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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系统构建 １９９５—２０１８ 年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产能合

作的贸易和投资相似度和结合度指数， 并基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
考察中国与其产能互补竞争演进状况， 验证产能贸易与投资的双向耦合关系， 并通

过双重差分法分析 “一带一路” 倡议对竞争与合作耦合效应的政策性影响。 实证

研究表明： 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产能贸易和产能投资存在双向耦合作用

效应， 即滞后期的 “一带一路” 产能贸易和投资显著促进当期的产能贸易和投资；
产能贸易和产能投资互补竞争性在短期内耦合影响较大， 长期内耦合作用较弱。 异

质性检验发现， 沿线发展中国家存在竞争性和互补性耦合效应， 沿线发达国家存在

竞争性耦合效应， 而且东亚及东盟国家呈现正向的竞争互补耦合效应， 西亚及中亚

国家呈现负向竞争和正向互补耦合效应， 独联体及中东欧国家呈现正向的竞争耦合

效应。 另外， “一带一路” 倡议对产能贸易和投资互补竞争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且随着产能贸易和投资竞合联系加深， “一带一路” 倡议的政策作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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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在经济 “新常态” 的背景下，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为中国推动产能合作，
提升全球价值链位势带来了历史机遇。 ２０１９ 年第二届 “一带一路” 合作峰会提出

“继续建设经济走廊、 经贸合作区和相关的合作项目， 加强价值链、 产业链、 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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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合作”。 产能贸易与产能投资成为推进 “一带一路” 产能合作的重要方式。 目

前， 大多数文献认为， 在中国企业加快 “走出去” 背景下， 产能贸易和产能投资

相互影响， 存在较强的影响效应和相互联动作用， 即耦合效应。 企业对外投资具有

重要的 “出口促进” 效应 （蒋冠宏和蒋殿春， ２０１４） ［１］， 同时企业对外投资也是出

口贸易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而且， 产能贸易和产能投资的发展往往取决于中国与东

道国经贸竞争与互补的关系 （李敬等， ２０１７） ［２］。 事实上，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

深入发展， 中国与沿线国家逐步形成优势互补、 区域融合和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体

系， 成为中国国际产能合作的新增长点。 因此， 理清 “一带一路” 背景下中国与沿

线国家产能贸易与产能投资的竞争互补的内在耦合关系， 对于深化 “一带一路” 国

际产能合作， 构建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前， 随着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以及中国经济进入 “新常态”， 以产能贸易

和产能投资为主的产能合作作为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新模式， 愈发受到学界关

注 （杨剑侠和张杰， ２０２０） ［３］。 大多数学者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 分析研究中国国

际产能合作的战略意义， 认为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有助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 构建新

的区域价值链， 重塑国内经济地理格局 （张洪和梁松， ２０１５［４］； 张梅， ２０１６［５］；
吴福象和段巍， ２０１７［６］）。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进， 国际产能合作已经成为

“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实现形式 （许培源和罗琴秀， ２０２０） ［７］。 纵观现有文献，
有关 “一带一路” 产能合作的文献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从国别角度定性分析

“一带一路” 倡议的政策背景， 以及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国际关系、 地缘关系对产能

发展的影响情况 （李晓 等， ２０１５［８］； 金玲， ２０１５［９］； 韩永辉和罗晓斐， ２０１７［１０］；
王颖等， ２０１８［１１］）； 二是着重从产业、 金融、 贸易投资和文化方面探索中国与 “一
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经济关系和合作前景， 比如贸易的竞争互补性 （韩永辉和邹

建华， ２０１４） ［１２］、 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周五七， ２０１５［１３］； 熊彬和王梦娇，
２０１８［１４］； 韩永辉等， ２０１９［１５］ ）、 贸易便利化程度 （葛纯宝和于津平， ２０２０） ［１６］、
产能治理机制 （吴福象和段巍， ２０１７）、 文化交流 （李青等， ２０２０） ［１７］ 等； 三是从

政策角度提出中国与沿线国家深化发展的合作方向和建议 （郭宏宇和竺彩华，
２０１４［１８］； 夏先良， ２０１５［１９］； 沈铭辉和张中元， ２０１７［２０］； 方慧和赵甜， ２０１７［２１］）。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贸易与投资的耦合关系， 而鲜有文献基于竞争互补视

角考察 “一带一路” 背景下中国贸易和投资的耦合情况。 例如， Ｈｏｒｎ 和 Ｐｅｒｓｓｏｎ
（２０１１） ［２２］认为贸易竞争提高了贸易成本， 形成贸易壁垒，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跨境并购活动； 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等 （２０１４） ［２３］发现贸易竞争可以弥补贸易成本下降所产生

的效应， 对国际投资具有正向激励作用。 近年来， 部分学者开始立足地方省市的维

度， 探索地方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耦合效应。 例如， 韩永辉等

（２０１９） ［２４］对广东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联动性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但缺乏严

谨的理论机制分析， 未能剖析变量间的动态耦合效应， 也未深入辨析 “一带一路”
政策事件的影响。 总结而言， 以往研究忽略了在竞争互补理论框架下贸易与投资两

者的耦合效应， 也未能深入剖析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贸易与投资的理论

影响机理， 这为本文提供了研究空间。 事实上， “一带一路” 倡议通过整合要素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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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与沿线国家开展产能合作， 有助于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布局产能， 促进了中国各地

方区域加快对沿线国家开放的步伐。 基于此， 本文采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手

段， 构建产能相似性和互补性多维度指数， 深入分析中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

家在产能贸易和产能投资的竞合状况， 考察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产能贸

易与产能投资上的动态耦合效应， 以此为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产能合作， 促进全球

价值链联动升级提出针对性建议。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 （１） 研究视角上， 以往文献鲜有对产能贸易投资

