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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与邻国效应对出口的影

响， 并将 ５１２种 ＨＳ商品分类为技术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产品， 实证

分析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 研究结果发现： 人民币实际

汇率升值或贬值， 会增加或减少我国对低收入国家技术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

出口、 对中等收入国家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以及对高收入国家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三类产品的出口； 我国对亚洲地区技术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存

在相互抑制的邻国贸易效应， 对欧洲地区三类产品的出口呈现相互促进的空间协同

效应； 邻国汇率水平变化通过竞争效应与贸易优势作用， 对不同类型产品出口产生

不同影响； 邻国汇率波动通过扩散效应， 抑制中国对该国的出口。
关键词： 出口贸易； 汇率水平变化； 汇率波动； 邻国效应

［中图分类号］ Ｆ７４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４６７０ （２０２１） ０５－０１４３－１８

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在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欧盟、 “一带一路” 经

济带等区域经济圈， 由于邻国之间经济贸易联系不断加深， 邻国汇率变动影响着我

国对目标国家的出口 （王雪等， ２０１６［１］； 郑平， ２０１８［２］； 李雄师等， ２０１９［３］ ）。 因

此， 在人民币汇率有升有贬双向波动的新常态下， 结合空间地理因素， 重新探讨人

民币汇率如何影响出口贸易， 对明确我国未来出口的发展方向， 促进国内经济平稳

发展，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 国内外学者就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

了大量研究， 这主要包括：
（一） 汇率波动对出口的影响

实证方面， 汇率波动对出口的影响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结论， 研究对象的选

择、 模型的设定以及汇率波动衡量标准的不同都会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 对于发达

国家， Ｂｒｅｄｉｎ等 （２００３） ［４］发现汇率波动会促进出口贸易， 而 Ｇｒｉｅｒ 和 Ｓｍａｌｌｗｏ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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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５］研究认为汇率波动会抑制发达国家的出口。 对于发展中国家， 研究结论

比较统一， Ｇｒｉｅｒ和 Ｓｍａｌｌｗｏｏｄ （２００７）、 Ｃ′ ｏｒｉｃ′ 和 Ｐｕｇｈ （２０１０） ［６］认为汇率波动会抑

制发展中国家出口。
关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出口的影响， 国外研究结论比较一致。 Ｃａｇｌａｙａｎ 等

（２０１３） ［７］、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４） ［８］、 Ｓｍａｌｌｗｏｏｄ （２０１９） ［９］均认为人民币汇率波动抑制了我

国的出口。 国内方面， 陈六傅等 （２００７） ［１０］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企业出口既

存在正面影响， 也存在负面作用， 并且负面作用大于正面影响。 李广众和 Ｖｏｏｎ
（２００４） ［１１］认为，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不同行业出口存在不同影响。 戴翔和张二震

（２０１４） ［１２］将研究视角从商品出口转移到服务出口， 发现滞后一期人民币实际有效

汇率波动对当期服务出口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Ｈéｒｉｃｏｕｒｔ和 Ｐｏｎｃｅｔ （２０１５） ［１３］基
于微观企业数据， 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会降低企业的出口规模。

（二） 汇率水平变化对出口的影响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 本币贬值会降低以外币表示的本国商品价格， 提高本国商

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增加出口。 但 Ｂｏｙｄ 等 （２００１） ［１４］指出， 本币贬值虽然可以增

加商品出口， 但由于商品国际价格下降， 出口额并不一定会增加。 同时外国消费者

消费调整存在时滞性， 本币贬值后出口额可能出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即 Ｊ曲线

效应。 实证方面， Ａｈｍｅｄ （２００９） ［１５］指出， 当人民币实际汇率相对亚洲发展中国家

升值时， 加工品出口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抑制可替代品出口； 相反， 当人民币

实际汇率相对发达国家升值时， 加工品与可替代品出口均受到显著的负向影响。
国内有关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化对出口影响的研究， 部分学者基于总量出口数

据， 发现人民币升值会抑制我国出口 （周诚君等， ２０１４［１６］； 王宇哲和张明，
２０１４［１７］）。 部分学者立足于企业微观数据， 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会抑制企业出口

