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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协定深度对中国服务贸易
出口的影响研究

孙玉红， 赵玲玉， 周双燕

（东北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５）

摘要： 选取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 ６２ 个进口国家 （地区） 数据， 运用扩展引力模型， 采

用双向固定效应方法实证分析了自由贸易协定深度对中国服务出口的影响。 研究结果

表明： 自由贸易协定深度对中国服务总出口和增加值出口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区分

条款类别发现， 自由贸易协定中涵盖的超越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条款 （ＷＴＯ－Ｘ） 所

发挥的促进作用更大； 区分产品用途发现， 自由贸易协定的深化对中间品出口的促进

作用远大于对最终产品的促进作用； 区分部门种类发现， 自由贸易协定的深化显著促

进了娱乐、 信息技术等服务业的出口， 但抑制了电信服务出口。 实施中国自由贸易区

战略时应合理设定自由贸易协定深度水平， 促进服务出口， 且注重平衡各部门的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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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进入 ２１ 世纪之后，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逐步增强， 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国际生产

网络将货物－服务－投资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 这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特别是自由贸易协定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ＴＡ）①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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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关税同盟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Ｕｎｉｏｎ， ＣＵ）、 ＦＴＡ 和优惠贸易安排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ＰＴＡ）。 由于中

国目前的区域贸易协定尚没有关税同盟， 大部分属于自由贸易协定， 因此， 以下用 ＦＴＡ 代表区域贸易协定，
排除了关税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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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成效显著，协定的数量剧增， 协定的内容也在不断拓展和深化。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向 ＷＴＯ 通报且正在实施的区域贸易协定达 ３３４ 个， 与

１９９０ 年相比， 协定的数量增长了 １５ 倍之多。① 与此同时， 协定覆盖的领域越来越

广， 对欧美 ＦＴＡ 深度的测评显示， 议题总计达 ５２ 个 （Ｈｏｒ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议题的

内容也越来越具体， 执行的力度亦逐步加强。② ２０１１ 年 ＷＴＯ 报告③也表明， 世界各

国 （地区） ＦＴＡ 的内容均呈现出在深度和广度方面不断拓展的趋势。 在此情景下，
探索 ＦＴＡ 条款质量对贸易影响的研究应运而生。 发达国家在深化 ＦＴＡ 的过程中特

别强调服务贸易自由化， 而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独特， 它发挥着粘合剂的作

用， 将货物贸易和投资结合在一起。 因此发达国家 （地区） ＦＴＡ 的货物、 服务和

投资条款均有助于促进其服务贸易的增长。 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而言， 其情况

又是如何呢？
２１ 世纪之初， 在全球 ＦＴＡ 浪潮的推动下， 中国也开始了利用 ＦＴＡ 促进贸易自

由化的探索。 加速实施自由贸易区 （以下简称自贸区） 战略成为中国全方位对外

开放的重要举措， 中国 ＦＴＡ 的数量快速增长。 与此同时， 中国 ＦＴＡ 也向深度发展，
中国与新西兰、 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 ＦＴＡ 中已经将投资、 知识产权以及劳务和

环境等非贸易议题纳入其中。 然而中国服务贸易一直存在巨额逆差， 且逆差仍在不

断扩大，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竞争力薄弱。 为促进中国服务 “走出去”， ２０１５ 年， 中

国政府出台了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的若干意见》④， 充分肯定了服务贸

易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对加快发展服务贸易作出全面部署。 在上述背景

下， 探讨中国 ＦＴＡ 深度加强趋势及其对中国服务贸易特别是服务中间品、 最终产

品以及不同部门的差异化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一、 文献综述

探索 ＦＴＡ 深度对贸易流量影响的文献中， 针对 ＦＴＡ 对货物贸易影响的研究较

多， 而关于其对服务贸易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 ＦＴＡ 深度对货物贸易影响的诸多研

究其结论较为一致， 即深度 ＦＴＡ 对货物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如 Ｏｒｅｆｉｃｅ 和

Ｒｏｃｈａ （２０１４） 以美国、 欧盟等为研究对象， 探讨 ＦＴＡ 深度和中间品贸易的关系，
发现 ＦＴＡ 深度对中间品贸易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Ｍａｔｔｏｏ 等 （２０１７） 针对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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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组织 ＲＴＡ 数据库。网址：ｈｔｔｐ： ／ ／ ｒｔａｉｓ ｗｔｏ ｏｒｇ ／ ＵＩ ／ Ｐｕｂｌｉｃ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ＲＴＡＨｏｍｅ ａｓｐｘ；引用时

间：２０２０－１０－２０。
其中超出 ＷＴＯ 范围的３８ 个新领域称为 ＷＴＯ－Ｘ （广化承诺）， 如投资、 竞争政策、 政府采购、 劳工标准、

环保标准等议题； 其他 １４ 个领域是在 ＷＴＯ 规则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 称为 ＷＴＯ＋ （深化承诺）， 如服务贸易、
贸易相关的投资、 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等议题。 该方法用覆盖率和执行率指标来评估每个协定的广度和深度，
已经被 ＷＴＯ 官方所采用。 本研究的 ＦＴＡ 深度涵盖上述广度和深度指标， 变量也采用该方法测算。 基准回归中，
分别用两种承诺及其加总的覆盖率来代理 ＦＴＡ 深度， 稳健性检验用法律执行率指标和作为代理变量。

资料来源：ＷＴＯ．Ｔｈｅ ＷＴＯ ａｎｄ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ｔｏ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Ｒ ／ ＯＬ］．（２０１１－
０７－２０）［２０２０－１０－２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ｒｅｓ＿ｅ ／ ｒｅｓｅｒ＿ｅ ／ ｗｔｒ＿ｅ．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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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盟其他成员国进行实证分析， 得出 ＦＴＡ 深度显著促进国家间贸易的结论；
Ｌａｇｅｔ 等 （２０１８） 发现深度贸易协定每增加一个单位， 中间品国内附加值和外国附

加值分别增加 ０ ２３％和 ０ ２５％， 零部件贸易增加 ０ ３％； 童伟伟 （２０１８） 从进口三

元边际角度出发， 发现 ＦＴＡ 深度对中国中间品进口的积极促进作用主要在于集约

边际扩张所带动的中间品进口增长， 对扩展边际反而具有抑制效应。 韩剑和王灿

（２０１９） 发现 ＦＴＡ 深度能够有效促进一国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并提升价值链上游

度水平， 该效应对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 上述研究表明， 对于 ＦＴＡ 深度对货物

贸易的影响， 现有研究比较全面， 为探寻 ＦＴＡ 深度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奠定了

基础。
关于 ＦＴＡ 深度对服务贸易的影响， 现有文献主要从区域贸易协定或者区域服

务贸易协定的角度来研究。 Ｋｉｍｕｒａ 和 Ｌｅｅ （２００６） 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区域贸易安排

对货物以及服务贸易都有显著积极影响， 但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更大； Ｇｕｉｌｌｉｎ
（２０１４） 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ＥＣＤ） 成员国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

贸易区内服务贸易的发展。 Ｌａｇｅｔ 等 （２０１８） 采用引力模型进行研究， 得出深度

ＦＴＡ 对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对货物贸易促进作用的结论； 周念利 （２０１２）
通过静态、 动态面板数据， 探讨了缔结区域贸易安排与服务贸易发展之间的关系；
孙蕊和齐俊妍 （２０１７） 通过梳理中国 ＦＴＡ 发展进程， 就中方减让表对服务部门开