的竞争与互补的耦合性进行深入分析， 本文基于国际产能合作的耦合性， 将贸易

和投资纳入统一理论分析框架， 剖析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

理论传导机理， 深入分析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的动态耦合作用效应， 这是

对以往理论研究的扩展。 （２） 实证分析上，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模型、
动态面板 ＧＭＭ 模型、 向量自回归模型、 脉冲响应函数等计量方法检验中国与 “一
带一路” 沿线国家产能贸易投资的相互作用， 研究系统间两者的耦合关系， 这是

对以往研究的实证拓展。 （３） 政策实践上， 本文以 “一带一路” 倡议作为政策事

件， 采用双重差分法 （ＤＩＤ） 分析 “一带一路” 倡议对中国与沿线国家产能合作

的政策影响， 系统评价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效果， 为加强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产能合作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为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提供经验

参考。

二、 理论假说提出

（一） 投资对贸易的竞合耦合影响机制

现有研究主要从技术升级角度关注产能投资对产能贸易的竞合耦合影响。 一方

面， 母国对外投资流入有利于强化东道国贸易优势， 强化双边贸易竞争程度。 外商

投资增长带来的投资增长效应， 为东道国带来了技术创新的收益， 并持续推动技术

改革创新。 而随着双边技术差距的缩小， 外商投资进一步促进东道国进行技术研发

和创新， 进而推动东道国贸易产品创新， 推动东道国贸易产品质量向母国贸易产品

收敛， 从而加强了母国与东道国在贸易产品上的竞争性。 此外， 双边或多边自由投

资协定、 国际产能合作文件等协议文件的签订推动东道国的贸易成本发生变动， 并

通过贸易方面的创造、 技术转移作用以及替代效应， 直接影响了母国对东道国的进

出口贸易额。 传统国际经济学理论认为， 一国的出口竞争力源于其对外贸易结构，
商品附加值越高、 资本越密集， 则国际市场份额上升速度越快。 而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 其商品出口一般依赖于其自然资源和要素禀赋所形成

的比较优势， 主要出口自然资源、 轻工业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 相对而言， 中国

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 因此中国资本输出有助于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引进较

为成熟的管理方法、 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管理理念， 并通过引入中国的资本密集型

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加快推动沿线国家产业内结构升级， 进而提升沿线国家商

品结构优化升级， 最终形成由资本、 技术、 管理及制度创新所形成的动态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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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全发和陈平， ２００５） ［２５］。 同时， 这也会逐渐推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与中

国的贸易产品结构趋同化， 提高母国和东道国在产能贸易方面的双边竞争程度。
另一方面， 国际投资有利于促进双边贸易互补发展。 一般而言， 国际投资通过

技术升级作用于进出口贸易的实际影响， 并非均等地作用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
使进出口贸易对于技术创新并非始终表现为互相竞争性， 而更多体现出互补性。 传

统理论认为， 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被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控制的东道国

生产部门， 外商投资将使东道国持续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从而难以自发地实现

技术改革， 由此母国与东道国将长期处于产业互补阶段。 而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认

为， 母国对外投资应基于自身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 扩大与东道国的比较成本距

离， 共同推动形成母国与东道国的产业投资互补格局 （Ｈｅｌ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４） ［２６］。
因此， 中国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国际投资有利于推进自身产业转移， 促进经济相对

落后的东道国进行产业承接， 从而促进母国和东道国经济互补性共同发展， 并促进

东道国扩大相关互补性产品的生产规模 （孙好雨， ２０１９） ［２７］， 最终实现商品贸易出

口规模的扩大和双边贸易互补性的提升。 综上而言， 产能投资对产能贸易具有重要

的耦合效应， 本文提出假说一。
假说一： 产能投资对产能贸易具有显著的正向耦合作用。
（二） 贸易对投资的竞合耦合影响机制

当前， 大多研究主要从贸易协定文件方面探讨贸易对投资的耦合影响。 一方

面， 产能贸易的规模化发展推动了产能投资市场形成激烈的竞争环境。 自 ２０１３ 年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 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签订了多个产能合作文

件、 区域贸易协定、 自贸区合作等制度性文件， 以促进双边贸易发展。 一般来说，
产能贸易合作文件、 区域贸易协定等协议主要通过提升东道国市场监管质量、 营造

良好的市场经营环境等渠道吸引外商投资。 理论上， 双边贸易协定、 产能贸易协定

等文本协议主要基于 “竞争中性” 原则， 设立贸易竞争条款等政策性条款， 其中

包括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度的条款， 例如减少国际资本流动障碍壁垒、 消除外国投资

者参与国内经济活动的限制、 落实对服务自由化的承诺等， 以提高双边贸易产品在

商品市场的自由竞争程度， 为外商直接投资创造更为公平的投资环境 （林梦瑶和

张中元， ２０１９） ［２８］。 这些条款不仅促进了双边贸易规模化发展， 而且降低了产能投

资成本， 吸引了产能投资大量流入， 从而导致双边产能投资竞争市场环境更为激

烈。 另一方面， 产能贸易互补发展有利于促进双边投资互补合作。 当前， 中国企业

进行出口贸易是基于东道国的产业和市场需求， 从而更多采取互补型出口贸易。 随

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深入发展， 中国企业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生产率和

获利率得到提升， 这有利于提升中国企业良好的投资预期， 促进企业在东道国投资

设厂， 从而增加企业相关产能投资。 综上， 产能贸易对产能投资具有较强的耦合作

用， 本文提出假说二。
假说二： 产能贸易对产能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耦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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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 计量模型构建

本文参考 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和 Ｂｏｎｄ （１９９８） ［２９］、 孙正 （２０１７） ［３０］ 的经验做法构建以下

