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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 Ｍｅｌｉｔｚ发展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和 Ｃｈａｎｅｙ 对其发展的基础上，
经过多部门扩展， 构建了一个包含生产异质性的量化贸易模型。 本文构建的模型可

与贸易数据结合， 对国际贸易领域特别是和贸易政策相关的问题进行反事实模拟分

析。 在建模方法上， 本文采用了一般均衡分析， 这使得建模过程脉络清晰， 构建的

模型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可以适用于多种问题的量化分析。 利用比较静

态研究方法， 我们对用于数值模拟的一般均衡方程组进行了简化， 消除了难以识别

和估计的外生变量， 这使应用模型开展反事实研究的难度大为降低。 本文通过一些

例子展示了模型的应用， 这些应用包括对自由贸易、 全球一致性加税、 美国对中国

实行歧视性贸易政策和中国对美国实行反制性关税等情形的反事实模拟。 通过对模

型的应用， 我们得到了一些有启示性的量化结果， 这些结果符合常识， 和预期基本

一致， 显示了本文所构建模型的合理性和可应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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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研究国际贸易领域， 特别是和贸易政策相关的问题时， 我们经常会遇到形如

“如果……会怎样” 类型的问题。 例如， 如果世界变成完全自由贸易， 会怎样影响

经济？ 如果某个国家实行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又会怎样影响世界经济？ 如果世

界贸易合作体系完全崩溃了， 将会发生什么？ 在当前世界政治经济不确定性空前增

大， 反全球化浪潮抬头的形势下，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显得尤为重要。
使用量化模型研究贸易政策问题， 是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量化模型开发的目的

就是反事实研究， 这使得它们特别适合回答 “如果……会怎样” 的问题。 使用量

化模型进行反事实模拟， 只需要实际观测数据， 而不需要所谓的 “自然实验”。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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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 对于我们想要了解的很多和贸易政策相关的问题， 很难找到合适的 “自然

实验”。
所谓 的 “量 化 贸 易 模 型 ”， 可 以 把 它 理 解 为 小 型 的 可 计 算 一 般 均 衡

（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ｌ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ＣＧＥ） 模型。 相比于宏观经济学领域应用的 ＣＧＥ
模型， 基于贸易理论的量化模型是直接在贸易模型的基础上构建的， 因此考虑的因

素要少很多， 只刻画了贸易方面的特征。 但也正因为这样， 在研究贸易政策的相关

问题时， 量化贸易模型比一般的 ＣＧＥ 模型更有优势， 因为它对贸易特征的刻画更

为细致。
量化贸易模型的开发和应用是个较新的研究领域， 它发源于对 “引力模型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ｓ） ” 的理解和研究。 在国际贸易学中， “引力模型” 是指能够导出

贸易引力方程 （Ｔｒａｄ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的理论模型。 贸易引力方程是描述双边贸易

额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ｆｌｏｗ） 的方程， 最初， 它作为一个经验方程， 至少在上世纪 ６０ 年

代就被广泛应用于实证研究， 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７９） 首先为引力

方程构建了微观基础［１］， 他在 Ａｒｍｉｎｇｔｏｎ 模型 （Ａｒｍｉｎｇｔｏｎ， １９６９） ［２］的基础上导出了

引力方程。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和Ｗｉｎｃｏｏｐ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３］［４］进一步完善了对引力方程的研究，
明确了引力方程所应具有的基本结构。 Ｅａｔｏｎ 和 Ｋｏｒｔｕｍ （２００２） ［５］在他们的经典论文

中， 从一个具有生产异质性的李嘉图贸易模型中同样导出了贸易引力方程， 并且这个

引力方程被证明和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和Ｗｉｎｃｏｏｐ （２００３） ［３］的引力方程在结构上等价。
随着对贸易引力方程研究的深入， 学者们发现引力方程不仅可以从 Ａｒｍｉｎｇｔｏｎ 模

型和 ＥＫ模型这样的完全竞争贸易模型中导出， 同样也可以从垄断竞争贸易模型中得

到。 在Ｋｒｕｇｍａｎ模型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７９， １９８０） ［６］［７］和Ｍｅｌｉｔｚ发展的异质性企业垄断竞

争贸易模型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８］； Ｃｈａｎｅｙ， ２００８［９］） 中， 经过数学变换和推导， 都可以

得到形式上基本等价的贸易引力方程。 于是， “引力模型” 的概念应运而生

（Ａｒｋｏｌａｋｉｓ等， ２０１２［１０］； Ｈｅａｄ和 Ｍａｙｅｒ［１１］， ２０１４； 王芊和佟家栋， ２０１９［１２］）， 它基本

上涵盖了目前主流的贸易理论模型。
引力模型是量化贸易研究的基础， Ａｒｋｏｌａｋｉｓ等 （Ａｒｋｏｌａｋｉｓ， Ｃｏｓｔｉｎｏｔ和 Ｒｏｄｒｉｇｕ⁃

ｅｚ－Ｃｌａｒｅ， ２０１２， 以下简称 ＡＣＲ［１０］ ） 论证了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基础上， 上述引力

模型在回答 “贸易的利益 （ｇａｉ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ｅ） 是多大” 这个问题上会给出完全相同的

答案。 经过数理论证， 他们阐明了在引力模型的范围内， 测算贸易利益只需用到很

简约的数据， 他们得到的测算贸易利益的方程被称之 “ＡＣＲ 方程”， ＡＣＲ 方程是

利用引力模型进行量化研究的重要成果。 ＡＣＲ 被认为是近十年国际贸易领域最重

要的研究成果之一， 极大的促进了贸易量化研究的发展。
ＡＣＲ虽然得到了重要的理论结果， 但并没有给出完善的反事实模拟方法， 无法

应用于贸易政策问题的量化分析。 尤其是， ＡＣＲ 方程本身结构化的特点并不突出，
它的主要贡献是在理论层面归纳了不同贸易模型之间的共性。 Ｃｏｓｔｉｎｏｔ 和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Ｃｌａｒｅ （２０１４） ［１３］ （以下简称 ＣＲ） 大为扩展了ＡＣＲ方程的应用范围， 使之能够适应多

种情形和设定， 其中对异质性企业和多部门情形也有一些讨论。 ＣＲ 主要是在原始

ＡＣＲ方程的基础上添加更多变量使之能够兼容多种情况， 所提出的模拟方法也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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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调整的 ＡＣＲ方程为基础开展的。 本质上， ＣＲ是 ＡＣＲ的的延续和扩展。
和本文联系更加密切的是 Ｏｓｓａ的一系列研究［１４－１７］ （Ｏｓｓａ，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Ｏｓｓａ使用了一个基于多部门 Ｋｒｕｇｍａｎ模型的量化贸易模型研究了多个和贸

易政策相关的问题， 包括对于关税、 出口补贴的量化分析， 以及对贸易摩擦和贸易

合作的模拟。
Ｃａｌｉｅｎｄｏ和 Ｐａｒｒｏ （２０１５） ［１８］在 Ｅａｔｏｎ－Ｋｏｒｔｕｍ 模型的基础上， 构建了一个具有

李嘉图性质的量化贸易模型， 这个模型包含了多部门、 生产异质性和中间产品。 作

者使用此模型估计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ＮＡＦＴＡ） 对成员国在贸易量和福利上的

影响。 不同于此项研究， 本文所建立量化模型的理论基础是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
模拟分析使用的数据集也较大， 包括世界上的主要贸易国。

目前， 也有部分国内学者开始注重国际贸易问题中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 例

如， 樊海潮和张丽娜 （２０１８） ［１９］和樊海潮等 （２０２０） ［２０］利用量化方法分析了中美贸

易摩擦的福利效应， 得到的结论是中美贸易摩擦将会使两国的福利水平下降， 但下

降的幅度不大。
本文对上述文献的发展和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 首先， 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

是目前最为主流的贸易模型， 它可以阐明很多之前的贸易模型无法解释的贸易现

象， 因此， 在此基础上构造的量化模型， 可能更加符合现实情况， 应用模型得到

的分析结果也相对更加可信。 并且， 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比不包含企业异质性的