（李宏彬等， ２０１１［１８］； 田朔等， ２０１６［１９］）。 还有部分学者通过实证方法探讨人民币

汇率水平变化对行业出口的影响。 陈云和何秀红 （２００８） ［２０］认为不同类型的产品出

口受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水平变化的影响存在差异。 曹伟等 （２０１６） ［２１］以 “一带

一路” 倡议为背景， 发现当期与滞后一期人民币贬值均有利于我国对沿线国家

出口。
（三） 邻国 （第三国） 汇率效应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Ｃｕｓｈｍａｎ （１９８６） ［２２］首次从理论与实证层面分析第三国汇率效应 （汇率水平变

化与汇率波动） 对出口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结果表明出口国 Ａ 对进口国 Ｂ 的出口

不仅受到 Ａ与 Ｂ两国汇率变动的影响， 还可能受到出口国 Ａ 与第三国 Ｃ 双边汇率

的影响。 而国内有关邻国汇率效应的研究， 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的变化上。 王雪等

（２０１６） 研究发现我国对目标国的出口随着第三国汇率波动的加剧而增加， 随第三

国汇率升值而减少。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进， 部分学者也以沿线国家为研

究对象。 李雄师等 （２０１９） 发现邻国汇率效应的确会影响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进出

口贸易， 并且邻国汇率效应对总量贸易与行业贸易的影响存在差异。
综上， 目前有关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１）

虽然已经有文献基于行业视角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 但是目前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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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是根据 ２２类 ＨＳ行业类别进行行业分析， 并没有区分不同产品在不同贸易地

区的贸易优势， 研究重点分散。 （２） 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水平变化， 目前研究并没

有区分人民币汇率升值、 贬值对出口的异质性影响。 （３） 现有文献主要关注邻国

贸易效应对出口的影响， 少数关注邻国汇率效应对出口的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有： （１） 理论机制的梳理。 通过构建两个理论模型， 本文分

析汇率水平变化对可替代品与不可替代品出口贸易的影响， 以及汇率波动、 邻国汇

率变动对本国出口的影响。 （２） 研究内容的深化。 本文首先根据我国工业行业与

ＨＳ货号对应表， 按 ＨＳ 分类将出口商品转化为行业大类， 再根据产业分类标准，
将行业出口数据转化为三类产品出口， 即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以及技术密集型

产品出口数据进行分析。 本文将汇率水平变化细分为汇率的升值与贬值， 以此探究

人民币升值、 贬值对出口的异质性影响； 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 研究邻国效应对

我国出口的影响。

二、 理论机制

（一） 汇率水平变化对出口的影响

假设国内存在两种产品的生产厂商， 一种厂商生产可替代品 Ｍｓ ， 可替代品的

生产原料全部来源于国内， 可替代品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激烈竞争。 另一类厂商生产

不可替代品 Ｍｎ ， 不可替代品的生产原料部分来源于国外， 同时在国际市场上不可

替代品受到的竞争较小。 国内厂商的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厂商生产的

产品全部用于出口。
首先分析可替代品的生产。 可替代品生产原料全部来源于国内。 由于可替代品

受到国际市场上同类产品的竞争， 因此借鉴周诚君等 （２０１４） 的做法， 引入虚拟冲

击指数 Ｖ， Ｖｔ ＝ ε Ｐ∗ｓ，ｔ ／ Ｐ∗ｃ，ｔ( ) －λ ， ε 为系数， λ 为可替代品出口的抑制弹性系数且 λ∈
０， １( ) ， Ｐｓ，ｔ

∗ 为可替代品国外价格， Ｐｃ，ｔ
∗ 为国外消费者价格指数。 虚拟冲击指数显

示当国内出口的可替代品国外价格 Ｐｓ，ｔ
∗ 上升时， 国外消费者会减少对本国出口可替

代品的需求， 从而国内可替代品的出口下降。 因此对于可替代品生产者， 其利润为：

πｓ，ｔ ＝
Ｐ∗ｓ，ｔ
Ｅ ｔ

ε （
Ｐ∗ｓ，ｔ
Ｐ∗ｃ，ｔ
） －λＡｓ，ｔＬαｓ

ｓ，ｔＫ１
－αｓ

ｓ，ｔ － ｗ ｔＬｓ，ｔ － ｓｔＫｓ，ｔ （１）

其中， Ａ、 Ｌ 和 Ｋ 分别表示全要素生产率、 产品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和资本，
ｗ ｔ 和 ｓｔ 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单位成本。 借鉴周诚君等 （２０１４）， 假设工资 ｗ ｔ 与国