实证模型， 分析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产能贸易与投资竞争合作的内在经

济逻辑。

ＫＴ
ａｂｔ ＝ β０ ＋ ∑ ｎ

ｊ ＝ １
β１ｊ ＫＴ

ａｂｔ－ｊ ＋ ∑ ｎ

ｊ ＝ １
β２ｊ ＫＦ

ａｂｔ－ｊ ＋ ∑ ｎ

ｊ ＝ １
β３ｊ Ｘａｂｔ－ｊ ＋ ηａｂｔ ＋ ζａｂｔ ＋ εａｂｔ

（１）

ＫＦ
ａｂｔ ＝ γ０ ＋ ∑ ｎ

ｊ ＝ １
γ１ｊ ＫＦ

ａｂｔ－ｊ ＋ ∑ ｎ

ｊ ＝ １
γ２ｊ ＫＴ

ａｂｔ－ｊ ＋ ∑ ｎ

ｊ ＝ １
γ３ｊ Ｘａｂｔ－ｊ ＋ ηａｂｔ ＋ ζａｂｔ ＋ εａｂｔ

（２）
式 （１） 和式 （２） 中， ＫＴ

ａｂｔ 和 ＫＦ
ａｂｔ 分别是 ａ 国与 ｂ 国在 ｔ 期的产能相似度指数

（ＥＳＩ 指数） 或产能结合度指数 （ＴＩＩ 指数）， ＫＴ
ａｂｔ－ｊ和ＫＦ

ａｂｔ－ｊ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分别是 ａ 地对 ｂ 地滞后 ｊ 阶的产能贸易与投资相似度指数 （ＥＳＩ 指数） 或结合度指

数 （ＴＩＩ 指数）。 Ｘａｂｔ－ｊ 代表着控制变量。 ηａｂｔ 和 ζａｂｔ 分别表示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 εａｂｔ

为随机干扰项。 本文重点考察产能贸易和产能投资的竞合耦合效应， 因此在式

（１） 和式 （２） 引入滞后期的产能贸易投资的相似度指数和互补性指数， 以此考察

两者的耦合效应。 其中， 系数 β１、 β２ 和 γ１、 γ２ 衡量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产

能贸易与投资耦合性的方向。
（二） 变量与数据

１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１９９５—２０１８ 年 “一带一路” ５９ 个沿线国家作为样本 （表 １）， 数据

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及其报告、 世界贸易数据

库、 世界银行数据库、 万德数据库、 中国对外投资公报、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及其

报告、 部分国家经济统计部门数据以及相关统计公报等。

表 １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样本及地区分布

区域名称 国家名称

东亚 １ 国 蒙古

东盟 ８ 国 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文莱、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越南、 泰国、 菲律宾

西亚 １７ 国
希腊、 土耳其、 埃及、 巴勒斯坦、 科威特、 伊朗、 塞浦路斯、 阿曼、 以色列、 巴林、 约
旦、 阿联酋、 卡塔尔、 黎巴嫩、 叙利亚、 沙特、 伊拉克

南亚 ７ 国 斯里兰卡、 印度、 巴基斯坦、 不丹、 孟加拉国、 马尔代夫、 尼泊尔

中亚 ３ 国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独联体 ７ 国 俄罗斯、 摩尔多瓦、 阿塞拜疆、 白俄罗斯、 格鲁吉亚、 乌克兰、 亚美尼亚

中东欧 １６ 国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阿尔巴尼亚、 塞尔维亚、 斯洛伐克、 波黑、 捷克、 斯洛文尼亚、
拉脱维亚、 北马其顿、 爱沙尼亚、 波兰、 匈牙利、 立陶宛、 克罗地亚、 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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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变量设定

核心变量： 本文构建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相似度指数和结合度指数，
以分析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竞争性与互补性。

相似度指数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ＥＳＩ） 最早由 Ｆｉｎｇｅｒ 等 （１９７９） ［３１］ 用于商

品域测算， Ｇｌｉｃｋ 和 Ｒｏｓｅ （１９９９） ［３２］进行完善并拓展到市场域测算。 本文借鉴 Ｇｌｉｃｋ
和 Ｒｏｓｅ （１９９９） 的经验做法， 构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相似度指数， 公式为：

ＥＳＩａｂ ＝ ∑ ｎ

ｉ ＝ ０

Ｘ ｉ
ａｋ ／ Ｘａｋ ＋ Ｘ ｉ

ｂｋ ／ Ｘｂｋ

２
æ

è
ç

ö

ø
÷ × １ －

Ｘ ｉ
ａｋ ／ Ｘａｋ － Ｘ ｉ

ｂｋ ／ Ｘｂｋ

Ｘ ｉ
ａｋ ／ Ｘａｋ ＋ Ｘ ｉ

ｂｋ ／ Ｘｂｋ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 １００

（３）
其中， Ｘ ｉ

ａｋ ／ Ｘａｋ 代表 ａ 国至 ｋ 市场的某种产品出口额 （或投资额） 占 ａ 国至 ｋ 市

场的出口总额 （或投资总额） 的比重， Ｘ ｉ
ｂｋ ／ Ｘｂｋ 代表 ｂ 国至 ｋ 市场的某种产品出口额

（或投资额） 占 ｂ 国至 ｋ 市场的出口总额 （或投资总额） 的比重， ｋ 市场为世界市

场。 相似度指数范围为 ０～１００， 值越大， 表示两国的贸易投资相似度越大， 竞争性

越强。 ＥＳＩ 包括贸易相似度 ＥＳＩ＿Ｔ 和投资相似度 ＥＳＩ＿Ｆ。
结合度指数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ＴＩＩ） 用于分析中国与沿线国家产能贸易投