Ｋｒｕｇｍａｎ模型复杂许多， 在构建量化模型时需要克服一些困难， 最明显的问题是

对固定出口成本导致的利润归属问题的处理。 本文克服了这些障碍， 并证明模型

可以应用于具体问题的分析， 这可能是对贸易量化研究有益的发展和补充。 并

且， 本文将模型扩展到多部门层次， 这样做的好处有两点， 其一是多部门模型可

以分析贸易政策冲击对不同部门的影响， 其二是多部门模型可以更直接地和贸易

数据相联系。 其次， 本文在构建量化模型时的思路是， 首先导出描述双边贸易额

的一般性贸易引力方程， 而后以此为枢纽， 对模型的一般均衡条件进行分析， 显

性地写出一般均衡方程组， 再直接以一般均衡方程组为依据进行模拟分析， 具有

规范化和结构化的特点。 本文的建模方法对模型的限制较少， 有较为良好的可扩展

性。 原则上， 本文的建模方法可以应用于任何引力方程模型的量化应用中。 最后，
应用本文模型所进行的反事实数值模拟表明， 模型对贸易政策问题的量化分析是合

乎预测的， 而且可以得到相当细致的分析结果， 这也是本文所构造的量化模型的一

个特点。

二、 理论基础

Ｍｅｌｉｔｚ－Ｃｈａｎｅｙ模型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良好的可处理性和可扩展性， 所以

非常适合作为构建量化贸易模型的起点。 所谓的 Ｍｅｌｉｔｚ － Ｃｈａｎｅｙ 模型， 指的是

Ｃｈａｎｅｙ （２００８） ［９］在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８］提出的开创性的包含企业异质性的垄断竞争贸

易模型的基础上所开发的扩展模型。 具体来说， Ｍｅｌｉｔｚ认为企业生产率服从某个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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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概率分布， 具有不同生产率的企业将表现出不同的行为， 生产率的异质性决定

了总体上的贸易特征和贸易可能导致的结果。 但是他没有对生产率的具体分布做出

假定， 原始 Ｍｅｌｉｔｚ模型所导出的引力方程不具有完全的可解析性。 Ｃｈａｎｅｙ 在 Ｍｅｌｉｔｚ
模型的基础上， 进一步假定企业生产率服从帕累托分布 （Ｐａｒｅｔｏ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从

而可以得到一个处处连续且可导的贸易引力方程。
本文所构建的量化贸易模型是基于对 Ｍｅｌｉｔｚ－Ｃｈａｎｅｙ 模型的多 （产业） 部门

扩展。
（一） 经济环境概述

我们假定整个世界有 Ｎ个国家， 每个国家有 Ｓ 个部门。 当表示一个变量时， 第

一个下标表示出口国 （商品发出地）， 第二个下标表示进口国 （商品目的地）， 第

三个下标表示部门。 例如 Ｘ ｉｊｓ， 表示 ｉ 国对 ｊ 国在 ｓ 部门上的出口额。
假定每个国家的人口是外生变量 Ｌｉ ， 每个人拥有 １ 单位劳动要素， 并且无弹

性的供给其所拥有的劳动要素。 因此， 人口数量 Ｌｉ 既是一个国家的消费者总数，
也是其劳动要素禀赋。 按照 “引力模型” 建模的惯例， 我们假定劳动是唯一的生

产要素。
由于供给侧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的设定， 每个企业只生产一种差异性产品， 用

ωｉｓ 表示， ωｉｓ ∈Ωｉｓ ， Ωｉｓ 是个连续统， 代表消费者所能买到的来自 ｉ 国 ｓ 部门的所有

品种的集合。 注意到， Ωｉｓ 是个均衡意义上的概念， 并且对于每个进口国来说都不

相同， 它取决于在均衡中， ｉ国的 ｓ 部门有多少实际生产的企业以及每个企业的出口

决策。
为了使最终用于模拟计算的方程组尽量简化，我们假定 ｉ 国 ｓ 部门的企业数量

（严格来说应是测度） Ｍｉｓ 是外生变量①。
当 ｉ 国的某个企业想要向 ｊ 国出口时， 它必须要支付一个固定出口成本 ｆｉｊｓ 。 假

定此固定出口成本以劳动报酬的形式， 按固定的比例支付给 ｉ 国和 ｊ 国的劳动力。
这一点对于我们在下文中建立一般均衡方程组非常重要， 在下文中会详细讨论。

假定 ｉ国 ｓ 部门的企业的生产率 φｉｓ 服从某个独立同分布的潜在概率分布， 其累

积分布函数为 Ｇ ｉｓ（φｉｓ） 。 生产率为 φｉｓ 的企业生产一单位产品所需的劳动要素为

１ ／ φｉｓ 单位。 为了保证模型的可计算性， 我们进一步假定， 企业生产率的潜在分布，
和其所在的国家无关， 只和其所处的部门有关。 也就是， ∀ｉ， Ｇ ｉｓ（φｉｓ） ≡ Ｇｓ（φｓ） 。
因此在下文中， 当使用生产率表示企业时， 我们省略下标 ｉ。

按惯例， 将除去关税以外的贸易成本抽象的归结为 “冰川成本”， 以 τｉｊｓ{ } 表

示。 当 ｉ 国的 ｓ 部门将产品出口到 ｊ 国时， 面临大小为 ｔｉｊｓ 的关税。 这将使出口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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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和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的做法不同，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通过定义一个和 Ｋｒｕｇｍａｎ 模型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８０） 类

似的 “自由进入条件 （ｆｒｅｅ ｅｎｔ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 使企业数量成为模型的内生变量。 本文的做法更接近 Ｃｈａｎｅｙ
（２００８）， Ｃｈａｎｅｙ假定企业数量和国家的经济规模成比例。 实际上， 在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和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８０） 中，
施加 “自由进入条件” 的原因是限制生产企业的 （总） 净利润为零， 从而增加一个均衡条件。 在本文建立的

量化模型中， 这样的限制是不必要的， 因为我们可以灵活地处理企业的利润， 详见命题 １ 和命题 ２。 在本文

最终用于模拟的比较静态方程组中， 企业数量 Ｍｉｓ 已经被消去。



业的定价 （出厂价） 和进口国消费者所面临的价格不同。 令 ｐ～ ｉｊｓ（·） 为出口国企业

定价， ｐｉｊｓ（·） 为目的地价格， 这二者的关系为 ｐｉｊｓ（·） ＝ υｉｊｓ ｐ
～
ｉｊｓ（·） ， 其中， υｉｊｓ ＝ ｔｉｊｓ ＋ １

为关税因数。
（二） 需求

由于本文要建立一个多部门模型， 假定各国的代表性消费者具有相同的嵌套效

用函数， 内层是 ＣＥＳ函数， 外层是 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函数：

Ｕ ｊ ＝∏
Ｓ

ｓ ＝ １
（∑

Ｎ

ｉ ＝ １
∫
ωｉｓ∈Ωｉｓ

ｑｉｊｓ（ωｉｓ）
σｓ－１

σｓ ｄωｉｓ）
σｓ

σｓ－１
×μ ｊｓ （１）

（１） 式中， σｓ 是属于部门 ｓ的品种之间的替代弹性， σｓ ＞ １。 μ ｊｓ 是 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

函数的指数， 表示 ｊ 国在 ｓ 部门上的支出占其总支出之比， 按定义，∑ Ｓ

ｓ ＝ １
μ ｊｓ ＝ １。

令 Ｅ ｊ 表示 ｊ 国的总支出， 解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 可得 ＣＥＳ需求函数：
ｑｉｊｓ（ωｉｓ） ＝ ｐｉｊｓ （ωｉｓ）

