （１ ５１） （２ ５６）

Ｏｐｅｎ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６９∗∗∗
（－７ １９） （－０ ９０） （３ ９０）

ＴＦＰ ０ ２２４９∗∗∗ ０ １５５７∗∗∗ ０ ２５０５∗∗∗
（１１ ４０） （４ ５７） （１０ ９１）

常数项
４ ４７２７∗∗∗ ４ ４０２３∗∗∗ ４ ４３４０∗∗∗

（１８１ ３９） （１２５ ９２） （１３８ ０５）
时间和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数 １ １２１ １８４ ９３７
Ｒ２ ０ ２４４ ０ ５０４ ０ ２７１

注： 括号内数字是 ｔ 统计量；∗∗∗、∗∗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改善具有积极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 一国 （地区） 可以通过技术进步不断进行产

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升级， 改变自身的比较优势。 短期内， 技术进步可能会带来出

口产品价格的暂时下降， 但从长期来看， 技术进步是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和促进贸

易条件改善的重要途径。 就农产品贸易开放度而言， 开放度的提高对贸易条件具有

负面影响。 这是因为， 农产品的技术含量较低， 大量低附加值产品的重复增长会对

商品价格产生冲击。 特别对于贸易 “大国” 而言， 庞大的进、 出口量会引起国际

市场价格的上升和下降， 进而引致该国 （地区） 的贸易条件恶化， 福利受损。 对

于关税变量而言， 分析结果显示关税实施不利于一国 （地区） 农产品贸易条件的

改善。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是报复性关税的存在， 在现实条件下， 被征收关税

的一方会采取同样的手段予以回击报复， 使得关税的贸易条件改善效应失效， 最终

造成两国 （地区） 福利的减少。 此外， Ｄｕｍ 虚拟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农产

品净出口国比净进口国具有更优的贸易条件。
２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的异质性分析

全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 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出口多样化水平和农

产品贸易条件有明显差异。 那么， 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是， 进出口多样化对这两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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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的农产品贸易条件影响如何？ 是否存在不同？ 从各经济体经济实践看， 一国 （地
区） 的出口多样化水平会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出倒 “Ｕ” 型特征 （Ｉｍｂｓ ａｎｄ Ｗａｃｚｉａｒｇ，
２００３［２８］； Ｐａｒｔｅｋａ ａｎｄ Ｔａｍｂｅｒｉ， ２０１３［２９］）。 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一国 （地区） 出口

多样化水平较低，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 出口产品的多样化水平逐渐提高， 但当经济发

展到一定阶段后， 出口产品结构将表现出专业化特征。 针对这一现象， Ｈｅｓｓｅ （２００９）
认为发达经济体更多地是从出口专业化中获益， 而多样化对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

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 Ａｄｉｔｙａ 和 Ａｃｈａｒｙｙａ （２０１１） ［３０］研究发现， 专业化能给发达经济

体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 且不会引起贸易条件的恶化。 结合已有文献， 本文认为， 多

样化与农产品贸易条件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质性影响。 对此， 本

文将总样本划分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两个子样本①， 对基准模型重新估计，
旨在进一步考察进出口多样化对农产品贸易条件影响的国别性差异。

表 ２第 （２） — （３） 列的估计结果显示， 在两个子样本中， 出口多样化对处

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的影响存在明显区别。 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 出口多样

化与农产品贸易条件之间为负相关关系， 多样化程度的提升对农产品贸易条件的改

善具有抑制作用； 对于发展中经济体， 出口多样化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与预期相

符。 为此， 本文结合不同类型经济体贸易多样化的发展特点， 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出

口多样化的差异效应进行解释。
（１） 相比于发展中经济体， 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多样化水平已经处于相对饱和

且较为稳定的状态， 能够满足国际市场上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在这一背景下， 一

味地发展出口多样化， 无法给发达经济体带来更多的贸易利益或经济外部性， 反而

会引致发达经济体生产效率的下降， 不利于出口贸易的增长。
（２） 一般而言， 相比发展中经济体， 发达经济体出口的农产品附加值高、 出

口替代弹性小， 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垄断和议价能力， 掌控着产品的定价权。
这意味着， 专业化于某些特定优势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能够增强发达经济体对产品价