资依存程度。 ＴＩＩ 指标值越大， 表示两国贸易投资的联系越紧密， 公式为：

ＴＩＩａｂ ＝
Ｘａｂ ／ Ｘａ

Ｍｂ ／ Ｍｗ
（４）

其中， Ｘａｂ 代表 ａ 国至 ｂ 国的出口额 （或对外投资额）， Ｘａ 代表 ａ 国的出口总额

（或对外投资总额），Ｍｂ 表示 ｂ 国的进口总额 （或吸引外资总额），Ｍｗ 代表世界进口总

额 （或吸引外资总额）， ｗ 代表世界市场。 当 ＴＩＩａｂ ＞１ 时， 两国的产能贸易投资联系

结合度大， 互补性越强。 ＴＩＩ 指数包括贸易结合度 ＴＩＩ＿Ｔ 和投资结合度 ＴＩＩ＿ Ｆ。
控制变量： 参照黄亮雄等 （２０１６） ［３３］ 等已有文献， 本文选取 “一带一路” 沿

线国家的总劳动力 （ ｌａｂ）、 工业比重与服务业比重之比 （ ｒｒ）、 工业增加值 （ ｉｎｄ）、
高新科技出口额 （ ｔｅｃ）、 矿物能源出口占比 （ｍｉｎ）、 ＧＤＰ 单位能耗 （ ｅｎｅ） 作为控

制变量。

四、 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分析

表 ２ 为固定效应模型基准回归结果， 其中， 方程 （１） 和方程 （２） 是产能相

似度模型， 方程 （３） 和方程 （４） 是产能结合度模型。 具体而言， 方程 （１） 中，
产能贸易相似度 Ｌ ｌｐｅｓｉ＿ ｔ 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中国对沿线国家过去的产能贸易相

似性能持续推动未来的产能贸易相似性； 产能投资相似度 Ｌ ｌｐｅｓｉ＿ ｆ 系数也显著为

正， 表明中国与沿线国家产能投资相似度的增加会促进两者的产能贸易相似度增

加。 方程 （２） 中， 产能贸易相似度 Ｌ ｌｐｅｓｉ＿ ｔ 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中国与沿线国家

产能贸易相似度的增加会促进产能投资相似度增加； 产能投资相似度 Ｌ ｌｐｅｓｉ＿ ｆ 系数

显著为正， 说明中国与沿线国家产能投资相似度也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 方程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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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固定效应模型基准回归

变量

产能相似度模型 产能结合度模型

方程 （１）
ｌｐｅｓｉ＿ｔ

方程 （２）
ｌｐｅｓｉ＿ ｆ

方程 （３）
ｌｐｔｉｉ＿ｔ

方程 （４）
ｌｐｔｉｉ＿ ｆ

Ｌ ｌｐｅｓｉ＿ｔ ０ ８９５∗∗∗ ０ ０４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１）

Ｌ ｌｐｅｓｉ＿ ｆ ０ ０３８∗ ０ ８８８∗∗∗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５）

Ｌ ｌｐｔｉｉ＿ｔ ０ ８３１∗∗∗ ０ １５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３４）

Ｌ ｌｐｔｉｉ＿ ｆ ０ ０２２∗∗ ０ ７３７∗∗∗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１）

Ｌ ｌｐｌａｂ ０ ０６２∗∗∗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１∗∗ ０ １２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７） （０ ０３２）

Ｌ ｒ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３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５）

Ｌ ｌｐｍｉｎ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７）

Ｌ ｌｐｅｎｅ ０ ０４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６）

ｃｏｎｓ
－０ ７６５∗∗∗ －３ ９９８∗∗∗ －６ ６１６∗∗∗ －１ ８５５∗∗∗

（０ １９５） （０ ９２８） （１ ４３０） （０ ４８６）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洲际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８４８ ０ ８２５ ０ ８３７ ０ ６７４
Ｎ １ ３５７ １ ３５７ １ ３５７ １ ３５７

注： Ｌ 代表一阶滞后，∗、∗∗和∗∗∗分别代表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的数值为稳健聚类标准误。
下表同。

中， 产能贸易结合度 Ｌ ｌｐｔｉｉ＿ ｔ 和产能投资结合度 Ｌ ｌｐｔｉｉ＿ ｆ 系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前

期的产能贸易投资结合度会对当期的产能贸易结合度产生正向的影响。 方程 （４）
中， 产能贸易结合度 Ｌ ｌｐｔｉｉ＿ ｔ 和产能投资结合度 Ｌ ｌｐｔｉｉ＿ ｆ 系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前

期的产能贸易结合度和投资结合度也会增加当期的产能投资结合度。 在经济机制

上， 中国与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耦合效应是基于国家间的生产模式差异所形成， 其

根本原因是比较优势差异， 表现为两国之间产能合作的匹配程度。 当国家间产能贸

易和产能投资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时， 消除关税壁垒、 提高经济一体化水平等措施有

利于发挥贸易投资创造效应， 从而实现优势互补。 另外， 两国间相似的自然要素禀

赋决定了短期内两国经济结构难以改变， 从而两国产能贸易投资具有较强的竞争

性。 同时， 国家间产能贸易和投资互补格局的形成刺激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 产能

贸易和产能投资两者间实现了明显的互动关系。 当前， “一带一路” 倡议已经成为

中国与沿线国家重要的产能合作平台， 对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产生举足轻重

的影响。 这意味着： 一方面， 沿线国家在制度安排、 市场结构和基础设施等一系列

贸易投资环境上的改善， 预示微观主体获利机会的增加， 将成为吸引中国贸易投资

产能的重要动力； 另一方面， 中国企业 “走出去” 需要把握在 “一带一路” 沿线

９４１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一带一路” 专题



国家的贸易和投资机会， 这将积极影响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和再投资的预

期和激励。 因此， 本文假说一和假说二得以验证。
在控制变量方面， 总劳动力 （Ｌ ｌｐｌａｂ） 均显著， 说明劳动力市场是影响中国

与沿线国家产能耦合的重要影响因素。 工业与服务业比重之比 （Ｌ ｒｒ） 和矿物能源

出口占比 （Ｌ ｌｐｍｉｎ） 对产能投资相似度指数显著为负， 说明能源工业发展对产能

投资相似度具有负向影响。 此外， ＧＤＰ 单位能耗 （Ｌ ｌｐｅｎｅ） 对产能贸易相似度和

产能投资结合度显著为正， 说明沿线国家大多处于经济规模扩张的阶段， 对能源具

有较大依赖性。
（二） 稳健性检验

１ 内生性检验

由于基准模型设定包括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 因而基准模型设定可能存在

内生性问题。 本文基于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 和 Ｂｏｎｄ （１９９１） ［３４］ 的处理方法， 采用动态系统