－σｓＰ ｊｓ
σｓ－１μ ｊｓＥ ｊ （２）

（２） 式中， Ｐ ｊｓ 是 ｊ 国 ｓ 部门的 Ｄｉｘｉｔ－Ｓｔｉｇｌｉｔｚ价格指数：

Ｐ ｊｓ ＝ （∑
Ｎ

ｉ ＝ １
∫
Ωｉｓ
ｐｉｊｓ （ωｉｓ） １

－σｓｄωｉｓ）
１
１－σｓ （３）

根据 Ｄｉｘｉｔ－Ｓｔｉｇｌｉｔｚ价格指数的定义，

Ｕ ｊ ＝∏
Ｓ

ｓ ＝ １
Ｕμ ｊｓ

ｊｓ ＝∏
Ｓ

ｓ ＝ １
（
μ ｊｓＥ ｊ

Ｐ ｊｓ
） μ ｊｓ （４）

所以， ｊ 国的总价格指数是：

Ｐ ｊ ＝
Ｅ ｊ

Ｕ ｊ

＝∏
Ｓ

ｓ ＝ １
（
Ｐ ｊｓ

μ ｊｓ
） μ ｊｓ （５）

（５） 式的第二个等号成立的原因是∑ Ｓ

ｓ ＝ １
μ ｊｓ ＝ １。

（三） 定价

我们接下来考虑生产率为 φｓ 的企业的最优定价问题。 根据垄断定价公式， 企

业的最优定价是：

ｐ～ ｉｊｓ（ϕｓ） ＝
σｓ

σｓ － １
ｗ ｉ

ϕｓ
τｉｊｓ （６）

（６） 式中，
σｓ

σｓ － １
是企业所能获得的固定加成率。 令 ｘｉｊｓ（ϕｓ） 表示以出厂价计

算的 ｊ 国对 ｉ 国 ｓ 部门生产率为 φｓ 的企业生产的产品的消费，

ｘｉｊｓ（ϕｓ） ＝ （
σｓ

σｓ － １
ｗ ｉ

ϕｓ
τｉｊｓ） １

－σ
ｓ υ －σｓ

ｉｊｓ Ｐσｓ－１
ｊｓ μ ｊｓＥ ｊ （７）

（７） 式的计算应用了 ｐｉｊｓ（·） ＝ υｉｊｓ ｐ
～
ｉｊｓ（·） 。

令 πｉｊｓ（·） 表示企业的毛利润， 所谓毛利润指 πｉｊｓ（·） 没有扣除支付给目的地的

固定成本 ｆｉｊｓ ，

πｉｊｓ（ϕｓ） ＝
１
σｓ

ｘｉｊｓ（ϕｓ） （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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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８） 式①，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命题：
命题 １：

令∏ ｉｓ
表示 ｉ 国的 ｓ 部门所获得的总毛利润，

∏ ｉｓ
＝ １
σｓ
∑
Ｎ

ｎ ＝ １
ｘｉｎｓ（ϕｓ） （９）

命题 １表明， 任何国家的任何部门， 其部门总毛利润占部门总销售额之比为常

数， 此常数为该部门替代弹性的倒数。 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 这个命题对建立模型

的一般均衡非常重要。
（四） 加总

现在考虑模型的宏观变量， Ｘ ｉｊｓ 和 Ｐ ｊｓ ， 在已知消费者和企业的最优行为的条件

下， 如何在集合 Ωｉｓ 上进行加总。 经过数学推导②可得：

Ｘ ｉｊｓ ＝ Ｐσｓ－１
ｊｓ μ ｊｓＥ ｊＭｉｓ （

σｓ

σｓ － １
） １－σｓ ｗ１－σｓ

ｉ τ１－σｓ
ｉｊｓ υ －σｓ

ｉｊｓ ∫¥
ϕ∗ｉｊｓ
ｖσｓ－１
ｓ ｄＧｓ（ϕｓ） （１０）

Ｐ ｊｓ ＝ （∑
Ｎ

ｉ ＝ １
Ｍｉｓ （

σｓ

σｓ － １
ｗ ｉτｉｊｓυｉｊｓ） １

－σｓ ∫¥
ϕ∗ｉｊｓ
φσｓ－１

ｓ ｄＧｓ（ϕｓ））
１
１－σｓ （１１）

ϕ∗ｉｊｓ 是个阈值， 生产率高于此阈值的企业在支付了固定出口成本后， 仍能在向

目的地 ｊ的出口中获得正的利润， 从而这些企业将选择出口。
引入帕累托分布假定， 可以将 （１０） 和 （１１） 式变形为③：

Ｘ ｉｊｓ ＝ ＣＰθｓ
ｊｓ （μ ｊｓＥ ｊ）

θｓ
σｓ－１Ｍｉｓ ｆ

σｓ－θｓ－１

σｓ－１ｉｊｓ ｗ －θｓ
ｉ τ －θｓ

ｉｊｓ υ
－σｓθｓ
σｓ－１ｉｊｓ （１２）

Ｐ ｊｓ ＝ （Ｃ （μ ｊｓＥ ｊ）
θｓ＋１－σｓ
σｓ－１ ∑

Ｎ

ｉ ＝ １
Ｍｉｓ ｆ

σｓ－θｓ－１

σｓ－１ｉｊｓ ｗ －θｓ
ｉ τ －θｓ

ｉｊｓ υ
σｓ－σｓθｓ－１

σｓ－１ｉｊｓ ） － １θｓ （１３）

其中 Ｃ 是常数， Ｃ ＝
θｓ

θｓ ＋ １ － σｓ
σｓ

σｓ－θｓ－１

σｓ－１ （
σｓ

σｓ － １
） －θｓ 。

三、 一般均衡

在本节中， 我们探讨在上一节所建立模型的一般均衡性质， 并建立可计算的一

般均衡方程组。 首先， 我们提出并证明一个命题④。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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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详细的推导过程备索。 凡备索资料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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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的推导过程备索。
帕累托分布的形式是 Ｇｓ （ϕｓ） ＝ １－ϕ－ϕｓｓ ， 分布的支撑集是 ［１， ＋∞ ］， θｉ 是 ｓ 部门的分布参数。 帕累托

