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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由贸易试验区 （以下简称自贸区） 是中国政府应对国际经济新格局的

全局性战略举措， 是新形势下深化开放、 先行先试的 “改革试验田”。 本文使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年间中国 １５１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 利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方法估计了自贸区

的设立对外商直接投资、 出口、 要素价格水平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自贸区的设立

提高了城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整体水平， 这是一种净福利的增长而非来自于其他城市

向自贸区的转移； 优惠便利政策赋予了自贸区城市 “灯塔效应”， 推动了劳动力要素和

资产要素价格水平的上涨； 由于自贸区城市原有保税区的存在， 政策红利已经在前期得

到了释放， 因此自贸区政策对所在城市出口贸易的短期影响并不显著， 长期影响有待进

一步观察； 自贸区政策对当地固定资产投资并未产生 “挤进” 或 “挤出”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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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 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逐步从商品要素的流动型开放转向

以规则为核心的制度型开放， 不断以制度创新推进政策创新， 以开放红利激发改革红

利， 这也是在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以及逆全球化趋势下的必然选择。 中国政府自

２０１３ 年开始以渐进方式在多个省市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 顺应国际贸易投资新

规则的变化与挑战。 自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起， 迄今已形成了 “１＋３＋７
＋１＋６＋３” 以及海南省全面开展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整体布局， 其目标在于构建全球开

放层次最高的特殊区域， 成为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窗口。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广义上可以视为是一种经济特区政策①， 但又有着鲜

明的中国特色。 设立综合性经济特区以及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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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区从更广泛意义上不仅囊括了深圳、 珠海、 厦门、 汕头等综合性特区， 还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新技术开发区、 出口加工区以及自由贸易园区。



重要举措， 是地区经济发展和城市经济圈形成的有效驱动力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３［１］； Ｌ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２］）。 从国家战略层面上看，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有别于传统经济特区

的， 它不再是局部性的开放措施， 也不是中央优惠政策输出的洼地， 而是通过制度

创新试点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 进而服务于国家更高层次的开放。 通常而

言， 基于地域而设定的经济政策的推出必然会对地方经济产生一些潜在影响， 如工

资水平、 就业、 行业结构等 （Ｋ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ｔｔｉ， ２０１４） ［３］， 而地区性经济政策的落

实往往会受到非市场因素以及传统体制惯性的约束， 实施效果也许并不如人意， 因

此一些经济学家始终对此类政策的有效性表示怀疑 （Ｇｌａｅｓｅｒ ａｎｄ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 ２００８［４］；
Ｇｌａｅｓ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５］）。 以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为例， 尽管其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

量增长的重要载体， 但部分研究结果表明高新技术开发区并未有效促进中国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 （袁航和朱承亮， ２０１８） ［６］， 并且普遍存在着投入规模不经济、 要素驱动增

长乏力的问题 （程郁和陈雪， ２０１３） ［７］， 在面临 “三次创业” 新形势时存在阶段转换

的界面障碍 （吕政和张克俊， ２００６） ［８］。 事实上， 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经济

体普遍运用的地区性经济政策是否有效一直都存在着较大争议， 需要更加审慎地评估

其政策效应。 对于自由贸易试验区而言， 实施贸易投资促进政策， 促进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与对外贸易便利化是核心目标之一， 然而， 地方政府的双重考核压力、 市场

化水平不高、 违背地区比较优势等因素都会极大弱化政策的积极影响。 因此， 政策的

现实效果是否大打折扣甚至与初衷相背离值得进一步探究并进行准确的量化评估， 这

对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复制与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文献中， 对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量化分析的研究相对少见。 受自由贸易试

验区政策实施时长所限， 文献主要集中于对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评估 （谭娜等，
２０１５［９］； 项后军和何康， ２０１６［１０］； 王利辉和刘志红， ２０１７［１１］； 殷华和高维和，
２０１７［１２］； 刘秉镰和吕程， ２０１８［１３］； 应望江和范波文， ２０１８［１４］ ）， 个别文献简要涉及

到了沪津闽粤四省市 （黎绍凯和李露一， ２０１９） ［１５］， 学者们主要关注了 ＧＤＰ、 固定

资产投资、 进出口额、 工业增加值、 产业结构、 资本流动等因素受到的影响。 上述研

究涵盖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可能产生的诸多政策效应， 但仍然存在几个值得探讨之处：
第一， 上海市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国际经济、 金融、 贸易、 航运、 科技创新中

心， 也是中国高层次对外开放的桥头堡， 故而针对上海单个样本的政策评估很难有效

剔除竞争性假说的影响， 存在着高估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效应的可能； 第二， 已有文

献均使用省级层面数据而未使用更为细致的地级市样本， 考虑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范

围只是局限于本市或本市一定地理区域之内， 面积也仅为 １２０ 平方公里左右， 利用省

级样本的估计结果显然会产生较大的偏误， 若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存在 “回浪效

应”①， 则已有研究会高估其净效应； 第三， 由于大部分研究只选择了上海一个处理组

个体， 在技术选择上均采用合成控制法， 考虑到控制组省份加权合成为 “合成上海”
的过程中， 合成指标的选择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使得相同目标、 相似方法的不同文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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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缪尔达尔的 “回浪效应” 指的是指资本、 人才、 技术等要素在收益差异的吸引下由不发达地区流向发达

地区的现象。



“合成控制组” 组内成员及每个成员权重各不相同， 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不足。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 首次利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年中国地级市

面板数据评估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的影响， 减少了省级数据估计存在的偏误， 样本

容量的扩大也使得结论更为稳健； 第二，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并非随机决策， 而

是建立在若干综合考量因素之上， 而这些因素可能又会影响到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

的表现， 因此， 本文利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方法尽可能克服评估过程中的潜在选址内

生性问题， 识别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与政策效应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三， 考虑到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并非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的核心目标， 故本文将政策效应

与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联系起来， 实证评估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对 ＦＤＩ、 出口