ＧＭＭ 估计法进行回归， 以缓解内生性问题。 实证结果如表 ３ 所示， 本文结论依

然稳健。

表 ３　 动态系统 ＧＭＭ估计模型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产能相似度模型 产能结合度模型

方程 （１）
ｌｐｅｓｉ＿ｔ

方程 （２）
ｌｐｅｓｉ＿ ｆ

方程 （３）
ｌｐｔｉｉ＿ｔ

方程 （４）
ｌｐｔｉｉ＿ ｆ

Ｌ ｌｐｅｓｉ＿ｔ ０ ６６５∗∗∗ ０ ５９２∗∗∗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８）

Ｌ ｌｐｅｓｉ＿ ｆ ０ １８４∗∗∗ ０ ０９３∗∗∗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４）

Ｌ ｌｐｔｉｉ＿ｔ ０ ５０５∗∗∗ ０ ２６９∗∗∗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７）

Ｌ ｌｐｔｉｉ＿ ｆ ０ ０６２∗∗∗ ０ １０８∗

（０ ０１５） （０ ０５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洲际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ＡＲ （２） ０ １５４ ０ ２４７ ０ １８９ ０ ２２１

Ｓａｒｇａｎ ０ ８５１ ０ ９３３ ０ ７９６ ０ ９５９
Ｎ １ ３５７ １ ３５７ １ ３５７ １ ３５７

２ 向量自回归检验

为了更好控制个体异质性和动态性特征， 本文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ＰＶＡＲ） 进行验证。 本文先采用 ＡＩＣ、 ＨＱＩＣ 和 ＳＩＣ 三种信息准则检验以确定模型

滞后阶数， 显示模型滞后阶数应选取 “１”。 然后采用向量自回归方法进行估计。
表 ４ 为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可见， 本文结果依然具有稳健性。

在向量自回归估计的基础上， 本文运用脉冲响应函数， 考察中国与沿线国家产

能贸易投资竞合的冲击效应和动态演化效应。 图 １ 为脉冲函数图， 从自身冲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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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产能贸易和产能投资均表现出正向冲击效应， 说明产能贸易投资竞争性与互补

性存在正相关的耦合效应。 从产能贸易投资相似性和互补性的相互冲击情况来看，
产能贸易对产能投资具有正向效应， 产能投资对产能贸易也具有正向冲击影响， 且

在短期内冲击效应较大， 长期内正向效应减弱。

表 ４　 向量自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产能相似度模型 产能结合度模型

方程 （１）
ｌｐｅｓｉ＿ｔ

方程 （２）
ｌｐｅｓｉ＿ ｆ

方程 （３）
ｌｐｔｉｉ＿ｔ

方程 （４）
ｌｐｔｉｉ＿ ｆ

Ｌ ｌｐｅｓｉ＿ｔ ０ ９３９∗∗∗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５） （０ ０１８）

Ｌ ｌｐｅｓｉ＿ ｆ ０ ０７１∗∗ ０ ７１０∗∗∗

（０ ０２９） （０ ０４５）

Ｌ ｌｐｔｉｉ＿ｔ １ １３４∗∗∗ ０ ５８６∗∗

（０ １６８） （０ ２７２）

Ｌ ｌｐｔｉｉ＿ ｆ ０ １４５∗∗ ０ ２８２∗

（０ ０７２） （０ １４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Ｎ １ ３５７ １ ３５７ １ ３５７ １ ３５７

图 １　 向量自回归脉冲函数图

（三） 异质性检验

１ 经济发展异质性

考虑到沿线国家的经济水平可能会影响产能合作耦合效应， 本文基于 ＯＥＣＤ 国

家的分类标准， 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检验。 结果如表 ５ 所示， 产能贸易

投资的竞争性均具有耦合效应。 中国与沿线发达国家的产能投资和产能贸易不具有

显著耦合效应， 中国与沿线发展中国家具有显著产能互补性耦合作用。 这意味着，
中国与沿线发展中国家呈现出竞争性与互补性的产能耦合效应， 而与沿线发达国家

主要为竞争性的耦合效应， 说明中国与沿线发达国家的产能合作处于初级阶段， 仍

具有较大互补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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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经济发展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沿线发达国家 沿线发展中国家

产能相似度模型 产能结合度模型 产能相似度模型 产能结合度模型

（１）
ｌｐｅｓｉ＿ｔ

（２）
ｌｐｅｓｉ＿ ｆ

（３）
ｌｐｔｉｉ＿ｔ

（４）
ｌｐｔｉｉ＿ ｆ

（５）
ｌｐｅｓｉ＿ｔ

（６）
ｌｐｅｓｉ＿ ｆ

（７）
ｌｐｔｉｉ＿ｔ

（８）
ｌｐｔｉｉ＿ ｆ

Ｌ ｌｐｅｓｉ＿ｔ 　 ０ ８１９∗∗∗ 　 ０ １１０∗∗∗ 　 ０ ８９７∗∗∗ 　 ０ ０４２∗∗∗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２）

Ｌ ｌｐｅｓｉ＿ ｆ 　 ０ ０４６∗ 　 ０ ８８５∗∗∗ 　 ０ ０４３∗ 　 ０ ８８１∗∗∗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７）