格的控制力， 形成较大的市场规模， 巩固发达经济体在国际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如

法国的葡萄酒产区， 美国的柑橘产业带， 这些专业化的生产模式， 使得发达经济体

迅速占领国际市场， 从而获得了非常可观的贸易收益。
（３） 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 其出口产品多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部门， 出口波

动的承受能力有限， 多样化水平的提高能够大大降低市场需求或价格波动产生的不

利影响， 可以避免由于出口产品集中引致的价格波动风险。 但这一规律对于发达经

济体并不完全适用， 发达经济体通过大型跨国公司控制着农产品全球价值链， 处于

价值链的顶端， 受价格波动冲击的可能性较小。 这些涉农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活

动， 并不断向纵深扩展， 以达到获取更多贸易利益的目的。 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

还会利用自身的垄断势力， 提高子公司的进口价格， 压低子公司的出口价格 （张
少军和侯慧芳， ２０１９） ［３２］。 通过这种 “转移价格” 的方式， 发达经济体避免了价

格波动的市场风险， 损害了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条件， 提高了自身的贸易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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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划分标准参考世界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的世界经济展望 （ＷＥＯ） 数据库。



四、 稳健性分析

本文验证了进出口多样化与一国 （地区） 农产品贸易条件的关系， 得到了以

下估计结果： 第一， 出口多样化对农产品贸易条件的改善效应存在异质性， 对于发

展中经济体， 多样化有助于分散风险， 提高农产品贸易条件， 对于发达经济体则表

现出负面影响； 第二， 贸易保护政策 （关税） 的实施不利于贸易条件的改善， 特

别是对于发展中经济体的不利影响更大； 第三， 资本存量和技术进步有助于推动一

国 （地区） 农产品贸易条件的改善。 对于这些结果的可信度，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

稳健性检验， 尤其是跨国面板模型可能还存在一些内生性问题的困扰。 一方面， 模

型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 全球经济形势变化、 大宗商品价格等因素可能同时影

响一国 （地区） 的农产品贸易条件和进出口产品多样性， 如果不对这些因素加以

考虑， 很容易产生内生性偏误。 另一方面， 模型还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 针对这

些问题， 本文采用了两个处理方法： 一是使用内部工具变量， 并引入解释变量的滞

后项， 旨在克服内生性偏差； 二是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从而判断模型估计结果是否

依赖于关键解释变量的测度方法。
（一） 动态面板估计

针对核心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将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重新

估计。 同时， 考虑到贸易条件的粘性特征和滞后效应， 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

（Ｌ ＴＯＴ） 引入模型， 使其成为动态面板模型， 并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对模型重新

估计， 验证上述结果的可靠性。 为了确保模型的估计有效， 采用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和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ｎｄ检验判定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和扰动项的序列相关性。 回归结果见表 ３
第 （１） — （３） 列。 在 ３个样本口径中， ＡＲ （２） 和 Ｓａｒｇａｎ 统计量分别在 １０％的

水平上不能拒绝 “误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性” 和 “工具变量有效性” 的原假

设， 说明了模型设定的合理性。
动态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 本文重点关注的进口、 出口多样化变量符号与

基准模型结果相同， 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在各样本口径下， 汇率系数变得显著， 表

明一国 （地区） 实际汇率的提升对农产品贸易条件的改善有促进作用。 此外， 除

发展中经济体子样本中的贸易开放度变量不再显著外， 各样本口径均保持了与基准

模型一致的结果。 总体来看， 利用系统 ＧＭＭ估计不会影响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二） 替换进出口多样化变量的测度方法

为验证进出口多样化变量对农产品贸易条件的影响是否依赖于多样化度量指标

的选取， 本文还采用了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一种是 Ｈａｕｓｍａｎ 和 Ｈｉｄａｌｇｏ
（２０１０） ［３３］、 叶初升和邹欣 （２０１６） ［３４］构建的农产品多样化指标①， 回归结果见表 ３
第 （４） — （６） 列。 第二种采用赫芬达尔－赫希曼 （ＨＨＩ） 指数， 从产品分布的视