内消费者价格指数 Ｐｃ，ｔ 成比例， 即 ｗ ｔ ＝ θＰｃ，ｔ ， θ 为比例系数。 根据生产者利润最大

化可得最优劳动力投入量：

Ｌｓ，ｔ ＝
Ｐ∗ｓ，ｔ
Ｅ ｔ

αｓε （
Ｐ∗ｓ，ｔ
Ｐ∗ｃ，ｔ
） －λ Ｘｓ，ｔ

ｗ ｔ

＝
Ｐ∗ｓ，ｔ
Ｅ ｔ

αｓε （
Ｐ∗ｓ，ｔ
Ｐ∗ｃ，ｔ
） －λ Ｘｓ，ｔ

θＰｃ，ｔ
（２）

将其代入可替代品生产者的生产函数， 得到可替代品的最优化产量为：

Ｘｓ，ｔ ＝ Ａｓ，ｔ

１
１－αｓε

１＋αｓ
１－αｓ（

αｓ

θ
）

αｓ
１－αｓＫｓ，ｔ （

Ｐｓ，ｔ

Ｐｃ，ｔ
）

αｓ－λ（１＋αｓ）

１－αｓ ＲＥＲ
－λ（１＋αｓ）

１－αｓ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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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Ｒ 为本国实际汇率且 ＲＥＲ ｔ ＝ Ｅ ｔＰｃ，ｔ ／ Ｐ∗ｃ，ｔ 。 其中 Ｅ ｔ 为名义汇率 （间接标价