Ｌ ｌｐｔｉｉ＿ｔ 　 ０ ６４９∗∗∗ ０ １５５ 　 ０ ８３９∗∗∗ 　 ０ １３９∗∗∗

（０ ０４８） （０ １８２） （０ ０１９） （０ ０３２）

Ｌ ｌｐｔｉｉ＿ ｆ ０ ０２３ ０ ５８５∗∗∗ ０ ０２３∗ ０ ７７８∗∗∗

（０ ０１９） （０ ０５６）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洲际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８２１ ０ ９２２ ０ ７９２ ０ ４８３ ０ ８５０ ０ ８０４ ０ ８４２ ０ ７３３
Ｎ ２５３ ２５３ ２５３ ２５３ １ １０４ １ １０４ １ １０４ １ １０４

２ 地理区位异质性

考虑到沿线国家在地理区位具有较大的差异性， 本文分为东亚及东盟、 西亚及

中亚、 南亚、 独联体及中东欧等四个区域进行检验。 结果如表 ６ 所示， 中国与东亚

及东盟国家呈现出正向的竞争性和互补性耦合作用， 说明中国与东亚及东盟国家的

产能耦合作用既有竞争性， 也有互补性。 中国与西亚及中亚国家呈现出负向竞争性

和正向互补性耦合作用， 原因在于西亚及中亚国家主要以能源与矿业作为支柱产

业， 与中国产业具有较大互补性。 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耦合效应不明显， 说明中国与

南亚国家的产能合作水平仍相对较低， 需继续深化与南亚的产能合作。 中国与独联

体及中东欧国家具有明显的竞争性， 而互补性不显著， 说明中国与独联体和中东欧

国家的产能贸易投资具有较强的竞争性水平， 且中国与独联体及中东欧国家的产能

互补性耦合作用不明显， 需拓宽与独联体及中东欧国家的产能合作领域， 推动中欧

班列建设发展， 加快 “一带一路” 倡议深入发展。

表 ６　 地理区位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东亚及东盟国家 西亚及中亚国家

产能相似度模型 产能结合度模型 产能相似度模型 产能结合度模型

（１）
ｌｐｅｓｉ＿ｔ

（２）
ｌｐｅｓｉ＿ ｆ

（３）
ｌｐｔｉｉ＿ｔ

（４）
ｌｐｔｉｉ＿ ｆ

（５）
ｌｐｅｓｉ＿ｔ

（６）
ｌｐｅｓｉ＿ ｆ

（７）
ｌｐｔｉｉ＿ｔ

（８）
ｌｐｔｉｉ＿ ｆ

Ｌ ｌｐｅｓｉ＿ｔ 　 ０ ８６２∗∗∗ 　 ０ ０４４∗ 　 ０ ８８６∗∗∗　 －０ ０４２∗∗

（０ ０３９）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１）

Ｌ ｌｐｅｓｉ＿ ｆ ０ ０８８∗ ０ ８９１∗∗∗ －０ ０４８∗ ０ ７７０∗∗∗

（０ ０５１） （０ ０３４）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９）

Ｌ ｌｐｔｉｉ＿ｔ 　 ０ ９１２∗∗∗ 　 ０ ２６０∗∗∗ 　 ０ ７４８∗∗∗ 　 ０ １３５∗∗

（０ ０３７） （０ ０７９） （０ ０３４） （０ ０６７）

Ｌ ｌｐｔｉｉ＿ ｆ ０ ０４７∗ ０ ７０５∗∗∗ ０ ０３９∗ ０ ７１８∗∗∗

（０ ０２７） （０ ０５８） （０ ０２１） （０ ０３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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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东亚及东盟国家 西亚及中亚国家

产能相似度模型 产能结合度模型 产能相似度模型 产能结合度模型

（１）
ｌｐｅｓｉ＿ｔ

（２）
ｌｐｅｓｉ＿ ｆ

（３）
ｌｐｔｉｉ＿ｔ

（４）
ｌｐｔｉｉ＿ ｆ

（５）
ｌｐｅｓｉ＿ｔ

（６）
ｌｐｅｓｉ＿ ｆ

（７）
ｌｐｔｉｉ＿ｔ

（８）
ｌｐｔｉｉ＿ ｆ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洲际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８９４ ０ ８７８ ０ ９１７ ０ ７７９ ０ ８８５ ０ ７４８ ０ ８４７ ０ ７２２
Ｎ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４６０ ４６０ ４６０ ４６０

变量

南亚国家 独联体及中东欧国家

产能相似度模型 产能结合度模型 产能相似度模型 产能结合度模型

（９）
ｌｐｅｓｉ＿ｔ

（１０）
ｌｐｅｓｉ＿ ｆ

（１１）
ｌｐｔｉｉ＿ｔ

（１２）
ｌｐｔｉｉ＿ ｆ

（１３）
ｌｐｅｓｉ＿ｔ

（１４）
ｌｐｅｓｉ＿ ｆ

（１５）
ｌｐｔｉｉ＿ｔ

（１６）
ｌｐｔｉｉ＿ ｆ

Ｌ ｌｐｅｓｉ＿ｔ 　 ０ ８６２∗∗∗ ０ ０２１ 　 ０ ７３４∗∗∗ 　 ０ ０８５∗∗∗

（０ ０３９） （０ ０２５） （０ ０５７） （０ ０２４）

Ｌ ｌｐｅｓｉ＿ ｆ
０ ０７７ ０ ８９１∗∗∗ ０ ３５１∗∗ ０ ７９１∗∗∗

（０ ０５１） （０ ０３４） （０ １５０） （０ ０５５）

Ｌ ｌｐｔｉｉ＿ｔ 　 ０ ７１５∗∗∗ ０ １２１ 　 ０ ９１２∗∗∗ ０ １２８
（０ ０５９） （０ ０７６） （０ ０３７） （０ ０７９）

Ｌ ｌｐｔｉｉ＿ ｆ
０ ０１７ ０ ８７１∗∗∗ ０ ００３ ０ ７０５∗∗∗

（０ ０２７） （０ ０４７） （０ ０３１） （０ ０５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洲际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７３７ ０ ７３７ ０ ８９２ ０ ８３４ ０ ８９４ ０ ８７８ ０ ９１７ ０ ７７９
Ｎ １６１ １６１ １６１ １６１ ５２９ ５２９ ５２９ ５２９