分布的性质是， 分布参数越大， 分布趋势越集中， 也就是说， ϕｓ 越大， ｓ 部门的生产异质性越小。 为了保证

贸易额是有限的， 假定 θｓ ＞ σｓ － １。
详细的推导过程备索。



　 　 命题 ２：
δｉｊｓ 表示 ｉ国 ｓ部门所有向 ｊ国出口的企业所付出的总固定出口成本占部门总出口

额的比例， 则对所有 ｉ 和 ｊ， δｉｊｓ ≡ δｓ ， 并且， δｉｊｓ ＝
θｓ ＋ １ － σｓ

σｓθｓ
。

命题 ２表明， 在上一节建立的模型有个重要的性质， 即部门所支付的固定出口

成本同部门总出口额之比和出口国和进口国均无关， 只和部门有关。 并且， 这个比

例可以用替代弹性 σｓ 和企业生产率分布的分布参数 θｓ 表示， 这是个非常有力的结

论， 可以使模型的均衡条件大为简化。
企业需要用其毛利润的一部分支付固定出口成本， 因此， 根据命题 １ 和命题

２， ｉ 国 ｓ 部门的净利润∏ ｉｓ
是：

∏ ｉｓ
＝ （ １

σｓ

－ δｓ）∑
Ｎ

ｎ ＝ １
Ｘ ｉｎｓ ＝

σｓ － １
σｓθｓ
∑
Ｎ

ｎ ＝ １
Ｘ ｉｎｓ （１４）

也就是说， 部门净利润占部门总销售额之比是常数。
模型的第一组均衡条件来自消费者的总预算约束， 即消费者的总支出， 等于其

总收入，

Ｅ ｉ ＝∑
Ｎ

ｎ ＝ １
∑

Ｓ

ｓ ＝ １
Ｘ ｉｎｓ ＋∑

Ｎ

ｍ ＝ １
∑

Ｓ

ｓ ＝ １
ｔｍｉｓＸｍｉｓ －∑

Ｎ

ｎ ＝ １
∑

Ｓ

ｓ ＝ １
ａδｉｎｓＸ ｉｎｓ ＋∑

Ｎ

ｍ ＝ １
∑

Ｓ

ｓ ＝ １
ａδｍｉｓＸｍｉｓ － Ｄｉ （１５）

（１５） 式右边第一项是 ｉ 国的总出口额， 第二项是 ｉ 国的关税收入。 第三项和

第四项分别是 ｉ 国向其他国家支付的固定出口成本和其他国家向 ｉ 国支付的固定

出口成本， ａ∈ ［０， １］ ， 表示支付给外国劳动力的部分占固定出口成本的比例。

Ｄ ｉ 表示国际转移支付， 我们将其视为模型的外生变量。 显然，∑ ｉ
Ｄ ｉ ＝ ０。 Ｄ ｉ 和贸

易盈余或赤字有关， 但不完全一致， 在下文中应用模型时我们会对这项详细

解释。
利用命题 ２， 可将 （１５） 式化简为：

Ｅ ｉ ＝∑
Ｎ

ｎ ＝ １
∑

Ｓ

ｓ ＝ １
（１ － ａδｉｎｓ）Ｘ ｉｎｓ ＋∑

Ｎ

ｍ ＝ １
∑

Ｓ

ｓ ＝ １
（ ｔｍｉｓ ＋ ａδｓ）Ｘｍｉｓ － Ｄｉ （１６）

第二组均衡条件刻画了劳动要素市场出清。 根据命题 １， ｉ 国的 ｓ 部门所获得

的总毛利润占其总销售额的比例是
１
σｓ
， 则劳动报酬占总销售额之比为 （１ － １

σｓ
） 。

此外， 在上文中曾论述过， 由于我们假定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 所以固定出口成

本也将以报酬的形式支付给劳动力。 因此， 一个国家劳动要素所获得的总报酬， 还

包括本国支付的固定出口成本中付给本国劳动力的部分， 以及外国支付的固定出口

成本中付给本国劳动力的部分。 综上， 第二组一般均衡条件是：

ｗ ｉＬｉ ＝∑
Ｎ

ｎ ＝ １
∑

Ｓ

ｓ ＝ １
（１ － １

σｓ
）Ｘ ｉｎｓ ＋∑

Ｎ

ｎ ＝ １
∑

Ｓ

ｓ ＝ １
（１ － ａ）δｓＸ ｉｎｓ ＋∑

Ｎ

ｍ ＝ １
∑

Ｓ

ｓ ＝ １
ａδｓＸｍｉｓ

＝∑
Ｎ

ｎ ＝ １
∑

Ｓ

ｓ ＝ １
（
σｓ － １
σｓ

＋ （１ － ａ）δ）Ｘ ｉｎｓ ＋∑
Ｎ

ｍ ＝ １
∑

Ｓ

ｓ ＝ １
ａδｓＸｍｉｓ 　 　 　 （１７）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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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式和 （１７） 式， 结合本文上一部分中的 （１２） 和 （１３） 式， 可以刻画

模型的一般均衡。 原则上， 给定 ｔｉｊｓ{ } 和 Ｄｉ{ } ， 就可解出均衡的 ｛Ｅ ｉ， ｗ ｉ｝ ， 及其

他两组内生变量 Ｘ ｉｊｓ{ } 和 Ｐ ｉｓ{ } 。 因此， 这四个方程组成的方程组可以用来实施反

事实研究。 然而， 这个一般均衡方程组中包含较多的外生变量， 这些变量中的一

些， 特别是 ｛Ｌｉ， Ｍｉｓ， τｉｊｓ， ｆｉｊｓ｝ ， 很难被识别、 估计或校准。 因此， 对于反事实研

究来说， 此方程组并不是个理想的起点。
Ｄｅｋｌｅ等 （２００８） ［２１］提供了一种在量化研究中回避无法识别的外生变量和参数

的方法， 它的原理非常简单， 是比较静态分析方法的一种应用。 当模型的某些外生

变量发生变化时， 均衡必然要移动到一个新的位置， 但另一些外生变量和参数并不

改变。 将描述两个均衡状态的方程相比， 再经过一些数学处理， 往往就可将那些无

法识别的外生变量和参数消去。
具体到本文所刻画的一般均衡， 令由可观测的真实数据计算得到的均衡为原始

均衡 （真实均衡）。 假设模型的外生变量 ｛ ｔｉｊｓ， Ｄｉ｝ 由观测值 （真实值） 变化为反

事实值 ｛ ｔｉｊｓ′， Ｄｉ′｝ ， 显然， 这种反事实变化会使内生变量 ｛Ｅ ｉ， ｗ ｉ， Ｘ ｉｊｓ， Ｐ ｉｓ｝ 变化

为反事实值 ｛Ｅ ｉ′， ｗ ｉ′， Ｘ ｉｊｓ′， Ｐ ｉｓ′｝ ， 但仍然满足一般均衡条件。 由此， 我们可以

得到一个反事实均衡。 将反事实均衡方程和原始均衡方程相比， 就可将 ｛Ｌｉ， Ｍｉｓ，
τｉｊｓ， ｆｉｊｓ｝ 消去。

对于某变量 Ａ， 令 Ａ 本身表示真实均衡值， Ａ′ 表示反事实均衡值， 定义 Ａ＾ ≡
Ａ′
Ａ
， 表示反事实均衡值相对真实均衡值的比例 （变化）。 可以通过数学变换， 将

（１２）、 （１３）、 （１６） 和 （１７） 式转化为比较静态形式①， 从而等价的刻画模型的一

般均衡。 由于比较静态形式的方程中每个变量都对应于两个均衡状态， 真实均衡和

反事实均衡， 因此我们将由这些方程定义的一般均衡称为 “比较静态一般均衡”：
定义： 比较静态一般均衡

对于给定的关税 ｔｉｊｓ{ } 和关税的变化值 （反事实值） ｛ ｔ′ ｉｊｓ｝ ， 一般均衡可用一

组 ｛Ｅ＾ ｉ， ｗ＾ ｉ｝ 描述， ｛Ｅ＾ ｉ， ｗ＾ ｉ｝ 满足方程组

Ｅ＾ ｉ ＝∑Ｎ

ｎ ＝ １∑
Ｓ

ｓ ＝ １
（１ － ａδｓ）βｉｎｓＸ

＾
ｉｎｓ ＋∑Ｎ

ｍ ＝ １∑
Ｓ

ｓ ＝ １
（ ｔ′ｍｉｓ ＋ ａδｓ）γｍｉｓＸ

＾
ｍｉｓ －

Ｄ′ｉ
Ｅ ｉ

　 　 　 　 　 　 　 　 　 　 ｗ＾ ｉ ＝∑
Ｎ

ｎ ＝ １
∑

Ｓ

ｓ ＝ １
ηｉｎｓＸ

＾
ｉｎｓ ＋∑

Ｎ

ｍ ＝ １
∑

Ｓ

ｓ ＝ １
ξｍｉｓＸ

＾
ｍｉｓ

其中，

　 　 　 　 　 　 　 　 　 Ｘ＾ ｉｊｓ ＝ （ν
＾
ｉｊｓ）

－σｓθｓ
σｓ－１ （ｗ＾ ） －θｓ （Ｐ＾ ｊｓ） θｓ （Ｅ＾ ｊ）

θｓ
σｓ－１

　 　 　 　 　 　 　 　 　 Ｐ＾ ｉｓ ＝ （Ｅ
＾
θｓ＋１－σｓ
σｓ－１ｉ ∑

Ｎ

ｍ ＝ １
αｍｉｓｗ

＾ －θｓ
ｍ υ＾

σｓ－σｓθｓ－１

σｓ－１ｍｉｓ ） － １θｓ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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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αｉｊｓ ＝
υｉｊｓＸ ｉｊｓ