贸易、 固定资产投资以及要素价格变动的影响， 并对 ＦＤＩ 的增长是来自于新的创造

活动还是地区间的转移结果加以识别。

二、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 对外开放的新试验场

（一） 政策背景与发展历程

中国自贸区本质上属于 《京都公约》 规定的 “一国的部分领土， 在这部分领土内

运入的任何货物就进口税及其他个税而言， 被视为在关境以外， 免于实施惯常的海关监

管制度”， 即国际海关组织定义的自由贸易园区类型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 （王孝松等，
２０１４）［１６］， 但从政策设计以及规划定位来看， 其功能却又远远超出了简单的货物加工与

商品流转。 首先， 自贸区承担着制度创新和压力测试的改革任务， 是高水平开放新政策

和中国所倡导的国际经贸规则的 “试验田”； 其次， 自贸区覆盖范围更为广泛， 有综合

保税区、 高新技术园区、 商务区 （总部经济）、 交通枢纽、 金融、 高端制造业、 旅游、
农业等片区， 还有海南全岛， 是实际意义上的综合改革试验区； 再次， 空间布局更具经

济意义， 能够服务于国家长期战略发展， 如 “一带一路” 倡议、 粤港澳合作、 拓展边

境地区友好往来和贸易、 推进中西部地区开放、 南海开发与保护等。 因此， 自贸区政策

的推出， 是推动国家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全局性战略安排。
中国从 １９７８ 年开始以渐进方式逐步推行改革开放政策， 在可控的范围内探索经

济体制领域的市场化改革。 由于无法预期改革的结果， 中央政府没有在全国范围全面

开放， 而是选择用 “特区” 模式进行探索， 检验以市场为导向的新的发展模式的效

果。 经过 ４０ 多年的快速增长， 无论是自贸区还是自贸港， 目标都是打造全球开放层

次最高的特殊区域， 构建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经济功能区。 区别于传统意

义的出口加工区 （ＥＰＺ）， 自贸区在承担国际转口转运拆拼箱业务、 打造特殊综合保

税区、 落地 “境内关外” 的同时， 还要形成全球高技术制造和服务功能的集群集聚，
对于沿边内陆地区的自贸区而言， 还赋予了做强内需市场、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技

术进步的深层意义。 作为一种特殊的 “经济特区”， 自贸区政策突显了中央进一步实施

自由贸易发展战略的导向， 促使国内贸易投资体制与国际规则在更高层面上接轨。
自 ２０１３ 年上海自贸区设立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海南全岛推动自由贸易港建设， 全国范围

已有五个批次 １８ 个省、 直辖市获批建设自贸区， 涉及 ３９ 个城市及海南全岛。 表 １ 从实

施时间、 依托城市、 占地规模以及发展定位等方面对自贸区进行了梳理。 从中可以看

３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经贸论坛



到， 自贸区的先行先试任务是全面深化改革顶层设计的具体表现： 区位分布并非局限于

沿海沿边， 也涵盖了中部和内陆地区； 改革领域涉及投资自由化、 贸易便利化、 金融开

放创新、 事中事后监管、 完善营商环境、 科技创新和服务国家战略七大方面。

表 １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

省份 实施时间 依托城市 ／ 占地规模 政策定位

上海市 ２０１３ 年 上海市 ／ １２０ ７２ 平方公里
开放度最高的投资贸易便利、 货币兑换自由、 监管高效
便捷、 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园区

广东省 ２０１５ 年
广州市、 深圳市、 珠海市 ／ 共
计 １１６ ２ 平方公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和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
先行地

天津市 ２０１５ 年 天津市 ／ １１９ ９ 平方公里
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 全国改革开放先行
区和制度创新试验田、 面向世界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园区

福建省 ２０１５ 年
福州市、 厦门市 ／ 共计
１１８ ０４ 平方公里

建设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 打造面向 ２１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放合作的新高地

辽宁省 ２０１７ 年
沈阳市、 大连市、 营口市 ／ 共
计 １１９ ８９ 平方公里

提升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整体竞争力和对外开放水平的
新引擎

浙江省 ２０１７ 年 舟山市 ／ １１９ ９５ 平方公里
东部地区重要海上开放门户示范区、 国际大宗商品贸易
自由化先导区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资源配置基地

河南省 ２０１７ 年
郑州市、 开封市、 洛阳市 ／ 共
计 １１９ ７７ 平方公里

服务于 “一带一路” 倡议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 全面
改革开放试验田和内陆开放型经济示范区

湖北省 ２０１７ 年
武汉市、 襄阳市、 宜昌市 ／ 共
计 １１９ ９６ 平方公里

中部有序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
产业集聚区、 全面改革开放试验田和内陆对外开放新高地

重庆市 ２０１７ 年 重庆市 ／ １１９ ９８ 平方公里
“一带一路” 和长江经济带互联互通重要枢纽、 西部大
开发战略重要支点

四川省 ２０１７ 年 成都市 ／ １１９ ９９ 平方公里
国际开放通道枢纽区、 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 内陆与
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示范区

陕西省 ２０１７ 年
西 安 市、 杨 凌 市 ／ 共 计
１１９ ９５ 平方公里

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 “一带一路” 经济合作和人文
交流重要支点

海南省 ２０１８ 年 海南全岛 ／ ３ ５４万平方公里 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

山东省 ２０１９ 年
济南市、 青岛市、 烟台市 ／ 共
计 １１９ ９８ 平方公里

贸易投资便利、 金融服务完善、 监管安全高效、 辐射带
动作用突出的高标准高质量自由贸易园区

江苏省 ２０１９ 年
南京市、 苏州市、 连云港市 ／
共计 １１９ ９７ 平方公里

贸易投资便利、 高端产业集聚、 金融服务完善、 监管安全
高效、 辐射带动作用突出的高标准高质量自由贸易园区

广西壮族
自治区

２０１９ 年
南宁市、 钦州市、 崇左市 ／ 共
计 １１９ ９９ 平方公里

贸易投资便利、 金融服务完善、 监管安全高效、 辐射带
动作用突出、 引领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高标准高质量
自由贸易园区