角测度多样化指标。 估计结果显示， 各变量在 ３个样本口径下的系数符号及显著性

与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保持一致， 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这表明采用不同的计算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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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指标将出口多样化定义为一国 （地区） 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农产品的种类数。



不会改变本文结论①。 就要素禀赋而言， 资本和土地对贸易条件的影响不同， 在土

地等农业资源丰裕的经济体， 农业出口部门繁荣， 农产品的价格较低， 大量低价农

产品的出口会恶化其贸易条件； 而资本存量的增长能够促进一国 （地区） 农业资

源的整合， 有利于其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高奇正等， ２０１８） ［３５］， 进而改善贸易条

件。 就贸易开放变量而言， 开放度的提高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农产品贸易条件具有正

向影响。 这意味着， 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 将有助于发展

中经济体提高农产品贸易利得。

表 ３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滞后效应检验 替换解释变量

全样本
（１）

发达经济体
（２）

发展中经济体
（３）

全样本
（４）

发达经济体
（５）

发展中经济体
（６）

Ｌ ＴＯＴ 　 　 ０ ４１６８∗∗∗ 　 　 ０ ４７９１∗∗∗ 　 　 １ ０６８２∗∗∗ 　 　 ０ ８５７２∗∗∗ 　 　 ０ ３７４０∗∗ 　 　 ０ ７３６３∗∗∗
（４ １４） （３ ４９） （３ ３０） （７４ ９６） （２ ３６） （９７ １８）

ＥＤＶ ０ ０１２９∗∗ －０ １２３２∗∗∗ ０ ０３４５∗ ０ ０２４１∗∗∗ －０ ０１２７∗∗∗ ０ ０１７５∗∗∗
（２ ２５） （－３ ０９） （１ ９２） （１０ ９８） （－３ ７２） （１３ ８１）

ＭＤＶ
－０ １５１２∗ －０ ０５２７ －０ ０７３８∗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４５
（－１ ８０） （－０ ７７） （－１ ７６） （－４ ４５） （－０ ３２） （０ ０１）

Ｌａｎｄ
－０ ０２０３ －０ ００８８∗∗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４５１∗∗∗ －０ ０１１０∗∗ －０ ０５３１∗∗∗
（－０ ５３） （－２ １７） （０ ４７） （－４ ８１） （－２ ３５） （－５ ６１）

Ｃａｐ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７４∗∗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４８∗∗∗ ０ ００９１∗∗∗ ０ ０１１１∗∗
（２ ７１） （２ ４２） （１ ６７） （５ ９２） （２ ８１） （３ ４９）

ＰＩ
０ ０１０５ ０ ０１０５∗ ０ ０２６７ ０ ０３６７∗∗∗ ０ ０１３４∗ ０ １１４２∗∗∗
（１ １３） （１ ６３） （１ １５） （３ ７４） （１ ８８） （１２ １１）

ＴＡＲ
－０ ０００８∗∗ —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００２∗ — －０ ０００５∗∗
（－２ ３５） （－１ ６５） （－１ ６８） （－２ ２６）

ＸＲ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１
（３ ２４） （３ ３７） （２ １９） （１ ２０） （２ ９３） （－４ ５６）

ＦＤＩ
－０ ０３１５ －０ ２７４４ ０ ２７０７ －０ ６８２８∗∗∗ －０ ２２１７ －０ ０８７９
（－１ １３） （－１ ４４） （１ ０７） （－８ ５３） （－１ ３０） （－０ ５２）

ＧＤＰＲ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８
（１ ５８） （－１ ６６） （－０ ０３） （３ ２８） （－１ ９１） （－０ ４４）

Ｄｕｍ
０ ００６４ —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５４２∗∗ — ０ ０５４８
（０ ４１） （－０ １４） （７ １８） （１ ３３）