∑ｍ
υｍｊｓＸｍｊｓ

， βｉｊｓ ＝
Ｘ ｉｊｓ

Ｅ ｉ
， γｉｊｓ ＝

Ｘ ｉｊｓ

Ｅ ｊ

　 　 　 　 　 　 　 ηｉｊｓ ＝
（
σｓ － １
σｓ

＋ （１ － ａ）δｓ）Ｘ ｉｊｓ

ｗ ｉＬｉ
， ξｉｊｓ ＝

ａδｓＸ ｉｊｓ

ｗ ｉＬｉ

可以看到， 比较静态一般均衡方程组中已经不包含难以识别的变量 ｛Ｌｉ， Ｍｉｓ，
τｉｊｓ， ｆｉｊｓ｝ 。 因此， 这个方程组更容易应用于反事实研究。 事实上， 这种将均衡方程

做比较静态处理的方法相当于对 ｛Ｌｉ， Ｍｉｓ， τｉｊｓ， ｆｉｊｓ｝ 施加了一个限制， 若代入方程

组的是 ｔｉｊｓ{ } 和 Ｄｉ{ } 的实际观测值， 解出的所有比较静态均衡变量都将等于 １， 使

模型的预测值和实际观测值一致。
为了量化反事实模拟的结果， 还需要将总福利用比较静态变量表示出来。 在不

考虑政治经济学因素的情况下， 也就是决策者的目标是单纯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时，
总福利可以用间接效用表示， 即

Ｗｉ ＝ Ｕｉ ＝
Ｅ ｉ

Ｐ ｉ

＝
Ｅ ｉ

∏ ｓ
（
Ｐ ｉｓ

μｉｓ
）μｉｓ

（１８）

因此，

Ｗ＾ ｉ ＝
Ｅ＾ ｉ

∏ ｓ
（Ｐ＾ ｉｓ）μｉｓ

（１９）

四、 应用举例

（一） 数据和参数校准

应用本文所开发的量化模型只需要 （产业） 部门层次上的贸易额数据

Ｘ ｉｊｓ{ } 和相应的关税数据 ｔｉｊｓ{ } ， 因此， 获取原始数据是相对方便的。 得益于比较

静态均衡方法的应用， 本文所构建的一般均衡方程组中需要校准的参数大为减少，
只有效用函数的外层 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函数的指数 μｉｓ{ } ， 替代弹性 σｓ{ } ， 生产率分

布参数 θｓ{ } ， 以及表示支付给外国劳动力的部分占固定出口成本比例的参数 ａ。
μｉｓ{ } 的校准是非常直观的， 根据定义， 它是 ｉ 国在 ｓ 部门上的支出占其总支出之

比， 即 μｉｓ ＝∑ｍ
υｍｉｓＸｍｉｓ ／∑ｍ∑ ｓ

υｍｉｓＸｍｉｓ ， 因此 μｉｓ{ } 可由观测数据直接计算得到。

正如我们在前文中论述过的， 在 ＣＥＳ偏好结构下， σｓ 同时也是对某一特定品种

的 （进口） 需求弹性。 并且， 在不考虑生产异质性的贸易模型中， 例如 Ａｒｍｉｎｇｔｏｎ
模型和 Ｋｒｕｇｍａｎ模型， 它同时也和贸易弹性， 即贸易额 Ｘ ｉｊｓ 相对于贸易成本 τｉｊｓ 的弹

性密切相关， 具体来说，
ｌｎＸ ｉｊｓ

ｌｎτｉｊｓ

＝ σｓ － １。 因此， 替代弹性 σｓ{ } 的估计是国际贸易

经验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１９９４） ［２２］和 Ｂｒｏｄａ 等人 （２００８） ［２３］的研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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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是这方面的经典文献。
至于参数 ａ， 一般的做法是将其固定为一个常数， 表示固定出口成本以一定的

比例分别支付给本国劳动力和外国劳动力。 我们的模拟计算表明， ａ 的选取对模拟

结果的影响很小， 因此在下文报告的结果中， 我们将 ａ 设定为 ０ ５， 也就是说， 固

定出口成本将平均付给本国和外国的劳动力。
Ｏｓｓａ （２０１６） ［１７］提供了一个可用于本文模型的比较完整的数据集， 这个数据集

包括 ９个最大的贸易国 （或贸易集团， 如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 ３３ 个农业和制造

业部门的贸易额数据和关税数据， 并将世界上除了这 ９个以外的国家加总为一个单

独的国 家， 称 为 ＲｏＷ （ Ｒ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 他 同 时 还 提 供 了 使 用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１９９４） ［２２］方法估计的替代弹性①。 数据集的数据年份是 ２００８ 年， 表 １ 描述了此数

据集的基本统计特征。

表 １　 数据集基本统计特征

国家 （地区） 经济规模 贸易顺差 关税， 平均值 关税， 中位数
中国 ５ ４７８ ０３４ ４０６ ６６８ ０ ０４９６１ ０ ０３６３８
日本 ２ ５７９ ９３３ ２９６ ３２２ ０ １４７２４ ０ ００５８４
韩国 ９７５ ９９０ １１９ ３９１ ０ １４７５０ ０ ０４８５８
印度 １ ０６４ ９００ －１１ ９５７ ０ ２１０３２ ０ １４９８０

加拿大 ７３１ ６０２ －１４ ０７１ ０ ０５２６１ ０ ００３９２
美国 ６ ８３６ ４６１ －５５６ ４３７ ０ ０２６１２ ０ ００６７０

南方共同市场 ９８７ ４６８ ５１ １１４ ０ ０７５６９ ０ ０７２８７
欧盟 ７ ８３５ ５７７ ２１６ ３４０ ０ ０５６７９ ０ ０１８１３

俄罗斯 ７６８ ５０１ －９９ ４５３ ０ ０８６５１ ０ ０７０８０
ＲｏＷ ６ ５５８ ７７４ －４０７ ９１７ ０ ０７３７６ ０ ０５５５１

注： 数据来源为 Ｏｓｓａ （２０１６） 提供的数据集， 经济规模以总支出 Ｅｉ ＝ ∑ｍ∑ｓ
υｍｉｓＸｍｉｓ 表示， 经济规模和贸

易顺差的单位为万美元。

由于 Ｏｓｓａ （２０１６） ［１７］所使用的量化模型的理论基础是 Ｋｒｕｇｍａｎ 模型， 没有考

虑生产异质性， 所以他提供的数据集中没有对生产率分布参数的估计。 我们根据既

往文献对 θｓ{ } 进行校准。 按照 Ｃｈａｎｅｙ对贸易弹性的分解， 可以利用微观数据分别

估计集约边际弹性和扩展边际弹性， 根据这两个边际的弹性之比为
θｓ － （σｓ － １）

σｓ － １
和 σｓ{ } 的估计结果计算 θｓ{ } 。 Ｂａｌｉｓｔｒｅｒｉ等 （２０１１） ［２４］对这个比值的估计是 ０ ６５，
Ｅａｔｏｎ （２０１１） ［２５］等的估计结果是 １ ５， Ｃｒｏｚｅｔ 和 Ｋｏｅｎｉｇ （２０１０） ［２６］的估计结果也是

１ ５， 并且他们发现这个比值在部门间几乎没有变化。 然而 Ｃｏｓｔｉｎｏｔ 和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Ｃｌａｒｅ （２０１４） ［１７］发现， 如果接受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之比是 １ ５的估计结果， 那么

任何包含生产异质性的垄断竞争贸易模型都会预测贸易所带来的利益 （Ｇａｉｎ ｆｒ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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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使用的数据集所包括的部门和各部门替代弹性的估计值见附表 １。 这个数据集的贸易额和关税数

据来自普渡大学的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ＧＴＡＰ） 数据库， ＧＴＡＰ 数据库被主要应用于 ＧＴＡＰ 模型，
ＧＴＡＰ 模型是个大型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ＧＴＡＰ 数据库有专门的团队负责维护， 数据的处理度很高， 因此