放的深度进行评估； 刘洪愧 （２０１６） 发现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成员国服务出口的

国外附加值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林僖和鲍晓华 （２０１８） 则认为区域服务贸易协

定对成员国服务贸易总值和增加值出口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且开放水平越高的协

定， 这种正面促进效应越强。 在服务开放测度方法上， 一些研究采用 ０－１ 变量进

行赋值， 较少考虑不同 ＦＴＡ 以及 ＦＴＡ 中不同条款的比重差异。 林僖和鲍晓华

（２０１８） 采取细分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条款并对其赋值的方法， 更好地识别了区域服

务开放程度对服务贸易的影响， 这对笔者进一步分析 ＦＴＡ 深度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提

供了启发。 但上述研究仅限于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服务出口的影响， 没有考虑到 ＦＴＡ
其他深度条款， 如投资条款、 知识产权、 政府采购、 金融电信条款等对服务流动的影

响。 尚未发现 ＦＴＡ 中的 ＷＴＯ－Ｘ 条款 （不包括服务章节条款） 对服务贸易出口是否

具有显著影响的相关研究。 此外， 上述文献大多基于世界或者区域经济体， 以中国为

主要视角的服务贸易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着重探索中国 ＦＴＡ 深度对中国服务出口的影响。 首先， 对服务出口的

重要地位和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扩张的现实问题进行具体描述。 其次， 对 ＦＴＡ 深度

进行更全面和精准的测度， 考虑 ＦＴＡ 覆盖议题以及 ＦＴＡ 中不同条款的比重差异进

行赋值， 从而较好地衡量中国 ＦＴＡ 开放程度。 特别是区分了在 ＷＴＯ 规则基础上进

一步深化 ＷＴＯ＋条款与 ＷＴＯ－Ｘ 条款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 更有针对性地估测了

ＷＴＯ－Ｘ 条款的重要作用。 最后， 运用扩展引力模型， 采用双向固定效应和泊松伪

极大似然法 （ Ｐｏｉｓｓｏｎ Ｐｓｅｕｄｏ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ＰＰＭＬ） 估计技术， 分别研究

ＦＴＡ 深化对服务总出口和国内增加值出口的促进作用的稳健性以及对不同服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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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的差异化效应， 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已有研究。

二、 中国 ＦＴＡ 深度及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一） 中国 ＦＴＡ 深度发展现状

１ 中国 ＦＴＡ 数量快速增加

商务部自贸区网站显示， 到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中国已经签署 １８ 个自由贸易

协定， 涉及 ２５ 个国家 （地区）。① 从国家 （地区） 类型看， 中国的 ＦＴＡ 缔约方主

要为发展中国家 （地区）， 发达国家 （地区） 较少。 从区位分布看， 中国 ＦＴＡ 伙

伴主要集中在亚洲， 欧洲和美洲占比很小， 呈现出非均衡布局。 此外， 中国正在进

行新的自贸区谈判。 如中国－海合会 ＦＴＡ、 中日韩 ＦＴＡ 以及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

家的 ＦＴＡ 等； 对原有的自贸区进行升级谈判， 如中国－新西兰 ＦＴＡ 升级谈判、 中

国－韩国 ＦＴＡ 第二阶段谈判、 中国－秘鲁 ＦＴＡ 升级谈判等。 中国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与东盟十国及日、 韩、 澳、 新西兰共同签署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ＲＣＥＰ）， 日本成为中国新的 ＦＴＡ 伙伴

国。 上述情况表明， 中国正在加快建设全方位开放自贸区网络， 不仅惠及周边， 也

辐射 “一带一路” 及其他区域的相关国家和地区。 从动态发展趋势来看， 作为新

兴经济体， 中国将继续增加 ＦＴＡ 的数量， 提高质量， 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和地区

的贸易投资联系。
２ 中国 ＦＴＡ 内容的拓展和深化

随着中国 ＦＴＡ 数量的增加， ＦＴＡ 的内容也从单纯的货物贸易自由化趋向综合化。
（１） ＦＴＡ 深度的测度方法。 ＦＴＡ 内容的拓展和深化通常用 ＦＴＡ 深度来表示，

其测评方法大都以 Ｈｏｒｎ 等 （２０１０） 的研究 （以下简称 ＨＭＳ） 为基础。 ＨＭＳ 方法

将 ＦＴＡ 分为 ５２ 个领域， 其中 ３８ 个超出 ＷＴＯ 范围的新领域称为 ＷＴＯ－Ｘ （广化承

诺）②， 其他 １４ 个领域是在 ＷＴＯ 规则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 称为 ＷＴＯ＋ （深化承

诺）③。 ＦＴＡ 深度具体评分分别由 ＦＴＡ 涵盖的总条款数、 ＷＴＯ＋条款数、 ＷＴＯ－Ｘ 条

款数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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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资料来源：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网址：ｈｔｔｐ： ／ ／ ｆｔａ．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引用时间：２０２１－０１－１０。所涉及的２５个
国家（地区）分别为东盟十国、毛里求斯、格鲁吉亚、韩国、冰岛、秘鲁、智利、巴基斯坦、中国香港、中国澳门、马尔代

夫、澳大利亚、瑞士、哥斯达黎加、新西兰以及日本。需要注意的是，新加坡和柬埔寨分别以东盟和单个国家身份与

中国签署 ＦＴＡ，国别数量计算时剔除重复计算的国家，ＲＣＥＰ 其他１４个成员国中只有日本和中国此前没有 ＦＴＡ 关

系，因此 ＲＣＥＰ 签署净增日本为 ＦＴＡ 伙伴国。
ＷＴＯ－Ｘ 的３８个领域分别是反腐、竞争政策、环保标准、知识产权、投资、劳动市场规制、资本流动、消费者

保护、数据保护、农业、立法趋同、视听、民事保护、、创新政策、文化合作、经济政策对话、教育与培训、能源、财政

支持、健康、人权、非法移民、毒品、产业合作、信息社会、采矿业、反洗钱、核安全、政治对话、公共行政、区域合

作、技术与合作、中小企业、社会事务、统计数据、税收、反恐、签证与政治庇护。
ＷＴＯ＋的１４个领域分别是制造业关税减让、农业关税减让、贸易便利化、出口税 ／ 补贴、ＳＰＳ、ＴＢＴ、国有企

业、反倾销、反补贴、国家援助、政府采购、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ｒａｄ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ＴＲＩＭ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
ＴＲＩＰＳ）、 服务贸易总协定（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ＧＡ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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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中国 ＦＴＡ 深度发展状况。 图 １ 是根据ＨＭＳ 方法对中国正在实施的 １３ 个 ＦＴＡ
的深度的评估结果。① 从图１可以看出， 中国与智利的 ＦＴＡ 成为目前中国 ＦＴＡ 深度值

最高的协定， 深度值为 ３１； 中国早期与东盟签署的 ＦＴＡ， 以及内地与香港、 内地与

澳门签署的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是最浅层次的协定， 深度值分别为 ７、 ８ 和 １０，
其次是与巴基斯坦的 ＦＴＡ， 深度值为 １１； 其他协定的深度值均超过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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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国 ＦＴＡ深度评估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 尽管中国 ＦＴＡ 中包括的 ＷＴＯ＋条款均值超过 １０ （最大值为