Ｏｐｅｎ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１９∗∗
（－２ ５３） （－３ ６２） （０ ４４） （０ ５９） （－３ ６３） （２ ３０）

ＴＦＰ ０ ０５２６∗∗ ０ １１５２∗∗∗ ０ ０８７４∗∗ ０ １２８１∗∗∗ ０ ０８５８∗∗ ０ １３８３∗∗
（２ １８） （２ ６９） （２ １８） （３ ９４） （２ １７） （１０ ９２）

常数项
２ ５９１１∗∗∗ １ ６７０７∗∗∗ －０ ４５１３ ０ ５５７３∗∗∗ ０ ８３２２∗∗∗ １ ５７２８∗∗∗
（５ ６７） （３ ７８） （－０ ３０） （５ ２９） （３ ７５） （１５ ６４）

观测数 １ ０７５ ５５３ ８９８ １ ０２６ ５３３ ８５５
ＡＲ（２） ［０ ２７３］ ［０ ３７３］ ［０ ２３０］ ［０ ５１５］ ［０ ３６３］ ［０ ５０４］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 ［０ ３１０］ ［０ １４３］ ［０ ９４７］ ［０ １６８］ ［０ ４２３］ ［０ ４３３］

注： 考虑到发达经济体个数和关税水平变量 （ＴＡＲ） 的数据较少， 为保证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在发达经济体
的动态模型中， 未包括关税这一变量； 由于在基准模型中， 进口关税在发达经济体的子样本中并不显著， 本
文认为这样处理是合适的； 括号内数字是 ｔ统计量； 方括号内的值是检验统计量的 Ｐ 值；∗、∗∗、∗∗∗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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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限于篇幅， 以 ＨＨＩ指数作为测度指标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列出， 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

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 １９９６—２０１７年 １０６个国家 （地区） 的样本数据， 测算了各经济体的

农产品贸易条件， 结合理论和经验分析， 探讨了进口多样化和出口多样化对农产品

贸易条件的影响， 研究如果如下。
第一， 进口和出口多样化水平对处于全球贸易体系不同位置经济体贸易条件的

影响存在差异。 对于占主导地位的发达经济体来说， 产品多样化对农产品贸易条

件存在负面影响， 相反， 专业化的外贸模式更能促进农产品贸易条件的改善； 对

于发展中经济体， 出口多样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改善农产品贸易条件， 而进口

产品多样化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意味着， 发展中经济体实行差异化的出口策略，
可以有效降低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贸易结构的相似性， 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

争力。
第二， 出口多样化对发展中经济体贸易条件的改善效应是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开

放水平和贸易规模基础上的。 一般而言， 这些经济体出口的大多是技术含量和附加

值低的农产品， 产品间的相似度和同质性较高。 通过扩大市场、 丰富出口产品结构

的方式， 一方面可以帮助其降低贸易成本， 增加贸易收益； 另一方面能够分散产品

和市场集中的风险， 规避外贸发展的 “合成谬误”。
第三， 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对一国 （地区） 农产品贸易条件的改善有着积极

的促进作用。 实际资本存量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能够改变资本劳动的组

合比例， 有利于农产品对外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 可以预见， 发展中经济体若要

实现对发达经济体的追赶或超越， 单纯依靠外生比较优势是远远不够的， 通过技

术进步等手段培育发展的新竞争力， 是提高一国 （地区） 贸易利得的有效途径。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 本文的政策含义如下： 第一， 对于在贸易利益分配中处于

不利地位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 一方面， 要适应全球农产品的需求特征变化， 丰富

出口产品种类， 推动农产品贸易结构的多样化发展； 另一方面， 要注重进口增长方

式的转变， 合理安排进口规模， 完善进口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 第二， 国别因素