也非常适用于除了 ＧＴＡＰ 模型之外的量化模型。



Ｔｒａｄｅ） 是无限的， 这显然不符合真实情况。 因此， 我们以 Ｂａｌｉｓｔｒｅｒｉ 等人的估计结

果来校准 θｓ{ } 。 综上， 在模型应用中， 我们令 θｓ ＝ １ ６５ × （σｓ － １） 。
（二） 转移支付变量 Ｄｉ{ } 的处理

在真实的观测数据中， 贸易赤字是普遍存在的。 但是， 静态一般均衡模型对于

处理贸易赤字并没有太理想的办法。 我们的处理方式是遵照静态模型的一般做法，
将贸易赤字归结为国际转移支付， 作为模型的外生变量。 在我们的模型环境中， 由

于利润的一部分要被用于支付固定出口成本， 所以国际转移支付变量 Ｄｉ{ } 和贸易

赤字密切相关， 但不完全相等。 由方程 （１６） 和 Ｅ ｉ ＝∑ｍ∑ ｓ
υｍｉｓＸｍｉｓ ， 可得：

Ｄｉ ＝∑
Ｎ

ｎ ＝ １
∑

Ｓ

ｓ ＝ １
（１ － ａδｓ）Ｘ ｉｎｓ －∑

Ｎ

ｍ ＝ １
∑

Ｓ

ｓ ＝ １
（１ － ａδｓ）Ｘｍｉｓ （２０）

Ｄｉ 为正值的国家将用它的盈余弥补 Ｄｉ 为负值的国家， 整个世界的净转移支付

∑ ｉ
Ｄｉ ＝ ０。

在使用静态一般均衡方程组计算反事实均衡时， 常规的做法是认为 Ｄｉ{ } 在各

个均衡状态下都是相同的。 有两种可供选择的策略， 一种是假定所有均衡状态下的

｛Ｄ′ ｉ｝ 都等于初始均衡， 也就是真实均衡的 Ｄｉ{ } 。 然而， 这种策略存在一个严重

的缺陷， 因为在计算反事实均衡时， 总会以一个计价物条件代替一般均衡方程组中

的一个方程， 在本文的算法中， 我们假定在所有均衡中∑ ｉ
ｗ
＾
＝ １。 从定义 ２中可以

看到， Ｄｉ{ } 不能转化为比较静态变量， 这意味着它对以何种单位量度， 即计价物

的选取是敏感的。
我们使用另一种策略， 假定所有均衡状态下， ｛Ｄｉ｝ ≡ ｛０｝ ， 即消除国际转移

支付， 这也是 Ｄｅｋｌｅ （２００８） ［２１］的做法。 具体来说， 我们首先在定义 ２ 中的一般均

衡方程组中令 ｛Ｄ′ ｉ｝ ≡ ｛０｝ ， 得到一个反事实均衡 ｛Ｅ′ｉ， ｗ′ｉ， Ｘ′ｉｊｓ， Ｐ′ｉｓ｝ ， 然后

在所有其他反事实模拟中， 以这个均衡为真实均衡。 这样一来， 就消除了方程中和

Ｄ′ ｉ 有关的项， 保证了在所有均衡下， 都不存在国际转移支付， 从而使 ｛ ｔｉｊｓ｝成为模

型唯一的外生变量。 由于在模型中消除了转移支付变量， 自然就不存在上述计价物

选取的问题。
（三） 应用

在本小节中， 我们将使用上文构建的量化贸易模型对自由贸易、 全世界一致性

加税、 美国对中国实行歧视性贸易政策和中美贸易战的情形进行反事实数值模拟。
借助本文建立的模型， 可以得到这些贸易政策对各国的福利、 收入、 进出口影响的

量化结果。 之所以选择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是因为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 全

球化有进入逆向通道的倾向， 这些问题具有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这些问题进行

反事实模拟分析， 除了可以验证模型的合理性和可靠性之外， 对可能出现的情景也

具有一定预测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的意图是探讨建立和应用一个相对复杂的量化贸易模型的

全过程， 并不在分析某个特定的问题。 因此， 确切的说， 本小节内容是本文所构建

模型的 “应用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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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自由贸易

将反事实关税矩阵 ｛ ｔｉｊｓ｝ 设定为零矩阵， 可以得到对自由贸易的反事实模拟，
表 ２总结了模拟结果。

上一小节中已经论述过， 我们已经在所有反事实模拟中消除了国际间转移支

付， 由于 （２０） 式表明的转移支付和贸易盈余或赤字的紧密相关性， 这基本相当

于假定在所有均衡下， 贸易都是平衡的。 这种设定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个和以下所有

模拟结果中， 进口和出口总是基本上同步变动的。 这虽然会使模拟结果有效性损失

一些， 但是在静态模型中， 并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
从表 ２中可以看到， 自由贸易提高了几乎所有国家的福利水平， 并且大幅增加

了所有国家的贸易。 由现实情况转向自由贸易的效果相对来说对经济规模较小和国

际贸易占比较大的国家更大。 尽管多数国家的总支出 （经济规模） 下降了， 但价

格水平下降的幅度更大， 这导致了他们福利水平的提高。 相比于原始均衡， 自由贸

易可能会使印度和俄罗斯受到一些损害， 这是因为， 他们的实际关税水平相较于数

据集中的其他国家高出很多， 在原始均衡状态下， 他们可能享受了显著高于其他国

家的关税水平带来的额外利益。

表 ２　 自由贸易的模拟结果

国家 （地区） ΔＷ （％） ΔＥ （％） ΔＰ （％） Δｗ （％） ΔＥＸ （％） ΔＩＭ （％）
中国 ０ ３０ ０ ０３ －０ ２７ ０ ９３ ２１ ２９ ２１ ５２
日本 ２ ８３ －０ ４４ －３ １８ －０ ０９ ２２ ２０ ２１ ７４
韩国 １ ０１ －１ ５７ －２ ５５ －０ １２ ２２ ６５ ２２ ６４
印度 －０ ０３ －７ ２６ －７ ２４ －５ ４０ ５５ ５３ ５４ ９６

加拿大 ２ ０６ －０ ３９ －２ ４０ ０ ２０ １１ １７ １１ ０２
美国 ０ ５６ １ ０５ ０ ４８ １ ３５ １０ ４７ １０ ５０

南方共同市场 ０ ８５ ０ ８４ －０ ０１ ２ ３７ ４７ ４０ ４７ ６６
欧盟 ０ ６３ ０ ５１ －０ １２ ０ ８９ １７ ５７ １７ ５４

俄罗斯 －０ ３７ －２ ８２ －２ ４６ ０ ２１ ２８ ７７ ２９ ３８
ＲｏＷ －０ ０７ －１ ７６ －１ ６９ －０ ３２ １６ ６０ １６ ５８

注： ΔＷ（％） 、ΔＥ（％） 、ΔＰ（％） 、Δｗ（％） 、ΔＥＸ（％） 、ΔＩＭ（％）分别表示福利水平、 总支出、 总价格指数、 总出口和

总进口的百分比变化， ＥＸ和 ＩＭ的计算公式分别是 ＥＸｉ ＝∑ｎ≠ｉ∑ｓ
Ｘｉｎｓ 和 ＩＭｉ ＝∑ｍ≠ｉ∑ｓ

Ｘｍｉｓ ， 下同。

２ 全球一致性加税

我们计算了全球一致性的将进口关税设定为 ４０％的反事实模拟结果， 这种情

况对应于除了对角线元素均为 ０ 外， 令反事实关税矩阵 ｔ′ｉｊｓ{ } 其他所有元素均为

０ ４， 表 ３报告了模拟结果。
同可以预测到的情况一样， 全球一致性的加税会损害所有国家的利益， 没有国

家可以幸免。 除了印度和俄罗斯这两个高关税国家， 所有国家的名义支出都提高

了， 但是， 价格水平的增长大于总支出的提高。 也就是说， 高关税主要是通过推升

价格来损害消费者福利。 可以看到， 在全球性 ４０％关税的情况下， 各国进出口的

下降均超过了 ５０％。 这说明， 如果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蔓延， 将会极大的损害现

有的国际经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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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全球一致性加税的模拟结果