１４）， 但 ＷＴＯ－Ｘ 条款却参差不齐， 均值为 ８ ３， 与其最大值 ２０ 差距较大， 与欧美

ＦＴＡ 中的 ３８ 个 ＷＴＯ－Ｘ 条款数差距更大。 这意味着中国 ＦＴＡ 内容的拓展和深化还

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目前， 中国正在加快已签订 ＦＴＡ 的升级步伐。 完成升级的协定包括中国与东

盟、 中国与智利、 中国与新加坡等的协定， 正在升级的协定包括中国与新西兰、 中

国与秘鲁等的协定。 协定的升级旨在提高中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动性和开放

度， 包括增加 ＦＴＡ 条款深度以及增强法律可执行性等。
通过对中国 ＦＴＡ 深度数据的分析比较， 发现以下特征： （１）逐渐增加ＷＴＯ＋ 或

者 ＷＴＯ－Ｘ 条款的数量， 尤以与亚太地区以及内地与香港、 内地与澳门等地区伙伴

签署的 ＦＴＡ 为主。 （２）与已签署 ＦＴＡ 国家 （地区） 进行谈判， 在双边协定中逐渐

增加明确的文字承诺和可靠争端解决机制条款。 已经签订的 ＦＴＡ 存在较多条款问

题。 例如， 中国与南美或亚非国家 （地区） 签订的 ＦＴＡ 中普遍存在文字表述或争

端解决机制规定不明确的问题， 与欧洲国家 （地区） 签署的 ＦＴＡ 存在投资条款不

完善、 法律可执行度低等问题。 目前中国在此类深度升级方面尤其重视与南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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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考虑到数据获取和研究的全面性，笔者从已签署的 １８ 个自贸协定中选取 １３ 个协定作为研究对象。 因为其

余 ５ 个协定中有 ２ 个协定没有生效 （ＲＣＥＰ 和中国－柬埔寨 ＦＴＡ）、 ３ 个协定 （中国与毛里求斯、 中国与格鲁吉

亚、 中国与马尔代夫） 于 ２０１８ 年后生效。 资料源于世界银行 ＦＴＡ 数据库。 该数据库网址：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ｃａｔａｌｏｇ ／ ｄｅｅｐ⁃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引用时间： ２０２０－１０－２０。



－ ６４　　　 －

（地区） 签署的 ＦＴＡ 条款。 （３） 关注 ＦＴＡ 核心条款制定时的差异性。 例如， 与欧

洲发达国家 （地区） 签署的 ＦＴＡ 条款更加重视境内措施； 而与南美和亚太等发展

中国家 （地区） 签署的 ＦＴＡ 条款更加重视跨境措施。 （４） 增加 ＦＴＡ 负面清单内

容。 例如， 中澳两国已经约定， 澳方实行负面清单减让表。

（二）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和问题

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较快， ２０１９ 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达到 ７ ８５９ 亿美元， 连

续 ６ 年居世界第二位①。 但不容忽视的是， ２００６ 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不平衡问题突

出。 如图 ２ 所示， 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逆差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５５ 亿美元扩大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２ １６９亿美元。 其中，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逆差较小；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逆差加速扩大， 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４６８ 亿美元扩大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１ ２３６ 亿美元；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逆差趋于平稳， 但逆

差值均在２ ０００亿美元以上。 因此， 探索利用 ＦＴＡ 深度开放政策改善中国服务出口

贸易状况成为本研究的关注点。

数据来源： 商务数据中心网站。 网址：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ｆｗｍｙ ／ ｏｖｅｒｔｈｅｙｅａｒｓ．ｓｈｔｍｌ。

图 ２　 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与差额

从全球范围来看， 在经济一体化以及 ＦＴＡ 条款不断深化的背景下， 国家 （地
区） 间贸易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其中服务贸易的发展尤为突出。 ＷＴＯ 报告

（２０１９） 显示，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７ 年间， 世界服务贸易年均增长 ５ ４％， 超过了货物贸易

年均 ４ ６％的增长幅度， 成为拉动世界贸易和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② 发达国家推

行这种深化的 ＦＴＡ 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促进服务贸易。 而 ＦＴＡ 深度对中国服务出

口和国内增加值出口的作用是本研究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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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经贸新闻． 报告： 中国服贸综合竞争力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Ｒ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９－１７） ［２０２０－１０－２０］． ｈｔｔｐ： ／ ／ ｂｒｉｓｂａｎｅ．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００９ ／ ２０２００９０３００３８０６．ｓｈｔｍｌ。

资料来源： Ｗ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Ｒ ／ ＯＬ］． （２０１９－１０－０９） ［２０２０－１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ｔｏ．
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ｒｅｓ＿ｅ ／ ｒｅｓｅｒ＿ｅ ／ ｗｔｒ＿ｅ．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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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理论机制与研究设计

（一） 理论机制

当前背景下， ＦＴＡ 深度对中国服务出口的影响作用呈现双重性： 一方面， 深

度的 ＦＴＡ 可以通过更加完善的条款规定 （如服务部门的进一步开放、 争端解决机

制的完善以及服务投资的自由化） 扩大服务贸易； 另一方面， ＦＴＡ 内容的深化可

能导致过度严格的边界内措施条款出现 （如劳工标准的提升、 环境保护标准的严

格等）， 增加服务业经营的成本， 产生贸易转移效应。 笔者假设 ＦＴＡ 深度的一揽子

升级对服务出口的促进作用占据主导地位， 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
（１） ＦＴＡ 中的 ＷＴＯ＋条款， 有利于加大服务市场开放， 降低服务贸易成本，

促进服务出口。 ＷＴＯ＋条款是对 ＷＴＯ 内容的完善升级， 可以降低双边服务贸易壁

垒， 提升中国服务企业出口的确定性预期 （周念利， ２０１２）， 降低缔约国 （地区）
之间服务出口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 特别是 ＷＴＯ＋中服务贸易条款的完善， 令更

多的服务部门开放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提高， 增加了服务企业的市场准入机会，
也降低了成员之间的交易成本。 市场准入机会增加， 会带动伙伴国 （地区） 资源

利用效率的提升和就业这一服务要素的增加， 促进服务国 （地区） 内增加值的出

口（孙蕊和齐俊妍， ２０１７）； 交易成本下降， 服务中间品和跨境生产链条就会延长，
从而推动服务出口的增长（林僖和鲍晓华， ２０１８）。

（２） ＦＴＡ条款深度升级为ＷＴＯ－Ｘ 条款， 主要是利用知识产权、 投资政策和政策采

购等关境内措施， 通过 “知识外溢” 效应、 扩大投资效应和市场准入效应促进服务出口。
首先， ＦＴＡ 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 意味着各缔约方产权保护力度的加

大， 成员间的这种趋同， 会推动服务中间品进出口活动的增加， 有助于增强缔约国

（地区） 之间在技术、 文化、 制度等方面的交流， 显著增强 “知识外溢” 效应和干

中学效应。 中间品的往复循环， 会带动服务生产能力和出口竞争力的提升， 进而促

成一国服务出口增长（Ｎｏｇｕｅｒａ， ２０１２）。
其次， ＦＴＡ 中的投资政策包括投资自由化政策和投资保护政策， 以及相应的投资

争端解决机制。 投资政策中， 投资自由化程度更高， 投资保护力度更大。 ＦＴＡ 深化意味

着伙伴国 （地区） 之间投资规则的一致性强化， 这种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措施， 促进

了伙伴间的相互投资， 而服务部门投资是一国 （地区） 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 因此投