在多样化与农产品贸易条件的关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各经济体需针对自身

资源条件和外部环境变化调整外贸发展战略。 发展中经济体可以充分发挥出口多

样化的作用， 更大程度地参与农产品的加工、 销售和分销环节， 增加农产品出口

收益； 发达经济体应继续强化其在全球农业供应链上的竞争优势， 使出口结构向

某一优势产品部门集合， 提高一国 （地区） 农产品贸易的整体利益。 各国还要

关注 “大国效应” 对其自身贸易条件的可能的负面影响。 第三， 加强技术创新

和资本投入， 提升一国 （地区） 农产品贸易条件的关键在于高品质和高附加值

农作物的生产能力。 政府应当进一步鼓励对农业关键技术的创新和推广， 增加高

质量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投入要素， 促进农产品由无效和低端供给转向有效和中

高端供给。

４９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年第 １期



［参考文献］

［１］ ＰＲＥＢＩＳＣＨ Ｒ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９５０ （７）： １－１２

［２］ ＳＩＮＧＥＲ Ｈ Ｗｈａｔ Ｋｅｙｎｅｓ ａｎｄ Ｋｅｙｎｅｓｉａｎｉｓｍ Ｃａｎ Ｔｅａｃｈ Ｕｓ ａｂｏｕｔ Ｌｅｓ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Ｍ］． Ｋｅｙｎｅｓ ａｎｄ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９８７： ７０－８９

［３］ ＧＲＩＬＬＩ Ｅ Ｒ， ＹＡＮＧ Ｍ Ｃ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Ｐｒｉｃｅ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Ｇｏｏｄｓ Ｐｒ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Ｒｕｎ Ｓｈｏｗｓ ［Ｊ］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８８， ２ （１）： １－４７

［４］ ＳＡＷＡＤＡ Ｙ Ｔｈｅ Ｉｍｍｉｓｅｒｉｚ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 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９， ４１ （１３）：
１６１３－１６２０

［５］ 黄满盈． 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波动性研究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０８ （１２）： ２８－３６
［６］ 李惊雷．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农产品贸易条件效应的实证分析 ［ Ｊ］ ． 农业技术经济， ２００９ （５）：

１０６－１１２
［７］ 张淑荣， 殷红． 我国农产品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灰色关联分析 ［ 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０ （１１）： ２９－３５
［８］ 徐志远， 朱晶． 中国农产品贸易条件再估算———基于种类变动视角 ［Ｊ］． 上海经济研究， ２０１７ （１１）： ７５－８６
［９］ ＨＵＭＭＥＬＳ Ｄ， ＫＬＥＮＯＷ Ｐ Ｊ．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５， ９５ （３）： ７０４－７２３
［１０］ ＢＲＯＤＡ Ｃ，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ａ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Ｊ］ ．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６， １２１ （２）： ５４１－５８５
［１１］ ＧＡＵＬＩＥＲ Ｇ， ＭＥＪＥＡＮ Ｉ Ｉｍｐｏｒｔ Ｐｒｉｃｅｓ，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ｅ ［ Ｒ］． ＣＥＰＩＩ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 ２００６， １７
［１２］ ＧＡＬＳＴＹＡＮ Ｖ， ＬＡＮＥ Ｐ Ｒ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ｅ ［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Ｎｏｔｅｓ，

２００８， ３７ （３）： ２４１－２５７
［１３］ ＫＡＮＧ Ｋ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ｉ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ｌｉｎｇ， ２００９， ２６ （２）： ３８５－３９１
［１４］ ＢＬＯＮＩＧＥＮ Ｂ Ａ， ＳＯＤＥＲＢＥＲＹ Ａ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Ｓｅ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０， ８２ （２）： １６８－１８０
［１５］ ＭＩＮＯＮＤＯ Ａ， ＲＥＱＵＥＮＡ 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Ｇａ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ｐａｉｎ， １９８８－ ２００６ ［Ｒ］． Ｓｅｒｉｅｓ ＥＣ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２０１０
［１６］ ＭＯＨＬＥＲＬ， ＳＥＩＴＺ Ｍ Ｔｈｅ Ｇａ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１４８ （３）： ４７５－５００
［１７］ 钱学锋， 陆丽娟， 黄云湖， 等． 中国的贸易条件真的持续恶化了吗———基于种类变化的估计 ［Ｊ］ ． 管理