五、 “一带一路” 倡议的政策效应分析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可能对中国与沿线国家产能贸易投资耦合性产生显著

影响，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 （ＤＩＤ） 分析 “一带一路” 倡议的政策效应。 本文

选取 １４２ 个国家进行研究， 其中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５９ 个， 非 “一带一路” 沿

线国家为 ８３ 个。 模型设定如下：

ＫＴ
ａｂｔ ＝ α０ ＋ α１Ｔｒｅａｔａｂ × Ｐｏｓｔｔ ＋ ∑ ｎ

ｊ ＝ １
α２ｊＫＦ

ａｂｔ－ｊ ＋ ∑ Ｔ

ｊ ＝ １
α３ｊＫＴ

ａｂｔ－ｊ ＋ ∑ ｎ

ｊ ＝ １
α４ｊＸａｂｔ－ｊ ＋

ηａｂｔ ＋ ξａｂｔ ＋ εａｂｔ 　 　 　 　 　 　 　 　 　 　 　 　 　 　 　 　 　 　 　 　 （５）

ＫＦ
ａｂｔ ＝ α０ ＋ α１Ｔｒｅａｔａｂ × Ｐｏｓｔｔ ＋ ∑ ｎ

ｊ ＝ １
α２ｊＫＴ

ａｂｔ－ｊ ＋ ∑ ｎ

ｊ ＝ １
α３ｊＫＦ

ａｂｔ－ｊ ＋ ∑ ｎ

ｊ ＝ １
α４ｊＸａｂｔ－ｊ ＋

ηａｂｔ ＋ ξａｂｔ ＋ εａｂｔ 　 　 　 　 　 　 　 　 　 　 　 　 　 　 　 　 　 　 　 　 （６）
其中， Ｔｒｅａｔａｂ为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虚拟变量， 若该国为沿线国家则赋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Ｐｏｓｔｔ为 “一带一路” 倡议时间虚拟变量，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赋值为 １， 其

他年份为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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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本文引入产能贸易投资的相似度和结合度构建三重交互项 Ｋａｂｔ × Ｔｒｅａｔａｂ
× Ｐｏｓｔｔ ， 以验证产能合作耦合作用的影响差异。 模型设定如下：

ＫＴ
ａｂｔ ＝ α０ ＋ ∑ ｎ

ｊ ＝ １
α１ｊＫＦ

ａｂｔ－ｊ × Ｔｒｅａｔａｂ × Ｐｏｓｔｔ ＋ ∑ Ｔ

ｊ ＝ １
α２ｊＫＴ

ａｂｔ－ｊ × Ｔｒｅａｔａｂ × Ｐｏｓｔｔ

＋ ∑ ｎ

ｊ ＝ １
α３ｊＸａｂｔ－ｊ ＋ ηａｂｔ ＋ ξａｂｔ ＋ εａｂｔ 　 　 　 　 　 　 　 　 　 　 　 　 （７）

ＫＴ
ａｂｔ ＝ θ０ ＋ ∑ ｎ

ｊ ＝ １
θ１ｊＫＦ

ａｂｔ－ｊ × Ｔｒｅａｔａｂ × Ｐｏｓｔｔ ＋ ∑ Ｔ

ｊ ＝ １
θ２ｊＫＴ

ａｂｔ－ｊ × Ｔｒｅａｔａｂ × Ｐｏｓｔｔ

＋ ∑ ｎ

ｊ ＝ １
θ３ｊＸａｂｔ－ｊ ＋ ηａｂｔ ＋ ξａｂｔ ＋ εａｂｔ 　 　 　 　 　 　 　 　 　 　 　 　 （８）

其中， 交互项 Ｋａｂｔ × Ｔｒｅａｔａｂ × Ｐｏｓｔｔ 表示为 “一带一路” 倡议对产能贸易投资的

影响力度与产能贸易投资有关， 若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产能贸易投资的相似度和结

合度指数越大， “一带一路” 倡议的政策效应越大。
双重差分模型的基本假设需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图 ２ 和图 ３ 分别为产能相似

度和产能结合度平行趋势， 可见在 ２０１３ 年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之前， 处理组

和控制组的差距较小， 但自 ２０１３ 年之后， 两者差距逐步扩大， 满足平行趋势

假设。

图 ２　 产能相似度平行趋势　 　 　 　 　 　 　 　 　 图 ３　 产能结合度平行趋势

实证结果如表 ７ 所示， 方程 （１） 至方程 （４） 中， 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系数均显

著为正， 说明 “一带一路” 倡议对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产能贸易投资的竞争互补具

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发挥了预期的政策性作用。 方程 （５） 至方程 （６） 中， 交互

项 Ｌ ｌｐｅｓｉ＿ ｔ×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Ｌ ｌｐｅｓｉ＿ ｆ×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Ｌ ｌｐｔｉｉ＿ ｔ×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Ｌ ｌｐｔｉｉ＿ ｆ×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 系数均显著为正， 这意味着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后， 中国与沿线国家产能

贸易投资的竞争合作关系显著加深， 且随着产能贸易投资竞合联系加深， “一带一

路” 倡议的政策作用更高。 究其原因， 中国与沿线国家通过共建经贸产业合作区，
并采取其他增进优势互补的举措， 推动双边贸易投资形成互补性发展局面。 此外，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发展，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优势弱化， 部分沿线国

家要素禀赋、 产业布局和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逐步接近， 与中国在全球市场的贸易