法）。 将可替代品最优产量对本国实际汇率求导可得：
Ｘｓ，ｔ

ＲＥＲ ｔ

＝ Ａｓ，ｔ

１
１－αｓε

１＋αｓ
１－αｓ （

αｓ

θ
）

αｓ
１－αｓＫｓ，ｔ （

Ｐｓ，ｔ

Ｐｃ，ｔ
）

αｓ－λ（１＋αｓ）

１－αｓ

－ λ（１ ＋ αｓ）
１ － αｓ

ＲＥＲ
－λ（１＋αｓ） －（１－αｓ）

１－αｓｔ ＜ ０

（４）
式 （４） 表明， 可替代品最优出口量对汇率的偏导为负。 因此， 当其他条件不

变时， 本国实际汇率升值会抑制可替代产品出口； 本国实际汇率贬值能促进可替代

品出口。
接下来分析不可替代品的生产。 根据模型设定， 不可替代品生产中有部分原料

来源于国外， 简化分析假设该原料全部来源于不可替代品的进口国。 借鉴周诚君等

（２０１４） 的做法， 国外进口原料供给为 Ｚ ｔ ＝ Ｚ０ Ｐ∗ｚ，ｔ ／ Ｐ∗ｃ，ｔ( ) τ ， Ｚ０为常数， Ｐ∗ｚ，ｔ 为进口原

料国外价格， τ 为弹性系数且 τ∈ ０， １( ) 。 因此不可替代品生产者的利润为：

πｎ，ｔ ＝
Ｐ∗ｎ，ｔ
Ｅ ｔ

Ａｎ，ｔＬαｎ
ｎ，ｔＺβｎ

ｔ Ｋ１
－αｎ－βｎ

ｎ，ｔ － ｗ ｔＬｎ，ｔ － ｓｔＫｎ，ｔ －
Ｐ∗ｚ，ｔ
Ｅ ｔ

Ｚ ｔ （５）

由不可替代品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可得劳动力与国外原料的最优需求量：

　 　 　 Ｌｎ，ｔ ＝
Ｐ∗ｎ，ｔ
Ｅ ｔ

αｎ

Ｘｎ，ｔ

ｗ ｔ

＝
Ｐ∗ｎ，ｔ
Ｅ ｔ

αｎ

Ｘｎ，ｔ

θＰｃ，ｔ
　 　 Ｚ ｔ ＝ Ｚ

１
１＋τ
０ β

τ
１＋τ
ｎ Ｘ

τ
１＋τ
ｎ，ｔ （

Ｐ∗ｎ，ｔ
Ｐ∗ｃ，ｔ
） τ
１ ＋ τ

（６）

将式 （６） 代入不可替代品生产者的产量方程， 经过计算可得：

Ｘｎ，ｔ ＝ Ｇ ｔＲＥＲ
βｎτ

（１－αｎ） ＋（１－αｎ－βｎ）τｔ
① （７）

将不可替代品的最优产量对本国实际汇率求导可得：
Ｘｎ，ｔ

ＲＥＲ ｔ

＝ Ｇ ｔ

βｎτ
（１ － αｎ） ＋ （１ － αｎ － βｎ）τ

ＲＥＲ
βｎτ－（１－αｎ） －（１－αｎ－βｎ）τ

（１－αｎ） ＋（１－αｎ－βｎ）τｔ ＞ ０ （８）

式 （８） 表明， 不可替代品最优出口量对汇率的偏导为正。 因此， 当其他条件

不变时， 本国实际汇率升值能够促进不可替代品出口； 本国实际汇率贬值会抑制不

可替代品出口。
（二） 汇率波动与邻国汇率效应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假设 Ｘ国是出口国， Ｙ与 Ｚ 两国是进口国并且互为邻国， Ｙ 与 Ｚ 两国自 Ｘ 国

的进口结构存在相似性。 因此 Ｘ 国对 Ｙ 国的出口不仅受到 Ｘ 与 Ｙ 国汇率的影响，
还可能受到 Ｘ国对 Ｚ国出口以及 Ｘ、 Ｚ两国双边汇率的影响。

邻国贸易效应， 最多呈现三种情况： （１） Ｘ 国对 Ｙ 国的出口抑制了 Ｘ 国对 Ｚ
国的出口 （竞争关系， 见郑平， ２０１８）； （２） Ｘ国对 Ｙ国的出口促进了 Ｘ国对 Ｚ国

的出口 （促进关系， 见李雄师等， ２０１９）； （３） 互不相关。
邻国汇率效应， 分为汇率水平变化与汇率波动的邻国效应。 对于汇率水平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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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Ｇｔ ＝ Ａｎ，ｔ

αｎ

θ( ) ａｎ[ ]
１＋τ

（１－αｎ） ＋（１－αｎ－βｎ）τ Ｚ０βτ
ｎ( )

βｎ
（１－αｎ） ＋（１－αｎ－βｎ）τＫ

（１－αｎ－βｎ）（１＋τ）

（１－αｎ） ＋（１－αｎ－βｎ）τｎ，ｔ

　 　 　 　 （
Ｐｎ，ｔ

Ｐｃ，ｔ
）

αｎ（１＋τ） ＋βｎτ

（１－αｎ） ＋（１－αｎ－βｎ）τ ＞ ０



的邻国效应， 以邻国 Ｙ汇率水平升值为例， 邻国 Ｙ汇率贬值类似。 分析如下： （１）
相互竞争： 当邻国 Ｙ汇率升值时， Ｙ 国将加大从 Ｘ 国的进口； 假如 Ｘ 国总出口不

变， 那么 Ｘ国对 Ｚ国的出口就被 Ｙ国所挤出。 （２） 贸易优势： 如果 Ｘ国出口产品

在 Ｙ与 Ｚ国存在贸易优势， 当 Ｙ国汇率相对于 Ｘ国升值时， Ｘ国对 Ｙ国出口产品

收益下降，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 Ｘ国将加大对 Ｚ 国的出口， 因此 Ｙ 国汇率升值会促