国家 （地区） ΔＷ （％） ΔＥ （％） ΔＰ （％） Δｗ （％） ΔＥＸ （％） ΔＩＭ （％）
中国 －１ ５０ ４ １７ ５ ７５ ２ ５７ －６３ １５ －６３ ０９
日本 －０ ０９ ３ ３２ ３ ４１ １ １９ －６０ ２５ －６０ ５３
韩国 －３ ４５ ３ ８４ ７ ５５ １ ３７ －６０ ０５ －６０ ０１
印度 －３ ７３ －８ ４３ －４ ８８ －９ ４５ －５３ ２８ －５３ ９８

加拿大 －６ ９３ １ ６０ ９ １６ －４ ６３ －６２ ９９ －６３ １３
美国 －１ ０６ ７ ２７ ８ ４２ ５ ０１ －６６ ４５ －６６ ４２

南方共同市场 －１ ３９ ３ ２１ ４ ６６ ２ ０９ －５８ ７５ －５８ ６５
欧盟 －１ ０９ ６ ５９ ７ ７６ ４ ８６ －６５ ３１ －６５ ２６

俄罗斯 －５ １９ －０ ６９ ４ ７４ －２ ５６ －６１ ７７ －６１ ６３
ＲｏＷ －５ １８ ２ ３３ ７ ９１ －０ ４５ －６３ ７５ －６３ ７０

３ 歧视性贸易政策

我们以美国对中国单边性的增加关税为例进行了歧视性贸易政策的反事实模

拟， 假定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商品施加 ４０％的进口关税， 这对应于 ｛ ｔ′ＣＮ， ＵＳ， ｓ｝ ＝ ０ ４。
表 ４报告了模拟结果。

美国对中国施行歧视性的贸易政策， 显然会使中国的利益受到损害， 而美国会

获得一些利益。 中国的总支出将降低 ２ ７％， 福利水平下降约 １ ２％； 美国的总支

出将提高 ２ １１％， 福利水平将提高 ０ ３％。 美国福利水平的上升相较于中国福利水

平的下降小很多， 这说明美国对中国的歧视性贸易政策更倾向于是个 “损人不利

己” 的行为。 如果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施行这样的歧视性政策， 其目的更可能

是制约对方的发展。 并且， 歧视性贸易政策对施行国自身并非完全没有损害。 在本

例中， 可以看到美国的价格水平上升了 １ ８％。 由于价格具有一定的黏性， 所以价

格可能不会随着内外部经济和政策环境的变化而及时调整， 价格水平的上升可能会

对美国消费者的利益造成持久性的损害。

表 ４　 歧视性贸易政策的模拟结果

国家 （地区） ΔＷ （％） ΔＥ （％） ΔＰ （％） ΔＥＸ （％） ΔＩＭ （％）
中国 －１ １８ －２ ７１ －１ ５５ －８ ５３ －８ ４５
日本 －０ ０５ －０ ２４ －０ １９ －０ ０４ －０ ０４
韩国 －０ １４ －０ ４０ －０ ２６ －０ ５８ －０ ５８
印度 ０ ０８ ０ １６ ０ ０７ ０ ７０ ０ ７１

加拿大 ０ ４１ １ １７ ０ ７５ １ ４５ １ ４１
美国 ０ ３０ ２ １１ １ ８０ －４ ９６ －５ ０１

南方共同市场 ０ ０４ ０ １３ ０ ０９ ０ １２ ０ １１
欧盟 ０ ０７ ０ ０８ ０ ０２ ０ ５１ ０ ５１

俄罗斯 ０ ０３ －０ ０４ －０ ０７ ０ ３０ ０ ３３
ＲｏＷ ０ ０７ ０ １２ ０ ０５ ０ １９ ０ ２０

ΔＥＸＣＮ， ＵＳ ΔＩＭＣＮ， ＵＳ ΔｔｒａｄｅＣＮ， ＵＳ ΔＥＸＣＮ， ｏｔｈｅｒｓ ΔＩＭＣＮ， ｏｔｈｅｒｓ ΔｔｒａｄｅＣＮ， ｏｔｈｅｒｓ

－１４２ ９２６ －１３ ７９３ －１５６ ７１９ ６１ ４１８ －６７ ２６４ －５ ８４５

ΔＥＸＣＮ， ＵＳ（％） ΔＩＭＣＮ， ＵＳ（％） ΔｔｒａｄｅＣＮ， ＵＳ（％） ΔＥＸＣＮ， ｏｔｈｅｒｓ（％） ΔＩＭＣＮ， ｏｔｈｅｒｓ（％） ΔｔｒａｄｅＣＮ， ｏｔｈｅｒｓ（％）

－７０ ０２％ －１２ ２０％ －４９ ４１％ ８ １７％ －７ ９５％ －０ ３７％

注： ΔＥＸＣＮ， ＵＳ 、 ΔＩＭＣＮ， ＵＳ 和 ΔｔｒａｄｅＣＮ， ＵＳ 分别表示中国对美国出口、 进口和总贸易的变化值， ΔＥＸＣＮ， ｏｔｈｅｒｓ 、
ΔＩＭＣＮ， ｏｔｈｅｒｓ 、 ΔｔｒａｄｅＣＮ， ｏｔｈｅｒｓ 分别表示中国对除美国外的其他国家出口、 进口和总贸易的变化值，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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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本文构建的模型， 可以更细致的分析美国的歧视性贸易政策对中国的影

响， 这也是量化贸易模型的一个重要优点。 通过计算， 可以得到在美国对中国实行

４０％的歧视性关税的情况下，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将下降 ７０％， 对美国的进口将下降

１２ ２％， 对美国的总贸易将下降 ４９ ４％； 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将提高 ８ ２％， 对

其他国家的进口将下降约 ８％， 对其他国家的总贸易将下降 ０ ３７％。
４ 贸易战

我们对贸易战的情形做了简单的模拟， 在上例的基础上， 我们假定中国对美国

施加同等大小的反制关税， 即 ｛ｔ′ＣＮ， ＵＳ， ｓ｝ ＝ ｛ｔ′ＵＳ， ＣＮ， ｓ｝ ＝ ０ ４。 模拟结果如表 ５所示。
可以看到， 贸易战的结果无疑是两败俱伤， 中美两国的福利水平都受到了损

害。 但是， 由于中国对美国有很大的贸易顺差， 中国和美国福利受损的原因不尽相

同。 中国福利水平下降的原因主要是总收入的下降， 贸易战将使中国的总收入下降

１ ５％， 而价格水平只下降了 ０ ５４％； 而美国福利水平的下降则是因为价格水平上

升所致， 美国的总收入将上升 ０ ９５％， 而价格指数将上涨 １ １８％。
具体来说， 中国和美国如果向对方国家的商品各自施加 ４０％的进口关税， 中

国对美国的出口额 （同时也是美国对中国的进口） 将下降约 ７２％， 中国对美国的

进口额 （同时也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 将下降约 ７３％； 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将

增加约 ５％， 对其他国家的进口将下降 ３ １６％； 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将下降

１ ４％， 对其他国家的进口将增加 ５ １１％。
需要说明的是， 虽然本文所构建和应用的模型具有一般均衡性质， 但它仍然是

个单纯的贸易模型， 所分析的情况也只局限于国际贸易这一方面。 因此， 我们的模

拟结果显示，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更大， 考虑到中美贸易的实际情况，
这个结果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 现实中的贸易战对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因此本

例中对中美贸易战的模拟结果固然有一定参考价值， 但远不能预测贸易战对中美经

济影响之全貌。

表 ５　 中美贸易战的模拟结果

国家 （地区） ΔＷ （％） ΔＥ （％） ΔＰ （％） ΔＥＸ （％） ΔＩＭ （％）
中国 －０ ９７ －１ ５０ －０ ５４ －１１ ４４ －１１ ４０
日本 ０ ０１ －０ ０８ －０ ０９ ０ ２３ ０ ２３
韩国 －０ ０１ －０ １２ －０ １１ ０ ０３ ０ ０２
印度 ０ ０８ ０ １６ ０ ０８ ０ ６３ ０ ６３