资政策趋同会进一步促进服务贸易。
再次， 政府采购相互开放， 也会降低成员之间的服务市场准入门槛和服务成

本， 开拓新的服务领域， 从而促进贸易往来。
当然， 环境和劳工标准的提升， 有可能导致一些低标准国家的服务成本和生产

成本的提升， 但长期来看， 也可能带来劳动效率的提升和技术水平的强化， 类似这

些条款导致的负面效果有可能被上述正向效果所抵消。
因此， 提出假设 １ 和假设 ２。
假设 １： ＦＴＡ 深度的整体加深会促进缔约方服务贸易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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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２： ＷＴＯ＋和 ＷＴＯ－Ｘ 条款均会促进服务出口， 但因作用机制不同， 其效

果不同。

（二） 模型构建

借鉴 Ｐａｖｃｎｉｋ （２０１７） 的研究方法引入 ＦＴＡ 深度这一核心变量， 研究其对中国

服务出口的影响。 服务贸易数据中普遍存在异方差问题 （林僖和鲍晓华 ２０１８）， 为

避免其对模型估计的影响， 构建扩展引力模型如下：
　 ｌｎＹ ｊｔ ＝ α０ ＋ α１Ｄｅｐｔｈ ｊｔ ＋ α２ＧＤＰ＿Ｔ ｊｔ ＋ α３ＧＤＰ＿Ｓ ｊｔ ＋ α４ＧＤＰ＿Ｄ ｊｔ ＋

　 　 　 　 　 　 α５ ｌｎＴＧ ｊｔ ＋ α６ ｌｎｌａｂｏｒ ｊｔ ＋ μ ｊ ＋ λ ｔ ＋ ε ｊｔ （１）
式 （１） 中， ｊ 代表贸易伙伴国 （地区）； ｔ 代表年份； ｌｎＹ ｊｔ为被解释变量， 代

表 ｔ 年中国对 ｊ 国 （地区） 的服务出口 （不包括建筑业）； Ｄｅｐｔｈ ｊｔ为核心解释变量，
代表 ｔ 年中国与 ｊ 国 （地区） 的 ＦＴＡ 深度； ＧＤＰ＿Ｔ ｊｔ表示 ｔ 年中国与 ｊ 国 （地区） 总

体市场规模； ＧＤＰ＿Ｓ ｊｔ代表 ｔ 年中国与 ｊ 国 （地区） 的经济发展相似度； ＧＤＰ＿Ｄ ｊｔ表

示 ｔ 年中国与 ｊ 国 （地区） 的要素禀赋差异； ｌｎＴＧ ｊｔ表示 ｔ 年中国与 ｊ 国 （地区） 的

货物贸易总额； ｌｎｌａｂｏｒ ｊｔ为 ｔ 年 ｊ 国 （地区） 的劳动力人口数量； α０ 为截距项； μ ｊ 为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贸易伙伴国 （地区） 层面不随时间变动的因素对中国服务贸

易出口的影响； λ ｔ 为时间固定效应， 用于控制宏观经济波动等共同时间冲击对中

国服务出口的影响； ε ｊｔ为随机扰动项。
为了细化 ＦＴＡ 深度对中国服务出口的影响， 笔者将研究具体到部门层面， 选

取中国服务出口中占比较大和着重发展的 １０ 个服务子部门①进行比较分析。 由于中

国服务业子部门的出口中存在部分零贸易值， 对其取对数容易造成样本数据的截

断， 使估计结果存在偏误， 故借鉴 Ｓａｎｔｏｓ Ｓｉｌｖａ 和 Ｔｅｎｒｅｙｏ （２００６） 的研究方法， 使

用 ＰＰＭＬ 技术来估计以下引力模型：
　 　 Ｚ ｊｔ ＝ ｅｘｐ（β０ ＋ β１Ｄｅｐｔｈ ｊｔ ＋ β２ＧＤＰ＿Ｔ ｊｔ ＋ β３ＧＤＰ＿Ｓ ｊｔ ＋ β４ＧＤＰ＿ Ｄ ｊｔ ＋

　 　 　 　 　 　 　 β５ ｌｎＴＧ ｊｔ ＋ β６ ｌｎｌａｂｏｒ ｊｔ ＋ μ ｊ ＋ λ ｔ） ＋ ε ｊｔ （２）
式 （２） 中， Ｚ ｊｔ表示中国各服务子部门对 ｊ 国 （地区） 的出口； β０ 为截距项；

其他变量含义同式 （１）。

（三）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１ 被解释变量

选取中国对 ６２ 个国家 （地区）② 在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间服务业出口的面板数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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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国际工业标准分类（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ＩＣ）第４版的标准对服务业进行分

类。选取的１０个服务业子部门包括：食宿服务，Ｄ５５Ｔ５６；艺术和娱乐，Ｄ９０Ｔ９６；教育，Ｄ８５；金融保险，Ｄ６４Ｔ６６；健康

和社会服务，Ｄ８６Ｔ８８；ＩＴ 服务，Ｄ６２Ｔ６３；房地产业，Ｄ６８；电信业，Ｄ６１；运输和仓储，Ｄ４９Ｔ５３；批发零售业，Ｄ４５Ｔ４７。
所选取的６２ 个国家 （地区） 是： 澳大利亚、 奥地利、 比利时、 加拿大、 智利、 捷克共和国、 丹麦、 爱

沙尼亚、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匈牙利、 冰岛、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日本、 韩国、 拉脱维亚、 立

陶宛、 卢森堡、 墨西哥、 荷兰、 新西兰、 挪威、 波兰、 葡萄牙、 斯洛伐克共和国、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瑞

典、 瑞士、 土耳其、 英国、 美国、 阿根廷、 巴西、 文莱、 保加利亚、 柬埔寨、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克罗

地亚、 塞浦路斯、 中国香港、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哈萨克斯坦、 马来西亚、 马耳他、 摩洛哥、 秘鲁、 菲律

宾、 罗马尼亚、 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 新加坡、 南非、 泰国、 突尼斯、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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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分析。 这 ６２ 个国家 （地区） 均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所选样本涉及亚

洲、 欧洲、 大洋洲、 南美洲、 北美洲和非洲， 因此样本选择具有典型意义。 本研究

的被解释变量为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５ 年间中国对贸易伙伴国 （地区） 的服务出口总额 ｌｎＴ
和国内增加值出口额 ｌｎＴ＿ＤＶＡ、 中间服务产品与最终服务产品的出口额 ｌｎＭ 和

ｌｎｌａｓｔ、 中国服务业各主要部门的出口额 Ｚ ｊｔ 。
２ 核心解释变量

将 Ｌａｇｅｔ 等 （２０１８） 的研究与 Ｈｏｒｎ 等 （２０１０） 的 ＦＴＡ 深度测评方法相结合，
对涉及的 ９ 个自贸协定①进行深度测评。通过整合每个 ＦＴＡ 中的条款数目和内容，
构建在不同 ＦＴＡ 之间均有可比性的三个深度开放指标。 具体指标和构建方式如下

所述：
（１） 根据协议中包含的 ＷＴＯ＋条款的覆盖率构建 ＷＴＯ＋指标。 ＷＴＯ＋条款共包

括 １４ 条， 当协议涉及某一条款时取值为 １， 不涉及取值为 ０。 因此 ＷＴＯ＋定义为：
ＦＴＡ 涉及的相关条款数量之和 ／ １４。

（２） 根据协议中包含的 ＷＴＯ－Ｘ 规定条款的覆盖率构建 ＷＴＯ－Ｘ 指标。 ＷＴＯ－Ｘ
条款共包括 ３８ 条， 当协议涉及某一条款时取值为 １， 不涉及取值为 ０。 因此 ＷＴＯ－
Ｘ 定义为： ＦＴＡ 涉及的相关条款数量之和 ／ ３８。