进 Ｘ国对 Ｚ国的出口。 （３） 互不相关。
汇率波动的邻国效应， 也存在三种可能： （ １） 隔离效应 （可见王雪等，

２０１６）： 当 Ｘ、 Ｙ两国双边汇率波动增大时， Ｘ 国对 Ｙ 国出口的不确定性增加。 如

果 Ｙ、 Ｚ两国汇率联动性较差， 那么 Ｘ国对 Ｚ国出口收益更加保险， 因此 Ｘ国加大

对 Ｚ国的出口。 （２） 扩散效应： 当 Ｙ国与 Ｘ国双边汇率波动增大时， 如果 Ｙ国与

Ｚ国双边汇率联动性较强， 会使得 Ｚ 国与 Ｘ 国双边汇率的波动增加， 因此 Ｘ 国会

减少对 Ｚ国的出口。 （３） 互不相关。
本文在 Ｃｕｓｈｍａｎ （１９８６） 理论模型的基础上， 将厂商出口利润转化为国内价格

与实际汇率的乘积， 从而分析实际汇率波动与邻国汇率效应对出口的影响。 假设出

口国 Ｘ除了对 Ｙ国与 Ｚ国出口， 还有部分商品在 Ｍ国销售， Ｍ国对 Ｘ国保持固定

汇率， 而 Ｙ国与 Ｚ国保持浮动汇率。 Ｍ 国、 Ｙ 国和 Ｚ 国对 Ｘ 国的汇率分别为 Ｓｘ 、
Ｓｙ 和 Ｓｚ （Ｘ国货币 ／外币）。 因此 Ｘ国厂商出口利润为： π ＝ ｘＳｘＰｘ ＋ ｙＳｙＰｙ ＋ ｚＳｚＰｚ ＝
ｘＰＲＥＲｘ ＋ ｙＰＲＥＲｙ ＋ ｚＰＲＥＲｚ ， Ｐｘ 、 Ｐｙ 和 Ｐｚ 分别为 Ｘ国出口商品在 Ｍ国、 Ｙ国和 Ｚ
国的价格， ｘ、 ｙ和 ｚ分别为 Ｘ国对 Ｍ国、 Ｙ国和 Ｚ国的出口比例， Ｐ 为国内价格，
ＲＥＲｘ 、 ＲＥＲｙ 和 ＲＥＲｚ 分别表示 Ｍ国、 Ｙ国和 Ｚ国实际汇率。

Ｕ ＝ Ｅ（π） － φ
２
Ｖａｒ（π） （９）

π ＝ ｘＰＲＥＲｘ ＋ ｙＰＲＥＲｙ ＋ ｚＰＲＥＲｚ 　 　 ｘ ＋ ｙ ＋ ｚ ＝ １ （１０）
厂商在式 （１０） 的预算约束下最大化式 （９） 的目标函数， 可得①：

ｙ ＝
［Ｅ（ＲＥＲｙ） － Ｅ（ＲＥＲｘ）］Ｖａｒ（ＲＥＲｚ） － ［Ｅ（ＲＥＲｚ） － Ｅ（ＲＥＲｘ）］Ｃｏｖ（ＲＥＲｙ， ＲＥＲｚ）

φＰ［Ｖａｒ（ＲＥＲｙ）Ｖａｒ（ＲＥＲｚ） － Ｃｏｖ２（ＲＥＲｙ， ＲＥＲｚ）］
（１１）

将式 （１１） 对 Ｙ国实际汇率波动 Ｖａｒ（ＲＥＲｙ） 求导可得：
ｙ

Ｖａｒ（ＲＥＲｙ）
＝

－ ｙＶａｒ（ＲＥＲｚ）
Ｖａｒ（ＲＥＲｙ）Ｖａｒ（ＲＥＲｚ） － Ｃｏｖ２（ＲＥＲｙ， ＲＥＲｚ）

＜ ０ （１２）

只要 Ｙ、 Ｚ两国实际汇率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不等于 “１”， 式 （１２） 为负， 说

明随着 Ｙ国实际汇率波动的增加， Ｘ国将减少对 Ｙ国的出口。
将式 （１１） 对 Ｚ国的预期实际汇率与实际汇率波动求导可得：

ｙ
Ｅ（ＲＥＲｚ）

＝
－ Ｃｏｖ（ＲＥＲｙ， ＲＥＲｚ）

φＰ［Ｖａｒ（ＲＥＲｙ）Ｖａｒ（ＲＥＲｚ） － Ｃｏｖ２（ＲＥＲｙ， ＲＥＲｚ）］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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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 Ｙ国与 Ｚ国存在对称性， 因此后续分析以 Ｙ国为主。