世界， ２０１０ （７）： １８－２９
［１８］ ＡＧＯＳＩＮ Ｍ Ｒ．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 Ｊ］ ． Ｃｅｐ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９ （９７）：

１１５－１３１
［１９］ 陈勇兵， 李伟， 钱学锋． 中国进口种类增长的福利效应估算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１ （１２）： ７６－９５
［２０］ 王明荣， 王明喜， 王飞． 产品多样化视角下中国进口贸易利益估算 ［Ｊ］． 统计研究， ２０１５ （１２）： ４６－５３
［２１］ 徐建斌， 尹翔硕． 贸易条件恶化与比较优势战略的有效性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０２ （１）： ３１－３６
［２２］ 张先锋， 刘厚俊． 我国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关系的再讨论 ［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０６ （８）： １２－１７
［２３］ 陈蓉， 许培源． 进出口产品多样化的贸易条件改善效应———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Ｊ］ ． 国际贸易

问题， ２０１５ （１２）： １３３－１４４
［２４］ 林峰． Ｂｕｒｇｅｓｓ推论成立吗———服务贸易差额扩大恶化货物贸易条件的跨国实证 ［ 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８ （４）： ９０－１０２
［２５］ 乔长涛， 付宏， 陶珍生， 等  资源禀赋、 结构差异与农产品贸易 ［Ｊ］． 中国农村经济， ２０１９ （４）： １－１９

５９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年第 １期 经贸论坛



［２６］ ＮＵＮＮ 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Ｊ］ ．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７， １２２ （２）： ５６９－６００

［２７］ ＣＨＵＮＧ 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７， ２１ （１）： ６１－７０

［２８］ ＩＭＢＳ Ｊ， ＷＡＣＺＩＡＲＧ Ｒ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９３ （１）： ６３－８６
［２９］ ＰＡＲＴＥＫＡ Ａ ， ＴＡＭＢＥＲＩ 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ｍ⁃

ｐｏｒｔ– ｅｘｐｏｒ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３ （３８）： １２１－１３５
［３０］ ＨＥＳＳＥ Ｈ．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Ｍ］．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Ｎｅｗ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 ５５－８０
［３１］ ＡＤＩＴＹＡ Ａ， ＡＣＨＡＲＹＹＡ Ｒ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ｒｏｓ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３， ２２ （７）： ９５９－９９２
［３２］ 张少军， 侯慧芳． 全球价值链恶化了贸易条件吗———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 Ｊ］ ． 财贸经济， ２０１９ （１２）：

１２８－１４２
［３３］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Ｒ， ＨＩＤＡＬＧＯ Ｃ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Ｕｂｉｑ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 Ｒ］．

ＣＩ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０， ２０１
［３４］ 叶初升， 邹欣． 农产品出口多样性、 普遍性与农业增长 ［Ｊ］ ． 中国农村经济， ２０１６ （３）： ８２－９６
［３５］ 高奇正， 刘颖， 叶文灿． 农业贸易、 研发与技术溢出———基于 ３８ 个国家 （地区） 的验证分析 ［ Ｊ］ ． 中

国农村经济， ２０１８ （８）： １－１８

（责任编辑　 王　 瀛）

Ｄｏｅｓ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ＨＵ Ｙｕｅ　 ＴＩＡＮ Ｚｈｉｈ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ａｙ ｔｏ ｇａｉｎ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１０６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６ ｔｏ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ｖａｒｙ ｆｒｏｍ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ｏ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ｉｖｅｒ⁃
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ｐｒｉｃｅ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ｌａｙ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ｕｎｄｅｒ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ａ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ｔｕｒ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ｌｉｋ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ｉｎ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ｐｒｉｃｅｓ， ｉｍｐｏｒ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ｎｏｔ ｓｈｏｗｎ 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ｒａｄ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
ｔａｒｉｆｆｓ， ｗｉｌｌ ｗｏｒｓｅｎ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ａｐ⁃
ｉｔ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ｅｘｅｒｔ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Ｇａ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ｒａｄｅ

６９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年第 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