河北省 ２０１９ 年
保定市、 石家庄市、 唐山市 ／
共计 １１９ ９７ 平方公里

贸易投资自由便利、 高端高新产业集聚、 金融服务开放
创新、 政府治理包容审慎、 区域发展高度协同的高标准
高质量自由贸易园区

云南省 ２０１９ 年
昆明市、 德宏市、 红河州 ／ 共
计 １１９ ８６ 平方公里

贸易投资便利、 交通物流通达、 要素流动自由、 金融服
务创新完善、 监管安全高效、 生态环境质量一流、 辐射
带动作用突出的高标准高质量自由贸易园区

黑龙江省 ２０１９ 年
哈尔滨市、 黑河市、 绥芬河
市 ／ 共计 １１９ ８５ 平方公里

营商环境优良、 贸易投资便利、 高端产业集聚、 服务体
系完善、 监管安全高效的高标准高质量自由贸易园区

资料来源： 本文根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 《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
国 （广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 等各自贸区相关文件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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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策影响的理论假说

在回顾梳理自贸区发展背景的基础上， 结合已有的理论研究， 概括本文的主要

假说。
第一， 自贸区是新一轮制度创新的 “试验田”， 这项重大改革涵盖了投资、 贸

易、 金融、 法制、 政府职能等诸多领域 （王孝松等， ２０１４）。 为了落实好 “促进贸易

投资便利化” 的政策核心目标， 自贸区不断推进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核

心的国际投资管理模式改革， 降低 ＦＤＩ 准入门槛， 促进制度创新。 以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与商务部制定的负面清单为例， 历年自贸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特别管理措

施数目由 ２０１３ 年之初的 １９０ 项减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３０ 项， 在国民经济全行业内覆盖率仅为

２ ８％， 也就是说， 外资在自贸区内投资国民经济全部行业中的 １ ０３９ 个产业小类的准

入壁垒变小， 仅需在相关部门备案即可， 大大便利了外国投资者投资策略的制定， 提

高了投资效率。 在上海自贸区落地两年后的 ２０１５ 年， 自贸区内新增外商投资企业 ３
３２６ 户， 合同利用外资额达到了 ３９６ ３ 亿美元①。 因此， 本文提出理论假说 １。

假说 １： 自贸区政策落地实施能够推动当地利用外资水平的提升。
第二， 自贸区的设立优化了贸易环境， 透明度更高的贸易监管制度加快了通关

便利化程度， 提高了自贸区内的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水平。 然而值得引起注意的是， 第

一、 二批自贸区均是建立在当地原有保税 （港） 区的基础之上， 这些运作成熟的保

税 （港） 区构成了 ７ 个自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保税区的一个重要作用便是利用

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促进贸易自由化。 例如， 上海自贸区就是在外高桥保税区、 外高

桥保税物流园区、 洋山保税港区、 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组成的上海综合保税区的

基础上整合建立的。 在自贸区设立前的 ２０１２ 年， 上海保税区综合完成进出口总额已

经达到 １ １３１ 亿元②， 占上海全市进出口额的 ２５ ９％。 在自贸区落地后的 ２０１５ 年， 自

贸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占比为 ２６ ４２％③， 并未出现明显的增长。 可见， 前期保税区的

存在已经释放了贸易促进政策的红利。 基于此， 本文提出理论假说 ２。
假说 ２： 由于保税区是构成自贸区的重要基础且先于自贸区设立， 因此自贸区

政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并不显著。
第三， 金融改革是自贸区的重要切入点之一， 制度创新带来的便利化安排使得

资本要素的流动性大幅提升。 多个自贸区在可控风险前提下， 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兑

换、 人民币跨境使用和多种对冲手段的提供等金融市场改革方面进行了先行先试，
并在外汇管制方面进行宽松处理， 基本解除了资金跨境流动的限制 （刘秉镰和吕程，
２０１８）， 国内企业对外投资便利度与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以 ２０１５ 年上海市为例， 全年

备案和核准对外直接投资项目 １ ３３８ 项， 比 ２０１３ 年增长 ２ ８６ 倍； 中方对外直接投资

额 ３９８ ９７ 亿美元， 比 ２０１３ 年增长 ８ ２６ 倍④。 同时， 自贸区对促进对外投资的效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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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５ 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数据来源于 《上海口岸年鉴 （２０１２） 》。
数据来源于 《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统计年鉴 ２０１６》。
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３ 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１５ 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



远高于吸引外资的效果 （项后军和何康，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年上海中方对外直接投资高于

外商实际投资 ２１４ ３８ 亿元， 而在 ２０１３ 年， 中方对外直接投资仅为外商实际投资的一

半①。 因此， 短期内自贸区内资本累积的速度可能放缓。 据此， 本文提出理论假说 ３。
假说 ３： 自贸区的设立对当地固定资产投资无显著影响。
第四， 自贸区推行的由核准制、 审批制转向备案制的行政体制创新， 构建了事

中事后综合监管体系框架， 降低了市场交易费用， 并通过共用政府配套基础设施和

形成规模效应降低了关联企业间的交易成本， 为重点领域产业和关联产业提供了集

聚载体。 同时， 自贸区被赋予的特殊政策待遇形成了 “灯塔效应”， 特别是税收、
土地、 信贷、 人才引进方面享受的优惠政策尤为明显， 促成了企业向园区的集聚以

及人力资源的流动。 随着企业在自贸区内短时间的快速集聚， 必然推动以生产性资

本为主的资产要素价格水平上涨。 同时， 为了吸引人力资源流入， 自贸区普遍实施

了各级各类人才政策， 提高技能工人待遇水平， 导致劳动力要素价格水平上涨。 因

此， 本文提出理论假说 ４。
假说 ４： 自贸区的设立将不断推动劳动力要素与资产要素价格的上涨。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沿海其他城市和内陆地区招商引资力度不断加大， 上

海、 天津、 广州、 深圳、 珠海、 厦门和福州七个先行对外开放城市的实际利用外资

比重不断下降， 但自 ２０１３ 年开始自贸区政策在上述城市陆续实施， 这一比值呈现

出明显的提升趋势。 图 １ 描述了第一、 二批自贸区城市与其他城市实际利用外资额

均值之间的比较关系。 在 ２０１３ 年之后， 两组城市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增长水平在自