ｙ
Ｖａｒ（ＲＥＲｚ）

＝
ｚＣｏｖ（ＲＥＲｙ， ＲＥＲｚ）

Ｖａｒ（ＲＥＲｙ）Ｖａｒ（ＲＥＲｚ） － Ｃｏｖ２（ＲＥＲｙ， ＲＥＲｚ）
（１４）

因此， Ｚ国实际汇率变动对 Ｘ国向 Ｙ国出口的影响取决于 Ｙ、 Ｚ两国实际汇率

的相关性 Ｃｏｖ（ＲＥＲｙ， ＲＥＲｚ） 。 综上， Ｘ国对 Ｙ 国的出口不仅受到 Ｘ、 Ｙ 两国双边

汇率的影响， 还受到 Ｘ、 Ｚ 两国双边汇率变动 （汇率水平变化与汇率波动） 的影

响， 即邻国汇率效应。

三、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由理论分析可知汇率变动通过汇率水平变化与汇率波动影响出口。 考虑到当期

出口受到滞后期出口的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 Ｊ 曲线效应①， 设定基准回归模型

如下：

ｅｘｉｃ，ｔ ＝ ｅｘｉｃ， ｔ －１ ＋∑
１

ｋ ＝ ０
ａｄｒｅｒｉｃ， ｔ －ｋ ＋∑

１

ｋ ＝ ０
ｄｄｒｅｒｉｃ， ｔ －ｋ ＋∑

１

ｋ ＝ ０
ｖｏｌｉｃ， ｔ －ｋ ＋ Οｉ，ｔΓ ＋ μｉ ＋ ηｔ ＋ εｉ，ｔ

（１５）
其中， ｉ、 ｔ 和 ｃ 分别表示贸易对象国、 时间和中国。 μｉ 为贸易对象国国家固定

效应， ηｔ 是时间固定效应 （以下简称双固定）， εｉｔ 为残差项， 所有变量均取对数形

式。 在后续变量处理过程中， 使用 ＣＰＩ （２０１０＝ １００） 去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ｅｘｉｃ，ｔ 为被解释变量， 即我国对贸易对象国 ｉ产业实际出口额。 正如文献综述所

述， 目前多数研究基于双边贸易总量数据， 虽然有部分文献基于 ＨＳ 行业类别进行

分析， 但 ２２类 ＨＳ行业出口的研究结论较为分散， 缺乏指导意义， 更没有文献将

行业出口数据归集为产业出口数据进行分析。 本文依据盛斌 （２００２） ［２３］整理的我国

海关统计协调编货码与工业行业的对应关系， 将 ５１２ 种 ＨＳ 出口商品转化为 ３０ 种

工业行业出口， 然后根据行业与产业对应表， 将主要的行业出口总结为四大类产品

出口， 即资源采掘型出口②、 劳动密集型出口、 资本密集型出口以及技术密集型出

口③。 基于上述分类依据， 本文整理了我国与贸易对象国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以及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作为被解释变量。
ａｄｒｅｒ 和 ｄｄｒｅｒ 表示人民币实际汇率 （间接标价法） 的升值和贬值。 目前多数文

献假设汇率水平变化对出口的影响是对称的， 并没有考虑到汇率升值、 贬值对出口

产生的异质性影响。 借鉴曹伟等 （２０１９） ［２４］， 采用虚拟变量表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

升值和贬值。 首先根据研究国家与美元的名义汇率以及人民币与美元的名义汇率，
换算得到研究国家与人民币的双边汇率 （间接标价法）， 之后去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得到人民币实际汇率 ｒｅｒｉｃ，ｔ ， 将人民币实际汇率 ｒｅｒｉｃ，ｔ 进行对数差分， 得到 ｄｒｅｒｉｃ，ｔ ，
因此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 ａｄｒｅｒｉｃ，ｔ 与贬值 ｄｄｒｅｒｉｃ，ｔ 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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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由于本文采用年度数据， 因此相关变量的滞后期设定为 “１”。
由于资源采掘型产品出口分析的现实意义相对较小， 因此并没有对其进行后续分析。
由于篇幅原因， ＨＳ海关代码、 行业与产业对应表未展示， 备索。 凡备索资料均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学术刊编辑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ａｄｒｅｒｉｃ，ｔ ＝
ｄｒｅｒｉｃ，ｔ， ｄｒｅｒｉｃ，ｔ ＞ ０
０， ｄｒｅｒｉｃ，ｔ 　 　 ＜ ０{ 　 　 ｄｄｒｅｒｉｃ，ｔ ＝