加拿大 ０ ２７ ０ ５８ ０ ３１ ０ ９０ ０ ８８
美国 －０ ２２ ０ ９５ １ １８ －８ ３３ －８ ３４

南方共同市场 ０ １０ ０ ２６ ０ １５ ０ ７５ ０ ７４
欧盟 ０ ０６ ０ ０８ ０ ０２ ０ ４５ ０ ４５

俄罗斯 ０ ０３ ０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２１ ０ ２２
ＲｏＷ ０ １０ ０ １５ ０ ０５ ０ ４１ ０ ４１

ΔＥＸＣＮ， ＵＳ ΔＩＭＣＮ， ＵＳ ΔＥＸＣＮ， ｏｔｈｅｒｓ ΔＩＭＣＮ， ｏｔｈｅｒｓ ΔＥＸＵＳ， ｏｔｈｅｒｓ ΔＩＭＵＳ， ｏｔｈｅｒｓ

－１４６ ７３５ －８２ ５１５ ３７ ３３９ －２６ ７３６ －１４ ８９６ ４９ ２９２
ΔＥＸＣＮ， ＵＳ（％） ΔＩＭＣＮ， ＵＳ（％） ΔＥＸＣＮ， ｏｔｈｅｒｓ（％） ΔＩＭＣＮ， ｏｔｈｅｒｓ（％） ΔＥＸＵＳ， ｏｔｈｅｒｓ（％） ΔＩＭＵＳ， ｏｔｈｅｒｓ（％）

－７１ ８９ －７２ ９９ ４ ９７ －３ １６ －１ ４１ ５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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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和展望

本文在 Ｍｅｌｉｔｚ－Ｃｈａｎｅｙ模型的基础上， 经过多部门扩展， 构建了一个基于异质

性企业贸易理论的量化贸易模型。 相比于之前的贸易量化研究， 本文应用的建模方

法规范化和结构化的特点更明显， 并且具有可复制性。 此模型可与贸易数据结合，
对国际贸易领域、 特别是和贸易政策相关的问题进行量化分析。 利用比较静态研究

方法， 我们对用于数值模拟的一般均衡方程组进行了简化， 消除了难以识别和估计

的外生变量， 这使应用模型开展反事实研究的难度大为降低。
我们通过一些比较简单的例子展示了本文所构建模型的应用， 并且得到了一些

有启示性的量化结果， 这些结果符合常识， 和预期基本一致， 是对理论分析很有益

的补充和对照。 需要说明的是， 现实经济世界是非常复杂的系统， 即使单独的国际

贸易体系也是这样， 没有任何量化贸易模型可以完整描述真实的情况， 因此， 我们

不应过分关注量化结果的具体数值， 它们更应该被当作 “大小” 或 “程度” 的

指示。
贸易量化模型的构造和应用是贸易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有很多需要解决或值得

研究的问题， 这给我们的后续研究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首先， 基于不同的贸易模型

所构造的量化模型， 得到的量化结果将不同， 因此不同模型之间的比较， 是未来研

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其次， 正如我们论述过的， 贸易量化模型相对于传统的 ＣＧＥ
模型， 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模型的结构性参数可以由模型本身估计出来， 这个优势

使贸易量化模型和实际数据的联系更加紧密和彻底。 由于本文的目标主要是构造模

型和展示其应用， 所以我们没有做参数估计的工作， 而是利用既有文献对参数进行

了校准。 在后续研究中， 为了更好的利用我们在本文中所构造的模型， 我们需要自

己来做结构性参数的估计工作。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在本文中所构造的

模型的应用范围远远不只局限于本文所举的简单例子。 原则上， 经过相应的调整，
本文的模型可以将很大一部分和贸易政策有关的理论研究同数据结合起来， 对这些

问题进行量化分析。 例如， 如果能够获得充分的数据， 选择合适的算法和程序， 本

文构建的贸易政策量化模型可以应用于最优关税， 特别是最优单边关税、 最优合作

关税的量化分析， 非关税贸易政策的效果评价， 全球性和区域性贸易协定的影响，
特惠贸易协定的影响等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 我们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更充分的使

用本文所构建的量化模型对以上这些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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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 ／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４，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２０１４： １９７－２６１
［１４］ ＯＳＳＡ Ｒ Ａ ＂ Ｎｅｗ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ＧＡＴＴ ／ ＷＴＯ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１１， １１９

（１）： １２２－１５２
［１５］ ＯＳＳＡ Ｒ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ｒａｄ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２，

１０２ （３）： ４６６－４６９
［１６］ ＯＳＳＡ Ｒ Ｔｒａｄｅ Ｗ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Ｔａｌｋｓ ｗｉｔｈ Ｄａｔａ ［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４， １０４ （ １２）：

４１０４－４１４６
［１７］ ＯＳＳＡ 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Ｇ］ ／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１， Ｎｏｒｔｈ－Ｈｏｌ⁃

ｌａｎｄ， ２０１６： ２０７－２５９
［１８］ Ｃａｌｉｅｎｄｏ Ｌ， Ｐａｒｒｏ Ｆ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ＡＦＴＡ ［Ｊ］ ．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

ｉｅｓ， ２０１５， ８２ （１）： １－４４
［１９］ 樊海潮， 张丽娜  中间品贸易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福利效应： 基于理论与量化分析的研究 ［ Ｊ］  中国工

业经济， ２０１８ （０９）： ４１－５９
［２０］ 樊海潮， 张军， 张丽娜  开放还是封闭———基于 “中美贸易摩擦” 的量化分析 ［Ｊ］  经济学 （季刊），

２０２０， １９ （０４）： １１４５－１１６６
［２１］ ＤＥＫＬＥ Ｒ， ＥＡＴＯＮ Ｊ， ＫＯＲＴＵＭ 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 Ｊ］ ．

ＩＭＦ Ｓｔａｆｆ Ｐａｐｅｒｓ， ２００８， ５５ （３）： ５１１－５４０
［２２］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Ｒ Ｃ Ｎｅｗ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ｃｅｓ ［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４， ８４ （１）： １５７－１７７
［２３］ ＢＲＯＤＡ Ｃ， ＬＩＭãＯ Ｎ，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Ｄ 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Ｔａｒｉｆｆ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８， ９８ （５）： ２０３２－２０６５
［２４］ ＢＡＬＩＳＴＲＥＲＩ Ｅ Ｊ， ＨＩＬＬＢＥＲＲＹ Ｒ Ｈ， 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 Ｔ 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ｗｉｔｈ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Ｆｉｒｍ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１， ８３ （２）： ９５－１０８
［２５］ ＥＡＴＯＮ Ｊ， ＫＯＲＴＵＭ Ｓ， ＫＲＡＭＡＲＺ Ｆ Ａｎ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Ｆｒｅｎｃｈ Ｆｉｒｍｓ ［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２０１１， ７９ （５）： １４５３－１４９８
［２６］ ＣＲＯＺＥＴ Ｍ， ＫＯＥＮＩＧ 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ｓ ［ Ｊ］ ．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０， ４３ （１）： ４１－６２

（责任编辑　 于友伟）

６１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年第 ５期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ｄｅ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Ｆｉｒｍ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ＮＧ Ｊｉａｄｏｎｇ　 ＷＡＮＧ Ｑｉ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ｆｉｒｍ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 ｍｕｌｔｉ⁃ｓｅｃｔｏ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ｄｅ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ｗ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 ｔｈ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Ｂｙ ｅｍ⁃
ｐｌｏｙｉｎｇ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ｍｏｄｅ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ｗｈｉｃｈ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ｓ ｍｏｄｅ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ｔｈ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ｐｒｏｖｅｎ ｔｏ ｂｅ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ｄａｂｌｅ ｓｏ ｃａｎ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ｅｑｕａ⁃
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ａｎｄ ｅｓｔｉ⁃
ｍａｔ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ｌｓ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ｔａｒｉｆ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ｏｒｙ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ｗａｒｓ， ｅｘｐｏｓ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ｂｌ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Ｆｉｒｍ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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