（３） 根据协议中包含的所有 ＷＴＯ＋和 ＷＴＯ－Ｘ 条款的总覆盖率构建 Ｄｅｐ＿Ｔ 指

标， 代表 ＦＴＡ 深度。 因此 Ｄｅｐ＿Ｔ 定义为： ＦＴＡ 涉及的条款数量之和 ／ ５２。
３ 控制变量

（１） 双边货物贸易。 选取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中国与贸易伙伴国 （地区） 的货物贸

易总额 （取对数） 表示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情况。
（２） 贸易伙伴国 （地区） 服务业劳动人口总数取对数。
（３） 两个国家 （地区） 的市场规模。 选取两个国家 （地区） ＧＤＰ 之和的对数表

示两个国家 （地区） 的市场规模， 其中下标 ｃ 代表中国。 即：
　 　 　 　 　 　 　 　 ＧＤＰ＿ Ｔ ｊｔ ＝ ｌｎ（ＧＤＰｃｔ ＋ ＧＤＰ ｊｔ） （３）
（４） 经济发展的相似程度。 借鉴 Ｏｒｅｆｉｃｅ 和 Ｒｏｃｈａ （２０１４） 的方法， 用 ＧＤＰ＿ Ｓｊｔ

表示两个国家 （地区） 之间经济发展的相似水平， 即：

　 　 　 　 　 ＧＤＰ＿ Ｓ ｊｔ ＝ ｌｎ（
ＧＤＰｃｔ

ＧＤＰｃｔ ＋ ＧＤＰ ｊｔ

×
ＧＤＰ ｊｔ

ＧＤＰｃｔ ＋ ＧＤＰ ｊｔ
） （４）

（５） 要素禀赋差异。 利用人均 ＧＤＰ 对数之差的绝对值近似表示两个国家 （地
区） 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 即：

　 　 　 　 　 　 　 ＧＤＰ＿ Ｄ ｊｔ ＝ ｌｎＧＤＰｐｅｒｃｔ － ｌｎＧＤＰｐｅｒ ｊ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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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９个自贸协定方包括： 中国－东盟、 中国－瑞士、 中国－智利、 中国－哥斯达黎加、 内地－香港、 中国－
冰岛、 中国－新西兰、 中国－秘鲁、 中国－新加坡。 其他生效的 ４ 个自贸协定或因研究国家 （地区） 中并未涉

及 （如中国－巴基斯坦、 内地－澳门）， 或因生效时间在 ２０１５ 年年底， 对研究年限内的影响并不明显 （如中

国－韩国、 中国－澳大利亚）， 因此本研究未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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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变量的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主要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变量名 变量含义 数据来源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Ｔ 服务出口总额
ＯＥＣＤ－ＴＩＶＡ

数据库
６８２　 　 ６ ２４８ １ ７９３ １ ７５８ １０ ７２７

ｌｎＴ＿ＤＶＡ 服务出口中的
国内增加值

ＯＥＣＤ－ＴＩＶＡ
数据库

６８２ ６ １６１ １ ７９５ １ ６４９ １０ ６６５

ｌｎｌａｓｔ 服务业最终产
品出口额

ＯＥＣＤ－ＴＩＶＡ
数据库

６８２ ５ ４３５ １ ８０８ ０ ８３３ １０ ０７１

ｌｎＭ 服务业中间品
出口额

ＯＥＣＤ－ＴＩＶＡ
数据库

６８２ ５ ５９４ １ ８０５ １ ２５３ ９ ９９６

ＷＴＯ＋ ＷＴＯ＋覆盖率
ＦＴＡ 深度
数据库

０ １０５ ０ ２３ ０ ０ ９２９ ０ １０５

ＷＴＯ－Ｘ ＷＴＯ－Ｘ 覆盖率
ＦＴＡ 深度
数据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８３ ０ ０ ５２６ ０ ０２３

ＤＥＰ＿Ｔ ＦＴＡ 深度覆盖
ＦＴＡ 深度
数据库

０ ０４５ ０ １１６ ０ ０ ５９６ ０ ０４５

ＧＤＰ＿Ｔ 市场规模
世界银行
数据库

８ ８１３ １ ００８ ７ ９２４ １３ ７１６ ８ ８１３

ＧＤＰ＿Ｓ 经济相似度
世界银行
数据库

－４ １６１ １ ９１３ －９ ０３２ －１ ３８６ －４ １６１

ＧＤＰ＿Ｄ 要素禀赋差异
世界银行
数据库

１ ５４４ ０ ８２５ ０ ００８ ３ ６１２ １ ５４４

ｌｎＴＧ 货物贸易额
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

２ ３６５ １ ７５５ －２ ４３６ ６ ３２６ ２ ３６５

ｌｎｌａｂｏｒ 服务业劳动
人口数

世界银行
数据库

１ ６９１ １ ６１６ －２ ０９ ５ ３７７ １ ６９１

注：表内各数据库网址分别为：ＯＥＣＤ－ＴＩＶＡ 数据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ｉｎｄ ／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ｒａｄｅ⁃ｉｎ⁃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ｈｔｍ； ＦＴＡ 深度数据库，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ｄａｔａ⁃ｃａｔａｌｏｇ ／ ｄｅｅｐ⁃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世界银行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ｂａｎｋ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ｈｏｍｅａｓｐｘ；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ｕｎｏｒｇ ／ 。

四、 ＦＴＡ 深度对服务出口影响的基准回归分析

估测中国 ＦＴＡ 深度对中国服务出口总额的影响， 并检验 ＦＴＡ 深度的不同测度

对中国服务出口的差异化影响以及影响的稳健性， 以从整体上检验 ＦＴＡ 深度对中

国服务业出口的影响。

（一） 基准回归分析

表 ２ 列示了 ＦＴＡ 深度对服务业出口总额影响的回归结果。 其中， 列 （１）、 列

（３）、 列 （５） 显示的是在控制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以及市场规模、 经济发展相似

度、 要素禀赋差异的基础上， ＦＴＡ 深度、 ＷＴＯ＋、 ＷＴＯ－Ｘ 覆盖率对中国服务出口

的影响程度， 由这三列数字可以看出 ＦＴＡ 内容的拓展和深化对中国服务业出口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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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列 （２）、 列 （４） 和列 （６） 在前一列的基础上加入了货物贸

易额和进口国劳动力人口变量， 结果显示 ＦＴＡ 深度依旧正向显著。 因此本研究所

得结论具有稳健性。 另外， 比较 ＷＴＯ＋和 ＷＴＯ－Ｘ 对服务业出口的影响， 可以看出

ＷＴＯ－Ｘ 对服务业出口的影响更大， 其原因是国际间服务贸易的流动常常会受到国

内政策 （关境内规则） 的限制， 而 ＷＴＯ－Ｘ 中的竞争条款、 投资条款以及知识产权

保护等条款保证了签署 ＦＴＡ 的国家 （地区） 服务贸易市场稳定， 释放了通过国家

（地区） 政策促进服务贸易的信号， 降低了服务贸易壁垒， 促进了中国服务业

出口。

表 ２　 ＦＴＡ深度对服务出口总额的影响———基准回归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ＥＰ＿Ｔ