ｄｒｅｒｉｃ，ｔ， ｄｒｅｒｉｃ，ｔ ＜ ０
０， ｄｒｅｒｉｃ，ｔ 　 　 ＞ ０{ （１６）

ｖｏｌ 表示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 衡量波动率的方法很多， 主要有变化率法、 标

准差法、 ＨＰ 滤波法以及 ＧＡＲＣＨ 法。 汇率波动率不同的测定方法各有优劣， 本文

借鉴戴翔和张二震 （２０１４） 的做法， 采用变化率法衡量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①。
Ｏｉ，ｔ 为本文的控制变量， 包括： （１） 出口对象国实际 ＧＤＰ。 研究对象的国内需

求是影响我国出口的重要因素。 （２） 我国对出口对象国 ＯＦＤＩ。 ＯＦＤＩ也会影响我国

出口。 （３） 研究对象国国内通货膨胀率 （ ｉｎｆｌａ）。 研究对象国国内价格水平也会影

响我国对其出口。 研究国家通货膨胀率以 ＧＤＰ 平减指数衡量。
邻国效应 （邻国贸易效应、 邻国汇率效应） 也会影响本国的出口贸易， 因此

本文还将使用空间面板模型研究邻国效应对本国出口的作用， 作为稳健性检验的一

种方式。 对于空间面板回归， 最常见的回归形式为空间杜宾模型 （ＳＤＭ）， 在加入

相关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后， 式 （１５） 变为：

ｅｘｉｃ，ｔ ＝ ρ∑
Ｎ

ｊ ＝ １，ｊ≠ｉ
ｗｉ，ｊｅｘｉｃ，ｔ ＋ ｅｘｉｃ，ｔ－１ ＋∑

１

ｋ ＝ ０
ａｄｒｅｒｉｃ，ｔ－ｋ ＋ θ１∑

Ｎ

ｊ ＝ １，ｊ≠ｉ
ｗｉ，ｊａｄｒｅｒｉｃ，ｔ ＋∑

１

ｋ ＝ ０
ｄｄｒｅｒｉｃ，ｔ－ｋ

＋ θ２∑
Ｎ

ｊ ＝ １，ｊ≠ｉ
ｗｉ，ｊｄｄｒｅｒｉｃ，ｔ ＋∑

１

ｋ ＝ ０
ｖｏｌｉｃ，ｔ－ｋ ＋ θ３∑

Ｎ

ｊ ＝ １，ｊ≠ｉ
ｗｉ，ｊｖｏｌｉｃ，ｔ ＋ Οｉ，ｔΓ ＋ μｉ ＋ ηｔ ＋ εｉ，ｔ （１７）

式 （１７） 中， ｗ ｉ， ｊ 为空间权重矩阵。 考虑到研究国家之间的空间关联可能同时

来自于地理距离与经济行为的双重影响， 因此借鉴侯新烁 （２０１３） ［２５］的做法， 建立

如下的空间权重矩阵： ｗ ｉ， ｊ ＝ ｙ－ ｉ ｙ
－
ｊ ／ ｄｉ， ｊ

２， ｉ≠ ｊ； ｗ ｉ， ｊ ＝ ０， ｉ ＝ ｊ 。 其中， ｙ－ ｉ 与 ｙ－ ｊ 分别表

示研究国家 ｉ与 ｊ样本期间人均实际 ＧＤＰ 均值。 ｄｉ， ｊ 为研究国家 ｉ与 ｊ首都之间的地理

距离。 本文通过 ＬＲ检验与 Ｗａｌｄ 检验对以下两个假设进行检验： （１） Ｈ０： θ ＝ ０
（２） Ｈ０： θ ＋ βρ ＝ ０， 以此判断空间杜宾模型 （ＳＤＭ） 是否会简化为空间自回归模