贸区政策落地实施后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 自贸区城市的增长趋势明显强于其他城

市。 图 １ 作为一种体现相关关系的事前检验， 可以从侧面说明两组城市之间利用外

资额的趋势差异与自贸区政策的实施存在着相关性， 这也为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方法

提供了先验判断。

图 １　 实际利用外资额均值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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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３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１５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三、 识别策略与模型选择

（一） 识别策略

如果自贸区选址设立是一种随机决策， 那么可以直观地比较自贸区设立之后与

自贸区设立之前的差异， 或者比较自贸区与非自贸区城市之间的差异来进行因果识

别。 然而， 那些优先设立为自贸区的城市无疑在经济水平、 营商环境、 贸易发展与

政府效率上具有优势， 且有着重要而独特的经济地位， 上述因素既决定了自贸区的

选址， 也影响着自贸区城市的投资与贸易发展。 为了尽可能地控制自贸区选址的非

随机性带来的影响， 本文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方法对政策效果进行评估。
近年来， 双重差分估计在公共政策评估领域得到了广泛使用， 其基于反事实框

架的分析思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估计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截至目前， 中国已

在 ３９ 个城市及海南全岛设立了自贸区， 这为本文的估计提供了一个良好的 “准自

然实验”。 受限于城市统计数据更新问题， 本文以第一、 二批中国自贸区为处理

组， 包括了上海、 天津、 广州、 深圳、 珠海、 福州、 厦门七个城市， 其余可完整获

取数据的 １４４ 个城市构成控制组。
对自贸区及其政策红利之间的因果识别主要受到三个方面的挑战： 其一， 该方

法依赖的重要识别假设———平行趋势假设是否成立， 也就是说处理组城市未经干预

的变动趋势与控制组城市的变动趋势是一致的， 即在趋势意义上是否成为自贸区是

随机分组事件。 尽管识别假设在本质上是无法检验的， 但本文通过以下分析来增强

对估计的信心： 首先， 自贸区的设立更多是国家对长期战略的考量， 如服务 “一
带一路” 倡议、 粤港澳合作、 拓展边境地区友好往来、 推进中西部地区开放、 南

海开发与保护等等， 而并非直接依据 ＦＤＩ 与贸易发展水平决定； 其次， 本文通过对

政策干预的效果在时间维度上的动态趋势进行分析， 观察政策实施前后时间效应的

显著性变化来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Ｂｅｃｋ ａｎｄ Ｌｅｖｋｏｖ， ２０１０） ［１７］； 再次， 利用与第

一、 二批自贸区城市高度相似的其他城市作为假的处理组进行稳健性检验， 判断政

策的实施是否依然会产生影响。
其二， 自贸区选址的内生性问题带来的估计偏差， 这一偏差的存在可能会高估

政策影响。 对此， 本文首先将控制变量基年值与各年份固定效应交互项引入回归模

型， 使得无法把握的事后潜在趋势尽可能平行， 以缓解选址内生性造成的偏误； 然

后， 本文在稳健性分析中将控制组个体替换为第三批及以后批次的自贸区城市， 通

过判断同为自贸区城市的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处理效应差异， 来分析由选址内生

性所造成的后果是否足够严重。
其三， 国家或省级实施的其他竞争性政策以及时变的不可观测因素产生的影

响。 本文没有引入传统的时间固定效应， 而是利用省份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交

互来控制省级层面的政策冲击， 从而尽可能排除竞争性假说对估计的威胁。 同时，
通过让自贸区政策对特定城市的冲击随机化 （由计算机生成政策时间） 以进行安

慰剂检验 （Ｌａ Ｆｅｒｒａｒ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１８］， 从而判断估计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不可

观测因素和遗漏变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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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型选择及变量描述性统计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设定渐进式双重差分估计模型如下：
Ｙｉｐｔ ＝ αｉ ＋ β１ＦＴＺ ｉｐｔ ＋ γｐｔ ＋ （Ｘ１ × ηｔ）β２ ＋ εｉｐｔ （１）

其中， 下标 ｉ 、 ｐ 、 ｔ分别为城市、 省份、 年份标识； αｉ 为城市固定效应； γｐｔ 为省

份×时间的虚拟变量， 用来控制因省份而异的时间效应； Ｘ１ 为控制变量基期值； ηｔ

为时间固定效应； 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为 ＦＴＺ ｉｐｔ ， 第一、 二批自贸区城市获批建设

前取值为 ０， 获批建设后取值为 １； 控制组城市均取值为 ０。
Ｙｉｐｔ 为一系列反应投资、 贸易、 要素价格水平变动的因变量。 其中， 选取人均

实际利用外资额度量外商投资， 因为该指标是与外商签订合同后实际到达的外资款

项， 真正体现了利用外资水平。 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本

文也检验了这一投资因素的变化。 选取出口值度量贸易水平， 没有考虑进口值是因

为 ＦＤＩ 与进口贸易之间可能存在着替代关系 （Ｍｕｎｄｅｌｌ， １９５７） ［１９］。 对于要素价格

水平， 本文选取工资变动率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作为度量指标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３）。 Ｘ 为其他控制变量， 以 Ｍａｎｋｉｗ 等 （１９９２） ［２０］ 的经典经济增长文献为基础，
本文用一般性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之比表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用制造业人口占就业

人口之比来反映制造业发展水平， 用中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占总人口之比反映人力资

本投资情况。 由于城市固定效应的存在， 不再引入机场、 港口、 地理资源等不随时

间变动的因素。
本文所用样本为可以完整获取的中国 １５１ 个城市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年的面板数据，

没有纳入 ２０１８ 年数据， 主要考虑到第三批自贸区城市获批于 ２０１７ 年， 政策效果在

短期内难以得到充分体现， 且 １ 年数据所提供的变异性有限， 会降低整个模型的估

计效率。 具体指标数据来源如下： 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来源于各省市商务厅及商务