投资竞争程度越趋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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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双重差分法检验结果

变量

产能相似度模型 产能结合度模型 产能相似度模型 产能结合度模型

方程 （１）
ｌｐｅｓｉ＿ｔ

方程 （２）
ｌｐｅｓｉ＿ ｆ

方程 （３）
ｌｐｔｉｉ＿ｔ

方程 （４）
ｌｐｔｉｉ＿ ｆ

方程 （５）
ｌｐｅｓｉ＿ｔ

方程 （６）
ｌｐｅｓｉ＿ ｆ

方程 （７）
ｌｐｔｉｉ＿ｔ

方程 （８）
ｌｐｔｉｉ＿ ｆ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０４７∗∗∗ 　 ０ ０５１∗∗∗ 　 ０ ０２２∗∗ 　 ０ １０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４）
Ｌ ｌｐｅｓｉ＿ｔ×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
　 ０ ３１２∗∗∗ 　 ０ ０６２∗∗

（０ ０８４） （０ ０３０）
Ｌ ｌｐｅｓｉ＿ ｆ×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
０ １５７∗∗∗ ０ １３３∗∗

（０ ０４１） （０ ０６５）
Ｌ ｌｐｔｉｉ＿ｔ×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
　 ０ ２４４∗∗∗ 　 ０ １４１∗∗∗

（０ ０６６） （０ ０４１）
Ｌ ｌｐｔｉｉ＿ ｆ×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
０ １２３∗∗∗ ０ ３３１∗∗∗

（０ ０３９） （０ １１１）

Ｌ ｌｐｅｓｉ＿ｔ ０ ８０２∗∗∗ ０ ０６９∗∗∗

（０ ０５４） （０ ０２３）

Ｌ ｌｐｅｓｉ＿ ｆ ０ ０６６∗∗ ０ ８４２∗∗∗

（０ ０３２） （０ ０４１）

Ｌ ｌｐｔｉｉ＿ｔ ０ ８４６∗∗∗ ０ １５６∗∗∗

（０ ０２１） （０ ０５０）

Ｌ ｌｐｔｉｉ＿ ｆ ０ ０４３∗∗ ０ ７２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洲际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８７４ ０ ８６５ ０ ８１０ ０ ７５２ ０ ５４８ ０ ４８７ ０ ５６４ ０ ４８７
Ｎ ３ ２６６ ３ ２６６ ３ ２６６ ３ ２６６ ３ ２６６ ３ ２６６ ３ ２６６ ３ ２６６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考察了 １９９５—２０１８ 年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产能贸易和投资的耦

合效应。 首先， 通过贸易与投资竞合耦合的理论分析， 剖析了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理论机制作用。 其次， 基于 ５９ 个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国别

数据， 定量测量中国与沿线国家产能相似度和结合度， 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中国

与沿线国家产能贸易和投资的竞合耦合效应； 采用动态面板 ＧＭＭ 模型和向量自回

归模型从内生性检验和向量自回归两方面验证了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投资竞合耦合

效应的稳健性。 再次， 基于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地理区位进行异质性检验。 最

后， 以 “一带一路” 倡议作为政策事件， 基于双重差分法 （ＤＩＤ） 考察了 “一带

一路” 倡议对产能贸易投资耦合性的影响， 系统评估了 “一带一路” 倡议的政策

影响。 实证结果显示： 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产能贸易和产能投资存在耦

合性。 这种耦合性体现为， 前期的产能贸易投资竞争性对当期的产能贸易投资竞争

性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 而前期的产能贸易投资互补性会显著增强当期的产能贸易

投资互补性。 从产能贸易投资的耦合作用程度而言， 产能贸易和产能投资的竞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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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性耦合效应的短期影响波动较大， 长期影响有所减弱。 沿线发展中国家存在竞

争性和互补性耦合效应， 沿线发达国家存在竞争性耦合效应， 而且东亚及东盟国家

呈现正向的竞争互补耦合效应， 西亚及中亚国家呈现负向竞争和正向互补耦合效

应， 独联体及中东欧国家呈现正向的竞争耦合效应。 “一带一路” 倡议对产能贸易

和投资互补竞争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且随着产能贸易投资竞合联系加深， “一带

一路” 倡议的政策作用更高。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 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 优化制度设计， 加快完善中国企业参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产能合

作的体制机制建设。 一方面， 加强产能合作管理制度创新， 推动现有产能合作措施

的落地， 落实对外投资和商品贸易备案制， 完善相关政策配套措施， 营造公平高效

的营商环境。 另一方面， 加强投资监管， 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强化中国企业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项目和产业合作园区的事中事后监管， 加大企业

参与 “一带一路” 国际产能合作的政策优惠力度， 制定差异化的税收优惠政策和

金融支持政策， 推动中国企业积极 “走出去”。
第二， 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积极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建自由贸

易投资网络。 基于产能贸易和产能投资具有耦合效应的结论， 需要依托中国装备制

造业的比较优势， 深化 “一带一路” 经贸合作， 推动多主体、 多层次、 多渠道的

经济合作开展， 推动中国在具有优势的高铁、 电子设备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进入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市场， 逐步形成新的消费市场和贸易投资网络。 同时， 加快

实施 “引进来”， 大力进口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农产品、 矿物燃料等优势产业，
进一步优化产业贸易投资结构， 推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产能贸易投资一体化。

第三， 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 加快构建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互联互通

网络。 一方面， 加大 “一带一路” 重要经济节点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加快

构建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 增强 “一带一路” 重

要节点城市互联互通能力。 另一方面， 推动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达成产

能合作协定和贸易投资协定， 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和进出口通关制

度， 推动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 此外， 大力打造 “一带

一路” 产能合作平台， 提升自贸区合作水平， 打造双边金融合作创新平台， 完善

“一带一路” 投融资制度， 构建健全的 “一带一路” 贸易投资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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