ＷＴＯ＋

ＷＴＯ－Ｘ

ＧＤＰ＿ Ｔ

ＧＤＰ＿ Ｓ

ＧＤＰ＿ Ｄ

ｌｎＴＧ

ｌｎｌａｂｏｒ

个体固定
效应

时间固定
效应

观测值

Ｒ２

０ ３０８∗∗∗ ０ ２６５∗∗

（０ １０５） （０ １０４） — — — —

０ １７２∗∗∗ ０ １２９∗∗
— — （０ ０６１） （０ ０５４） — —

０ ４０２∗∗∗ ０ ３９６∗∗
— — — — （０ １３７） （０ １５４）

３ ３６２∗∗∗ ２ ６１２∗∗∗ ３ ３６３∗∗∗ ２ ６３８∗∗∗ ３ ３７４∗∗∗ ２ ５９７∗∗∗

（０ ３９６） （０ ４２３） （０ ３９５） （０ ４２３） （０ ３９６） （０ ４２３）
１ ７１２∗∗∗ １ ３３９∗∗∗ １ ７１７∗∗∗ １ ３５６∗∗∗ １ ７１４∗∗∗ １ ３２８∗∗∗

（０ １７８） （０ １９４） （０ １７７） （０ １９４） （０ １７９） （０ １９４）
０ １１４ ０ １８３∗∗ ０ １１３ ０ １７８∗∗ ０ １１３ ０ １８６∗∗∗

（０ ０８１） （０ ０７１） （０ ０８１） （０ ０７２） （０ ０８１） （０ ０７１）
０ ４２７∗∗∗ ０ ４２６∗∗∗ ０ ４２９∗∗∗

— （０ ０３９） — （０ ０３９） — （０ ０３９）
－０ ３３３∗∗ －０ ３３５∗∗ －０ ３３３∗∗

— （０ １４８） — （０ １４８） — （０ １４７）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６８２ ６８２ ６８２ ６８２ ６８２ ６８２

０ ９９０ ０ ９９２ ０ ９９０ ０ ９９２ ０ ９９０ ０ ９９２

注： 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 “∗∗” “∗∗∗” 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的水平上显著。 下表同。

从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两个国家 （地区） 的市场规模越大， 经济

发展越相似， 要素禀赋差异越大， 越有利于中国服务的出口； 货物出口对服务出口

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说明两国 （地区） 之间货物贸易的增加有利于服务贸易的

开展， 其原因在于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一国 （地区） 的制造型商品必然会

与保险、 金融和物流等生产型服务相关联， 从而促进服务进出口。 而进口国 （地
区） 服务业劳动人口抑制中国服务出口的原因在于进口国 （地区） 劳动供给的增

加， 有利于该国 （地区） 服务业的发展， 产生了挤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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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稳健性检验

通过改变 ＦＴＡ 深度的测算方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以验证上文核心结论的稳

健性。 采用承诺率指标和主条款权重指数表示 ＦＴＡ 深度， 进一步研究 ＦＴＡ 内容的

拓展和深化对中国服务出口的影响。
首先， 构建 ＦＴＡ 承诺率指标 （ＷＴＯｌｅ）。 借鉴 Ｏｒｅｆｉｃｅ 和 Ｒｏｃｈａ （２０１４）， 对 ＦＴＡ

协议中的 ＷＴＯ＋和 ＷＴＯ－Ｘ 条款的法律强制程度打分求和。 如果协议中未提及该

条款或该条款在法律上不可执行则取值为 ０； 如果提及该条款， 且该条款在法律

上可强制执行， 但被争议解决条款明确排除在外则取值为 １； 如果该条款被提及

并在法律上可强制执行则取值为 ２。 具体表示为： ＷＴＯｌｅ＝承诺条款总得分 ／ ５２。
其次， 构建 ＦＴＡ 主条款权重指数 （ＰＣＡ）。 在计算 ＷＴＯｌｅ 深度时， 对 ＦＴＡ 中覆

盖的各个领域给予相同的权重， 意即每个条款对服务贸易具有同等重要性。 为避免

上述平均作用的预设， ＰＣＡ 指数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计算 ５２ 个条款的权重， 以对

协定深度进行综合度量。①

表 ３ 报告了用 ＦＴＡ 承诺率和 ＦＴＡ 主条款权重指数来衡量深度一体化所得到的

估计结果。 结果表明： 在控制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的条件下，
ＦＴＡ 深度一体化对中国服务业出口的促进效用依旧显著， 初步验证了 ＦＴＡ 深化对

中国服务出口的促进效应具有稳健性。

表 ３　 ＦＴＡ深度对服务出口总额的影响———稳健性检验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ＷＴＯｌｅ

ＰＣＡ

ＧＤＰ＿ Ｔ

ＧＤＰ＿ ＴＳ

ＧＤＰ＿ ＴＤ

ｌｎＴＧ

ｌｎｌａｂｏｒ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观测值

Ｒ２

０ ２０７∗∗ ０ １７２∗∗

（０ ０８７） （０ ０７８） — —

０ ０８３∗∗ ０ ０７３∗∗
— —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１）

３ ３７２∗∗∗ ２ ６３２∗∗∗ ３ ３５２∗∗∗ ２ ６００∗∗∗

（０ ４００） （０ ４２７） （０ ４０３） （０ ４２８）
１ ７２３∗∗∗ １ ３５４∗∗∗ １ ７１５∗∗∗ １ ３４０∗∗∗

（０ １７９） （０ １９６） （０ １８０） （０ １９６）
０ １１１ ０ １８０∗∗ ０ １１３ ０ １８４∗∗

（０ ０８２） （０ ０７２） （０ ０８２） （０ ０７２）
０ ４２７∗∗∗ ０ ４２８∗∗∗

— （０ ０３９） — （０ ０３９）
－０ ３３８∗∗ －０ ３３５∗∗

— （０ １４８） — （０ １４８）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６８２ ６８２ ６８２ ６８２

０ ９９０ ０ ９９２ ０ ９９０ ０ 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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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进一步分析

随着全球化发展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 一国 （地区） 的服务出口构成也具有

一定的复杂性。 首先出口的服务不限于完全由国内生产， 它包括国内附加值和外国

（地区） 附加值。 国内附加值出口的增加真正体现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因此

需要进一步探讨 ＦＴＡ 内容的拓展和深化是否促进了中国服务出口增加值。 其次，
从服务产品用途来看， 可将服务出口划分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来探究 ＦＴＡ 内容

的拓展和深化对两种产品的作用程度。 第三， 从服务业的主要部门来看， 可分为不

同的服务领域来检验 ＦＴＡ 内容的拓展和深化对不同服务部门出口的影响是否具有

差异化。

（一） 基于中国服务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分析

为了探讨 ＦＴＡ 内容的拓展和深化对中国服务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的影响， 从中

国服务出口额中分解出国内增加值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ＤＶＡ）， 进行实证分析。
表 ４ 报告了 ＦＴＡ 内容的拓展和深化对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正向影响， 其结果与对

服务业出口额的影响基本一致， 即 ＦＴＡ 内容的拓展和深化对中国服务出口的国内增

加值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并且 ＷＴＯ－Ｘ 条款对服务增加值出口的影响更大。

表 ４　 ＦＴＡ深度对中国服务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的影响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ＷＴＯ＋