委员会， 出口额来源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和各地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 制造业人口数和就业人口数来自于 《中国城市年鉴》， 其余指标均取自 《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 和各地市统计年鉴。 表 ２ 为变量的构造和描述性统计。

表 ２　 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第一批自贸区城市 第二批自贸区城市 其他城市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年

被解释变量均值及标准差

Ｌｎ ＰＦＤＩ 人均 ＦＤＩ 对数值

Ｌｎ
（Ｅｘｐ ＋ １） （出口额＋１） 对数值

Ｌｎ Ｆｉｘｉｎｖ 固定资产投资额对数值

Ｗａｇｅｒａｔｅ 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

Ｉｎｄｅｘ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

６ ７６３ ７ １１５ ６ ７１６ ６ ９２９ 　 ４ ６９５
（０ １５５） （０ ０４６） （０ ７６２） （０ ７６２） （１ ３６８）
１２ １１５ １２ １９４ １０ ７４７ １０ ９１２ ７ ５９７
（０ １８１） （０ ０５２） （０ ８６２） （０ ８２２） （１ ７７３）
８ ５６２ ８ ７６１ ７ ７４５ ８ ３０９ ７ ２３６

（０ ０２１） （０ ０９７） （０ ８３８） （０ ７１２） （０ ７９９）
０ ０７４ ０ ０９２ ０ １０４ ０ ０７５ ０ ０９９

（０ ０３９） （０ ０５７） （０ ０５７） （０ ０２９） （０ ０５３）
１０１ ６７５ １００ ８０４ １０１ ４２５ １０１ ３７７ １０１ ４７９
（４ ２７５） （３ ５８０） （２ ６６９） （２ ８２３） （３ ２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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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第一批自贸区城市 第二批自贸区城市 其他城市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年

控制变量均值及标准差

Ｓｔｕ 中学在校生 ／ 总人口

Ｍａｎｕ 制造业从业人口 ／
就业人口

Ｆｉｎａｎｃｅ 财政支出 ／ ＧＤＰ

观测值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０ ０ ０７４ ０ ０６５ ０ ０５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４）
０ ３７４ ０ ２９６ ０ ４４４ ０ ３６５ ０ ２８３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７） （０ １１１） （０ １１７） （０ １４１）
０ ２０１ ０ ２３１ ０ １３０ ０ １６８ ０ １５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４１） （０ ０６５）
４ ５ ３６ １８ １ ２９６

四、 实证结果

（一）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方法估计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平行趋势条件能够得到满足， 即处理组未经政

策干预的变动趋势和控制组是一致的。 对此， 本文借鉴 Ｂｅｃｋ 和 Ｌｅｖｋｏｖ （２０１０） 的做

法， 对自贸区的政策效应在年度之间的动态趋势进行分解， 估计模型如下：

Ｙｉｐｔ ＝ αｉ ＋ ∑
４

ｋ≥－６， ｋ≠１
Ｄｋ

ｉｐｔδｋ ＋ γｐｔ ＋ εｉｐｔ （２）

其中， 下标 ｉ 、 ｐ 、 ｔ分别为城市、 省份、 年份标识； αｉ 为城市固定效应； γｐｔ 为省

份×时间固定效应。 虚拟变量 Ｄｋ
ｉｐｔ 表示自贸区政策实施前后各年度的固定效应， 具

体而言， 若 ｓｉ 表示城市 ｉ 成为自贸区的时间， 当 ｔ － ｓｉ ＝ ｋ 时， Ｄｋ
ｉｐｔ 取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ｋ 取值范围为 ［ － ６， ４］， 并在估计过程中剔除掉 ｋ ＝ － １ 即政策发生前一年， 以

避免虚拟变量陷阱问题①。 表 ３ 报告了估计结果。
从表 ３ 可以看到， 各组回归中， 自贸区政策实施前一系列时间效应在整体上并

不显著， 这增强了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估计的信心。 进一步， 本文通过图形

的方式直观呈现自贸区政策实施前后不同年份之间动态经济效应的变化②， 如图 ２
所示， 自贸区政策实施前时间效应的影响始终在 ０ 附近波动， 而政策实施后当年或

其后几年开始影响显著， 由此可知， 自贸区政策落地实施前处理组与控制组在趋势

意义上的差异并不明显， 是具有可比性的， 满足平行趋势的前提条件。
（二） 中国自贸区的政策效应： 基准回归结果

在平行趋势检验的基础上， 本文对式 （１） 进行估计， 结果见表 ４。 针对不同

的因变量， 本文分别报告了未加入与加入控制变量影响的结果， 为了使无法观测的

事后潜在趋势尽可能平行， 同时也避免产生 “坏控制变量” 问题 （Ａｎｇｒｉｓｔ ａｎｄ Ｐｉｓ⁃
ｃｈｋｅ， ２００９） ［２１］， 本文并没有简单地加入控制变量当年值， 而是控制了控制变量的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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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于 ２０１３ 年实施自贸区政策的第一批城市而言， ｋ 取值范围为 ［－４， ４］； 对于 ２０１５ 年实施自贸区政

策的第二批城市而言， ｋ 取值范围为 ［－６， ２］。
限于篇幅， 本文只报告因变量为人均 ＦＤＩ 值和工资对数值的图形， 其余三者相似。



基年值与时间固定效应的交互项。 相较于未控制该效应的回归列而言， 表 ４ 第

（２）、 （３）、 （６）、 （８）、 （１０） 列的整体解释力有所增强， 且估计结果及显著性保

持一致。 具体来看， 在自贸区政策实施后， 设立为自贸区的城市与其他城市相比，
吸引 ＦＤＩ 的能力显著增强， 要素价格水平明显提高。 平均而言， 自贸区政策的实施

使得处理组城市比控制组城市对 ＦＤＩ 的吸引能力提高了 ２３ ６％， 同时， 也推动工

资增长率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分别上涨了 ２８ ８％与 ４６ ２％。 可见， 自贸区的

设立确实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提升， 其 “灯塔效应” 的集聚特征不断推动劳

动力要素与资产要素价格的上涨。 至此， 假说 １ 和假说 ４ 得到了验证。

表 ３　 平行趋势检验

政策实施时间 ＬｎＰＦＤＩ Ｌｎ（Ｅｘｐ ＋ １） ＬｎＦｉｘｉｎｖ ＬｎＷａｇｅ Ｉｎｄｅｘ

政策实施前 ６ 年

政策实施前 ５ 年

政策实施前 ４ 年

政策实施前 ３ 年

政策实施前 ２ 年

政策实施当年

政策实施 １ 年后

政策实施 ２ 年后

政策实施 ３ 年后

政策实施 ４ 年后

城市固定效应
省份×年份效应

观测值
ａｄｊＲ２

０ ０３７ ０ １４５∗ ０ １４２ ０ ０２３３ －０ ５５８
（０ ２２４） （０ ０７６） （０ １６８） （０ ０９７） （０ ５２２）
０ ０９７ ０ １１０ ０ １１５ －０ ０２２ －１ ２３０∗∗∗

（０ １７８） （０ ０７１） （０ １３５） （０ ０８５） （０ ３３１）
０ ０７１ ０ １３２ ０ ０９６ －０ ０１６ －１ ０４７∗∗

（０ １３０） （０ ０８５） （０ ０９７） （０ ０６６） （０ ４５１）
０ ０２６ ０ ０４６ ０ ０５８ －０ ０４０ －０ １８５

（０ ０９０） （０ ０６６） （０ ０７４） （０ ０６７） （０ ２６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６５∗∗ ０ ０２２

（０ ０３１） （０ ０４３）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２） （０ ２４３）
０ １２９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３ ０ ６１３∗∗

（０ ０９２）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１） （０ ００９） （０ ２７９）
０ ３７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０ ０ ２５１

（０ １３２） （０ ０５５） （０ ０６１） （０ ０１３） （０ ２４３）
０ ４５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４ ０ ９１４∗∗

（０ １５１） （０ ０６６） （０ ０９１） （０ ０１９） （０ ３５７）
０ ６００∗∗∗ ０ ３８９∗∗∗ ０ ３４４∗∗∗ ０ ６２４∗∗∗ ０ ３９１∗

（０ １３０） （０ ０８５） （０ ０９７） （０ ０６６４） （０ ２１９）
０ ５１１∗∗∗ ０ ４４６∗∗∗ ０ ４１４∗∗∗ ０ ７０６∗∗∗ １ １４７∗∗∗

（０ １３０） （０ ０８５） （０ ０９７） （０ ０６７） （０ ２５２）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１ ３５９ １ ３５９ １ ３５９ １ ３５０ １ ３５９
０ ９１６ ０ ９６９ ０ ９７８ ０ ９７１ ０ ９２１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所有估计均在城市层面进行

稳健标准误聚类； 为避免零贸易问题， 出口值在水平值基础上加 １ 处理。

另一方面， 本文发现自贸区政策对于自贸区所在城市出口贸易的影响并不显

著。 可能的原因在于， 第一、 二批自贸区布局建设的一个重要前期基础是原有的保

税区， 如上海的外高桥保税区、 洋山保税港区、 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 天津的天津

港保税区、 滨海新区综合保税区， 厦门的象屿保税区、 海沧保税港区等。 自贸区政

策是在保税区基础上做了政策加法， 因此短期政策红利已经得到释放， 而长期的影

响则有待进一步观察。 为了考察这一效应， 本文在第 （４） 列加入了 ７ 个自贸区城

市第一次设立保税区的虚拟变量， 可以发现， 在控制了保税区影响出口贸易的机制

后， 自贸区政策的影响依然不显著， 而保税区设立的政策效应却突显出来。 同时，
自贸区政策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并不显著， 表明政策的实施并未有效促进国内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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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平行趋势检验图示

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 也没有因为外资的进入而产生挤出效应。 相似的结论也出现

在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３） 对于经济特区的研究中。 至此， 假说 ２ 和假说 ３ 得到了支持。
（三） 安慰剂检验

尽管本文在模型中控制了丰富的地区特征变量以及多个维度的固定效应以减少

遗漏变量问题， 但仍然可能存在着某些无法观测的随时间和地区变动的竞争性因

素， 如自贸区地方政府实施的动态调整的经济产业政策， 进而引致估计偏误。 对

此， 本文利用安慰剂检验对类似不可观测因素是否会影响基准估计进行间接检验。
在式 （１） 中， β１ 的估计可表示为：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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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
１ ＝ β１ ＋ λ

Ｃｏｖ（ＦＴＺ ｉｐｔ， εｉｐｔ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Ｖａｒ（ＦＴＺ ｉｐｔ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３）

式 （３） 为考虑所有控制变量的一个条件函数。 β
＾

１ 是否为无偏估计取决于 λ 取

值与 ０ 的关系， 但显然 λ ＝ ０ 这个假设无法直接进行检验。 因此， 本文让自贸区政

策对第一、 二批城市的冲击时间随机化 （由计算机随机生成， 在本文中随机过程

为 ２００ 次）， 这种随机化设定的政策干预时间必然外生于 ＦＤＩ、 贸易与要素价格的

变动， 即 β１ 在概率上趋近于 ０ 值， 如果此时还能估计出 β
＾
１ → ０， 则可以反推 λ →

０。 这种安慰剂检验的思路近年来在双重差分估计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Ｌａ Ｆｅｒｒａｒ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周茂等， ２０１８［２２］）。 安慰剂检验结果显示， 随机化政策冲击时间后的估

计值集中分布于 ０ 值附近， 因此反推 λ → ０， 这表明无法观测的其他因素对基准估

计结果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前文结论是稳健的。

表 ４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ＬｎＰＦＤＩ Ｌｎ（Ｅｘｐ ＋ １） ＬｎＦｉｘｉｎｖ Ｗａｇｅｒａｔｅ Ｉｎｄｅ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ＦＴＺ ｉｐｔ
　 ０ ２７９∗∗ ０ ２３６∗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３ －０ ０８７ －０ ０７８ ０ ２８６ ０ ２８８∗ ０ ４９９∗∗∗ ０ ４６２∗∗∗