ＷＴＯ－Ｘ

Ｄｅｐ＿ Ｔ

ＷＴＯｌｅ

ＰＣＡ

其他变量

观测值

Ｒ２

０ １２９∗∗

（０ ０５４） — — — —

— ０ ３９８∗∗∗

（０ １５４） — — —

０ ２６６∗∗

— — （０ １０４） — —

— — — ０ １７２∗∗
—

（０ ０７８）
０ ０７３∗∗

— — — — （０ ０３１）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６８２ ６８２ ６８２ ６８２ ６８２

０ ９９２ ０ ９９２ ０ ９９２ ０ ９９２ ０ ９９２

注： 其他变量同表 ２， 限于篇幅， 未详列， 回归结果备索； 回归包括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 下表同。

（二） 基于服务产品用途的分组回归及分析

一国 （地区） 的服务业出口总额可以划分为服务业中间产品出口和最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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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 表 ５ 报告了 ＦＴＡ 深度对服务业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出口的影响。 考察回归

结果可以发现： ＦＴＡ 深度对服务业中间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远大于对服务业最终

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 对于最终产品的 ５ 个深度指标， 虽然估计系数符号均为

正， 但是只有总体覆盖率指标和 ＷＴＯ－Ｘ 指标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与此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中间产品的 ５ 个深度指标系数均显著为正， 且系数值大于最终产品的

相应系数值。 这一结果说明基准回归分析中 ＦＴＡ 深度对中国服务业出口的正向

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促进服务业中间产品的出口实现的。 此外， 通过观察和比较

ＷＴＯ＋指标和 ＷＴＯ－Ｘ 指标的作用强度， 可以发现无论是最终产品还是中间产品，
ＷＴＯ－Ｘ 条款对其影响作用均远大于 ＷＴＯ＋条款， 这也间接验证了基准回归中的

结论。 原因可能在于： （１） 中间产品作为进口国 （地区） 的中间投入， 主要用

来弥补国 （地区） 内生产中服务要素的不足， 进口中间产品不会挤占本国 （地
区） 服务市场份额以及损害本国 （地区） 服务提供者利益； （２） 在当前全球价

值链分工体系下， 各国 （地区） 对服务中间品的需求促进了生产性服务部门的

进一步开放， 而对于最终服务产品， 在开放政策实施中还存在更多保留。

表 ５　 按服务产品用途分类的回归结果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Ｄｅｐ＿Ｔ ＷＴＯ＋ ＷＴＯ－Ｘ ＷＴＯｌｅ ＰＣＡ

最终产品

中间产品

其他变量

观测值

０ ２０３∗ ０ ０９７ ０ ３０９∗ ０ ０９２ ０ ０４１
（０ １１８） （０ ０６４） （０ １６４） （０ ０９０） （０ ０３５）
０ ３１６∗∗∗ ０ １６１∗∗∗ ０ ４５４∗∗∗ ０ ２３６∗∗∗ ０ ０９８∗∗∗

（０ １００） （０ ０５１） （０ １６３） （０ ０７４） （０ ０２９）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６８２ ６８２ ６８２ ６８２ ６８２

Ｒ２
最终产品 ０ ９９１ ０ ９９１ ０ ９９１ ０ ９９１ ０ ９９１
中间产品 ０ ９９２ ０ ９９２ ０ ９９２ ０ ９９２ ０ ９９２

（三） 基于不同服务部门的分组回归结果分析

１ 基于不同服务部门出口总额的分组回归结果分析

表 ６ 列示了利用 ＰＰＭＬ 方法估计 ＦＴＡ 深度对服务业 １０ 个子部门出口的具体

结果。 可以发现 ＦＴＡ 内容的拓展和深化显著促进了艺术娱乐、 信息技术 （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Ｔ） 房地产、 运输仓储和批发零售行业的出口， 对电信业的

出口起到抑制作用， 中国其他服务行业出口受 ＦＴＡ 深度的影响并不显著。 具体

而言， ＦＴＡ 中 ＷＴＯ－Ｘ 条款对艺术娱乐和 ＩＴ 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ＷＴＯ＋条款

对电信业出口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ＷＴＯ＋和 ＷＴＯ－Ｘ 条款对房地产、 运输仓储和批

发零售出口的促进作用均显著。 从现实看， 中国的教育、 金融保险、 健康服务业发

展相对落后， 缺少竞争优势， 虽然 ＦＴＡ 协议条款促进了伙伴国 （地区） 开放， 但

服务贸易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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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这些行业出口的影响也很微弱。 电信业涉及到国家安全， 各国 （地区） 对

其开放例外或单独规定可能使得深度 ＦＴＡ 对其产生抑制作用。

表 ６　 基于 ＰＰＭＬ的服务子部门的回归结果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ｅｐ＿Ｔ ＷＴＯ＋ ＷＴＯ－Ｘ ＷＴＯｌｅ ＰＣＡ 样本量

食宿服务

艺术和娱乐

教育

金融保险

健康和社会服务

ＩＴ 服务

房地产业

电信业

运输仓储

批发零售业

其他变量

０ ０８１ －０ ０１６ ０ ２９０ ０ １０９ ０ ０４６
（０ ２６８） （０ １２９） （０ ４０８） （０ １６１） （０ ０６０）
１ ７５７∗ ０ ７０９ ３ １７７∗∗ １ １６９∗∗ ０ ４４４∗∗

（０ ９６４） （０ ４５０） （１ ５５１） （０ ５３２） （０ １９４）
０ ４２４ ０ １９３ ０ ６７８ ０ １８７ ０ ０６５

（０ ３５６） （０ １７５） （０ ５４３） （０ １８９） （０ ０６９）
０ ４０５ ０ １５０ ０ ７７４ ０ ２７３ ０ ０９８

（０ ５６７） （０ ２７３） （０ ８９２） （０ ３４１） （０ １２６）
０ ３４５ ０ ０７８ ０ ８２７ ０ ２０７ ０ ０７９

（０ ３４７） （０ １５７） （０ ５５７） （０ １８４） （０ ０６８）
０ ５２６∗ ０ ２１６ １ ０３４∗ ０ ３８１∗ ０ １４２∗

（０ ３１２） （０ １４０） （０ ５４３） （０ １９８） （０ ０７４）
０ ８０３∗∗∗ ０ ３４９∗∗ １ ３３８∗∗∗ ０ ４９５∗∗∗ ０ １８３∗∗∗

（０ ３０９） （０ １６２） （０ ４５３） （０ １７０） （０ ０６２）
－０ ９７４∗ －０ ５９５∗∗ －１ １６６ －０ ５２０∗ －０ １８４
（０ ５１１） （０ ２７０） （０ ７１６） （０ ３１４） （０ １１５）
０ ６１８∗∗∗ ０ ２８１∗∗∗ ０ ９９４∗∗∗ ０ ４８１∗∗∗ ０ １９５∗∗∗

（０ １８５） （０ ０８２） （０ ３５４） （０ １２９） （０ ０４７）
０ ２９８∗∗∗ ０ １２３∗∗ ０ ５２４∗∗∗ ０ １８９∗∗ ０ ０７５∗∗∗

（０ １０１） （０ ０５２） （０ １４７） （０ ０７６） （０ ０２９）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６８２

６７１

４５１

６８２

４７３

６８２

６８２

６８２

６８２

６８２

—

２ 基于不同服务部门出口附加值的分组回归结果分析

表 ７ 列示了利用 ＰＰＭＬ 方法估计 ＦＴＡ 深度在服务业 １０ 个子部门出口中对国内

增加值的具体影响结果。 可以发现 ＦＴＡ 深度对分部门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影响与