（０ １２９） （０ １３３） （０ ０７０） （０ ０７１） （０ ０９２） （０ ０９８） （０ １９４） （０ １６４） （０ ０５６） （０ １０１）
Ｘ１ × η ｔ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保税区 — — — １ ８０８∗∗∗

（０ ５５１）
— — — — — —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省份×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观测值 １ ３５９ １ ３５９ １ ３５３ １ ３５３ １ ３５９ １ ３５９ １ １７１ １ １７１ １ ３５９ １ ３５９
ａｄｊＲ２ ０ ５３５ ０ ５３８ ０ ５６７ ０ ６４６ ０ ９２２ ０ ９２３ ０ ２５３ ０ ２６１ ０ ９２８ ０ ９３２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所有估计均在城市层面进行稳健标准误聚
类； 为避免零贸易问题， 出口值在水平值基础上加 １ 处理； 由于固定资产价格指数为省级层面数据， 因此第 （９）、 （１０） 两
列估计中不再控制省份×时间固定效应， 只控制时间固定效应； 第 （４） 列估计中为确保保税区的影响不被城市固定效应所
“吸收”， 将不再控制城市固定效应。

（四） 稳健性分析

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可靠， 并从侧面增强对前文研究满足平行趋势的假设、 减少选

址内生性偏误、 排除竞争性假说的信心， 本文从如下三个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一， 利用虚假的处理组城市。 第一、 二批自贸区城市不仅包括了两个直辖

市， 还包括有着重要战略地位的省会城市和新兴城市。 在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和行

政体系下， 城市行政级别是引致城市集聚效应的重要因素， 高级别城市会获得资

金、 人力资本、 优惠政策的优先分配 （江艇等， ２０１８） ［２３］， 假如城市级别同时也影

响到自贸区选址决策， 那么基准估计则存在高估的可能。 为此， 本文将 ７ 个原始处

理组城市替换为与之行政级别、 经济体量相类似的城市， 如北京市、 重庆市、 沈阳

市、 长沙市、 合肥市、 长春市、 东莞市①， 重新对式 （１） 进行估计， 结果见表 ５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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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部分。 可以看到， 更换虚假的处理组后， 自贸区政策对于 ＦＤＩ、 要素价格水平

的影响不再显著， 表明前文的估计是稳健的。 事实上， 从后几批自贸区城市设点可

以看到， 开封市、 襄阳市、 保定市、 红河自治州等普通地级市的存在， 恰好说明中

央对于自贸区的布局是一种全局性安排， 综合考虑了国家战略目标以及地区间均衡

发展所需， 而并非依赖于城市行政级别等因素。

表 ５　 稳健性分析结果

变量 ＬｎＰＦＤＩ Ｌｎ（Ｅｘｐ ＋ １） ＬｎＦｉｘｉｎｖ Ｗａｇｅｒａｔｅ Ｉｎｄｅｘ
第 １ 部分： 更换假的处理组城市

ＦＴＺｉｐｔ

观测值

ａｄｊＲ２

０ １６２ －０ ０３５ －０ １５７∗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６
（０ １６２） （０ ０９２） （０ ０８０） （０ １６９）（０ １２０）

１ ３５９ １ ３５３ １ ３５９ １ １７１ １ ３５９
０ ５３７ ０ ５６７ ０ ９２３ ０ ２５９ ０ ９３２

第 ２ 部分： 更换假的控制组城市

ＦＴＺｉｐｔ

观测值

ａｄｊＲ２

０ ２２５ －０ ４６９ ０ １１７ ２ ６２１ ０ ６１７∗∗∗

（０ ６２６） （０ ８２０） （０ ２７６） （１ ６７６） （０ １５４）
３１５ ３１５ ３１５ ２６９ ３１５

０ ６０５ ０ ５５４ ０ ９４６ ０ ３８２ ０ ９４１
第 ３ 部分： 更换 ＦＤＩ 取值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

ＦＴＺｉｐｔ

观测值

ａｄｊＲ２

０ １５５
（０ １８６）
１ １６８
０ ６６２

上述回归其他控制因素
Ｘ１ × ηｔ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是

省份×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否

第 ４ 部分： 是否存在 ＦＤＩ 的转移效应检验

ＦＴＺｉｐｔ × Ｏｔｈｅｒｐｔ

观测值

ａｄｊＲ２

城市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０ ２１９
（０ １３５）
１ ３５９
０ １３１
是

是

注：∗∗∗、∗分别表示在 １％、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所有估计均在城市层面进行稳健标准误聚类。

第二， 利用虚假的控制组城市。 同样的思路， 本文利用假的控制组重新进行估

计， 在同为自贸区城市的样本内进行研究， 将其后批次的自贸区城市作为第一、 二

批城市的 “假的反事实”， 同时也考察了自贸区城市固有特征是否会产生显著影

响。 结果见表 ５ 第 ２ 部分， 可以看到， 本文的基准回归是可靠的。
第三， 利用虚假的 ＦＤＩ 作为因变量。 相较于其他因变量， ＦＤＩ 与对外开放政策之间

可能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内生性关系。 为缓解这一担忧， 本文将样本期内的 ＦＤＩ 数据替换

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 ９ 年的数据， 重新对式 （１） 进行估计， 结果见表 ５ 第 ３ 部分。 此时，
自贸区政策对 ＦＤＩ 作用的显著性消失了， 表明潜在的担忧并未对估计产生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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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进一步分析： 是否存在地区间 ＦＤＩ 的转移效应

自贸区的投资管理制度改革有效降低了 ＦＤＩ 准入门槛， 促进了 ＦＤＩ 向自贸区所

在城市的集聚， 基准估计结果也证实了这一论断。 但是， 必须厘清的一点是， 自贸

区政策带来的 ＦＤＩ 增加是否只是一种 ＦＤＩ 的缪尔达尔 “回浪效应”， 即 ＦＤＩ 由落后

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现象。 如果这种效应是存在并显著的， 那么自贸区政策显然

没有带来整个净福利的增加， 只会引致地区间不平衡的进一步加剧。 对此， 本文假

定 ＦＤＩ 的转移效应主要发生在同省份不同城市之间， 通过估计如下模型来进行

检验：
Ｙｉｐｔ ＝ αｉ ＋ β１Ｏｔｈｅｒｐｔ ＋ β２ＦＴＺ ｉｐｔ × Ｏｔｈｅｒｐｔ ＋ φｔ ＋ （Ｘ１ × ηｔ）β３ ＋ εｉｐｔ （４）

在式 （１） 的基础上， 本文引入了虚拟变量 Ｏｔｈｅｒｐｔ 以及其与自贸区政策干预的

交互项 ＦＴＺ ｉｐｔ × Ｏｔｈｅｒｐｔ 。 对于省份 ｐ 而言， 若在 ｔ 年该省份存在自贸区城市， Ｏｔｈｅｒｐｔ
＝ １， 否则为 ０。 由于包含省份信息的虚拟变量 Ｏｔｈｅｒｐｔ 存在， 式 （４） 只控制时间固

定效应而不再控制省份×时间固定效应， 那么则有：

　
Ｙｉｐｔ ＝ αｉ ＋ β１ ＋ β２ ＋ φｔ ＋ （Ｘ１ × ηｔ）β３ ＋ εｉｐｔ 　 ｉｆ　 ＦＴＺ ｉｐｔ ＝ １， Ｏｔｈｅｒｐｔ ＝ １　 （５）
Ｙｉｐｔ ＝ αｉ ＋ β１ 　 　 ＋ φｔ ＋ （Ｘ１ × ηｔ）β３ ＋ εｉｐｔ 　 ｉｆ　 ＦＴＺ ｉｐｔ ＝ ０， Ｏｔｈｅｒｐｔ ＝ １　 （６）{
式 （５） 含义为城市 ｉ 为自贸区城市的效应， 式 （６） 含义为城市 ｉ 并非自贸区

城市但该省份存在自贸区城市的效应。 那么， β２ ＝ （５） － （６） 则反映了某省份内部

ＦＤＩ 在非自贸区城市与自贸区城市之间的转移效应。 若 β２ 显著为正， 则本文所担

心的 “回浪效应” 是存在的。 估计结果见表 ５ 第 ４ 部分， 可以看到， 系数 β２ 的估

计并不显著， 自贸区政策实施的确带来整个地区净福利的增加。

五、 结论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 是中国政府进一步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和推进国

家深层次改革的重要战略安排。 本文利用城市层面面板数据， 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

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验证。 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 自贸区的设立提高了城市吸引

ＦＤＩ 的整体水平， 并且 ＦＤＩ 增加并非来自于其他城市的转移效应而是政策带来的净

增长； 第二， 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的实施形成了 “灯塔效应”， 推动了劳动力要素和

资产要素价格水平的上涨； 第三， 由于自贸区城市原有保税区已经实施贸易便利化、
通关便利化等措施， 政策红利在前期得到了释放， 因此自贸区政策对所在城市出口贸

易的短期影响并不显著， 长期影响有待进一步观察； 第四， 自贸区政策的实施对当地

固定资产投资并未产生 “挤进” 或 “挤出” 效应。 上述结论在安慰剂检验和多角度

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由于当前可用于研究的自贸区样本城市有限且受政策实施时长制约， 因此在政

策效果的估计方面尚有改进的空间， 而本文提供的因果识别事实反映了自贸区政策

对地区经济影响的重要特征， 为后续研究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基于本文的研究， 可

以得到以下启示与展望： 首先， 尽管自贸区依城市而建， 但区域覆盖范围毕竟有

限， 除海南自贸港外每个自贸区范围均在 １２０ 平方公里左右， 其主要功能仍然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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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改革的试验田” 进行先行先试， 因此， 对待自贸区的政策效果应该持有更加

审慎的态度； 其次， 自贸区总体方案中重要的一点是 “风险可控”， 意味着既要从

创新中得到溢价， 也要避免系统性风险， 这就要求管理者在促进政策红利释放的同

时又要避免负面冲击， 这对政策制定过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最后， 由于地理环

境、 自然禀赋、 产业基础的特点各异， 不同自贸区应该推进差异化的制度创新， 深

挖政府赋予的建设内涵， 对于不同发展水平、 处于不同地域的自贸区要明确自身定

位， 不宜冒进效仿， 要正确面对经济政策的时间成本和协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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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ｉｌｏｔ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
ＬＩＵ Ｙａｎｇ　 ＱＵ Ｒｕｘｉａｏ　 ＺＥＮＧ Ｙａｎｐ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 （ＦＴＺ） ｉｓ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ｎ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ｄｅｒ． Ｉｔ ｉｓ ｕｎｐｒｅｃｅ⁃
ｄｅ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ｓ ｕｓｅｄ ａｓ ａ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ｅｓｔ ｆｉｅｌｄ” ｔｏ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ｆｌｏｗ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ｄ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１５１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０９ ａｎｄ ２０１７，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ｇｅｒｅｄ ＤＩ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ＤＩ），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ＦＴＺｓ．
Ｔｈａｔ ｍｅａｎｓ ａ ｎｅｔ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ｇａｉｎ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ｇａｉｎ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ａ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ＴＺ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ａ
“ｂｅａｃ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ｏ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ｓｅｔ ｕｐ ｔｈｅ ＦＴＺｓ，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ａ ｂｏｎｄｅｄ ｚｏｎｅ
ｐｒｉｏｒ ｔｏ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ＴＺｓ．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ｓ ａｒ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
ｌｙ ｓｔａｇ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ＴＺ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ｓ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ｔｓ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ｉｍｐａｃｔ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ＦＴＺ ｈａｓ ｎｏｔ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 “ｃｒｏｗｄｉｎｇ ｉｎ” ｏｒ “ｃｒｏｗｄｉｎｇ ｏｕ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ｆｉｘｅｄ⁃ａｓｓｅｔ ｉｎ⁃
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ｖａｌｉ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ａｎ⁃
ｇｌｅ ｒｏｂｕｓ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ｉｌｏｔ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ｇｅｒｅｄ Ｄ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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