对分部门出口额的影响基本一致， 即 ＦＴＡ 内容的拓展和深化显著促进艺术娱乐、
ＩＴ、 房地产、 运输仓储和批发零售行业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 对电信业出口中的国

内增加值起到抑制作用， 中国其他服务行业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并未受到 ＦＴＡ 深

度的显著影响。 具体而言， ＦＴＡ 中 ＷＴＯ－Ｘ 条款对艺术娱乐和 ＩＴ 业出口中的国内

增加值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ＷＴＯ＋条款对电信业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的抑制作用更

显著， ＷＴＯ＋和 ＷＴＯ－Ｘ 条款对房地产、 运输仓储和批发零售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

的促进作用均显著。 但是二者在 ＦＴＡ 深度系数上的大小有所不同， 可以看出， ＦＴＡ
深度对艺术娱乐和 ＩＴ 服务出口额的影响大于对国内增加值的影响； 而 ＦＴＡ 深度对

房地产、 电信业、 运输仓储和批发零售行业出口额的影响小于对国内增加值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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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基于 ＰＰＭＬ的服务子部门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回归结果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ｅｐ＿Ｔ ＷＴＯ＋ ＷＴＯ－Ｘ ＷＴＯｌｅ ＰＣＡ 样本量

食宿服务

艺术和娱乐

教育

金融保险

健康和社会服务

ＩＴ 服务

房地产业

电信业

运输仓储

批发零售业

其他变量

０ ０６４ －０ ０２４ ０ ２６２ ０ １０２ ０ ０４４
（０ ２６７） （０ １２９） （０ ４０７） （０ １６１） （０ ０６０）
１ ６７３∗ ０ ６６８ ３ ０５２∗∗ １ １２９∗∗ ０ ４３１∗∗

（０ ９６３） （０ ４４７） （１ ５５７） （０ ５３４） （０ １９５）
０ ３８８ ０ １５０ ０ ６９０ ０ １５０ ０ ０５３

（０ ３９２） （０ ２０１） （０ ５８４） （０ ２０１） （０ ０７３）
０ ４０８ ０ １４９ ０ ７８７ ０ ２７２ ０ ０９９

（０ ５６９） （０ ２７３） （０ ８９６） （０ ３４１） （０ １２６）
０ ２４９ ０ ０２７ ０ ６９２ ０ １５２ ０ ０５９

（０ ３８２） （０ １８０） （０ ５９７） （０ １９８） （０ ０７３）
０ ５０７ ０ ２０７ １ ００２∗ ０ ３７０∗ ０ １３８∗

（０ ３０９） （０ １３８） （０ ５３８） （０ １９７） （０ ０７３）
０ ８４０∗∗∗ ０ ３７０∗∗ １ ３８５∗∗∗ ０ ５１２∗∗∗ ０ １８９∗∗∗

（０ ３０７） （０ １６２） （０ ４５２） （０ １６９） （０ ０６２）
－１ ０１４∗∗ －０ ６１４∗∗ －１ ２２５∗ －０ ５３５∗ －０ １８８∗

（０ ５０７） （０ ２６７） （０ ７１２） （０ ３１２） （０ １１４）
０ ６２０∗∗∗ ０ ２８２∗∗∗ １ ００１∗∗∗ ０ ４８２∗∗∗ ０ １９５∗∗∗

（０ １８４） （０ ０８２） （０ ３５１） （０ １２９） （０ ０４７）
０ ３００∗∗∗ ０ １２４∗∗ ０ ５２７∗∗∗ ０ １９１∗∗ ０ ０７６∗∗∗

（０ １０１） （０ ０５２） （０ １４７） （０ ０７６） （０ ０２９）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６８２

６７１

４５１

６８２

４７３

６８２

６８２

６８２

６８２

６８２

—

六、 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 结论

笔者通过选取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中国对 ６２ 个国家 （地区） 服务业出口的相关数

据， 构建扩展引力模型， 检验了 ＦＴＡ 深度对中国服务总出口以及国内增加值出口

的影响。 研究发现： ＦＴＡ 内容的拓展和深化对中国服务业出口总额和增加值出口均

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从条款的作用力度来看， ＦＴＡ 中的 ＷＴＯ－Ｘ 条款比 ＷＴＯ＋条
款对服务业出口的推动作用更大； 按产品用途研究发现， ＦＴＡ 内容的拓展和深化对

服务中间品出口的促进作用远大于对最终产品的作用； 具体到部门层次发现， ＦＴＡ
内容的拓展和深化显著地促进了娱乐、 信息技术、 房地产、 运输仓储和批发零售部

门的出口， 对电信部门的出口存在负向作用， 对其余服务部门出口无显著影响。

（二） 建议

（１） ＦＴＡ 内容的拓展和深化对服务出口的促进作用显著， 而中国的 ＦＴＡ 深度

与欧美相差较大， 且各协定的深度参差不齐， 仍然需要进一步改进。 因此政府应积

极推动与更多国家（地区）建立 ＦＴＡ， 合理设计 ＦＴＡ 的深度条款。
（２） 对于已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 政府要及时推进升级谈判， 促进 ＦＴＡ 内容

的拓展和深化。 目前中国与东亚国家以及美洲国家签署的 ＦＴＡ 存在条款承诺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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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法律可执行度低等问题， 政府应着手制定中国特色的 ＦＴＡ 发展框架， 及时与

已签署 ＦＴＡ 国家 （地区） 进行谈判协商以提升双边协定的深度， 如侧重谈判和签

署 ＷＴＯ－Ｘ 类条款数量， 提高协定条款的文字描述清晰度以及法律可执行度等等。
（３） 政策制定者应注重开发 ＦＴＡ 深度条款， 便利企业争取全球价值链上游分

工地位。 实证结果显示相比于服务最终产品， ＦＴＡ 内容的拓展和深化对中间服务产

品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因此， 中国政府应通过积极推进区域贸易协定的条款

深度升级， 给予伙伴国 （地区） 更多 “市场准入” 优惠及 “国民待遇” 条件等，
以获得其正面反馈。 同时要提升本国服务业的知识技术含量， 力争在全球价值链分

工中抢占更上游的位置。
（４） 政策制定者应注重谈判对象的经济发展状况， 根据经济实力的不同来确

定不同的谈判议题。 本研究发现， 两国 （地区） 市场规模、 经济发展相似程度均

对中国服务业出口产生积极促进作用。 因此在 ＦＴＡ 谈判时， 应充分考虑伙伴国

（地区） 的经济发展状况。 即根据各伙伴国 （地区） 的不同情况， 确定不同的谈判

策略和谈判议题， 形成相应的 ＦＴＡ 深度。
（５） 政策制定者在 ＦＴＡ 谈判中要关注不同服务部门的开放水平， 优化中国服

务业出口结构， 提升服务业出口的知识技术水平， 注重部门之间的利益平衡。 实证

结果表明 ＦＴＡ 内容的拓展和深化对中国艺术娱乐、 ＩＴ、 房地产、 运输仓储和批发

零售行业出口均有促进作用， 但对于教育医疗、 金融业出口效果不甚明显。 因此政

府应该提升中国服务业的知识技术水平， 优化服务业出口结构， 集中力量发展现代

服务产业并利用 ＦＴＡ 条款深度升级趋势积极引导中国服务业出口。 增加对国内基

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通讯、 医疗、 金融服务等现代服务部门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

度； 对于物流运输服务或者其他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业出口， 应该在提升科技水平的

同时保持现有国际竞争力， 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发展现代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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