型 （ＳＡＲ） 或空间误差模型 （ＳＥＭ）。 如果上述两个检验均拒绝原假设， 说明空间

杜宾模型是估计空间面板的最佳选择。 如果上述两个检验接受原假设， 按照一般文

献的思路， 将式 （１７） 的空间杜宾模型简化为空间自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本文首先选取 ２０１８年我国对世界出口总额前 ９５％的国家， 加上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②作为初步研究对象，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之后， 最终研究国家 １１７ 个，
其中沿线国家 ９７个， 非沿线国家 ２０ 个。 我国对这 １１７ 个国家 ２０１８ 年的出口额占

我国出口总额的 ９５ １８％③， 因此研究对象的选取具有可信性。 研究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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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ＧＡＲＣＨ模型一般适用于高频数据， 由于本文采用年度数据， 因此稳健性检验中并未采用 ＧＡＲＣＨ方法

计算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率。 而基于标准差法和 ＨＰ 滤波法衡量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率进行的稳健性回归

结果相差不大， 备索。
沿线国家的范围参见 “一带一路” 官网， 沿线国家共计 １３８个。
数据来源： ＩＭＦ ＤＯＴＳ数据库， 作者整理所得。
由于篇幅原因， 研究国家、 数据来源表与变量描述性统计表未展示， 备索。



四、 基础实证分析

本文按照式 （１５） 进行基准回归， 回归使用两步法系统 ＧＭＭ 估计， 采用

Ｈａｎｓｅｎ过度识别检验判断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回归结果如表 １所示。

表 １　 全样本基准回归

变量
技术密集 资本密集 劳动密集

系数 ｚ值 系数 ｚ值 系数 ｚ值
Ｌ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７５０∗∗∗ 　 １７ ９２ ０ ４３４∗∗ ２ ３２ ０ ８６８∗∗∗ １７ ２２
ａｄｒｅｒ ０ ０２６６ ０ ４６ ０ ２３９∗∗∗ ２ ８９ －０ ０５９１∗ －１ ６５

Ｌ ａｄｒｅｒ ０ ０９２６∗ １ ７６ ０ ２０１∗∗ ２ ２７ ０ ０１４１ ０ ６４
ｄｄｒｅｒ －０ ０３６２∗ －１ ７３ －０ ０８２０ －１ ５８ ０ ０１３０ ０ ８４

Ｌ ｄｄｒｅｒ －０ ０４１１∗∗∗ －２ ７６ －０ ００７２３ －０ ２５ －０ ０３９６∗∗∗ －２ ８８
ｖｏｌ －０ ０１３５∗∗ －２ ０５ －０ ０５５４∗∗∗ －３ ０４ －０ ００３２０ －０ ５３

Ｌ ｖｏｌ －０ ０１４３∗ －１ ８４ －０ ０４９３∗∗ －２ ２５ －０ ０１１６∗ －１ ７０
ｇｄｐ ０ １７９∗∗∗ ５ ０５ ０ ３４６∗∗∗ ２ ６９ ０ ０７８２∗∗ ２ ０６
ｏｆｄｉ ０ ０４９２∗∗∗ ３ ５３ ０ １８１∗∗∗ ３ ００ ０ ０３３６∗∗∗ ２ ６６
ｉｎｆｌａ －０ ０３１９ －０ ８２ －０ １８１ －１ ０１ －０ ０５２７ －１ ３８

ＡＲ （１）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４１６ ０ ０２０５ ０ ０００００９５９
ＡＲ （２） ０ １６８ ０ ３６０ ０ ２４９
Ｈａｎｓｅｎ Ｐ ０ ２５２ ０ ９８４ ０ １２５
双固定 是 是 是

Ｎ １ ６３８ １ ６３８ １ ６３８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下表同。

本文主要关注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的回归结果。 对于技术密集型产

品， 滞后一期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显著为正， 说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能够促进技术

密集型产品出口。 相反， 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当期值与滞后一期值全部显著为负， 说

明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会抑制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 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当期值与滞

后一期值全部显著为负， 因此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会抑制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
对于资本密集型产品， 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当期值与滞后一期值全部显著为

正， 说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能够促进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 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

回归系数全部为负但是不显著。 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当期值与滞后一期值全部显著

为负， 因此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不利于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
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 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当期值显著为负， 人民币实际汇率

当期升值 １％，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下降 ０ ０５９１％； 滞后一期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

同样显著为负， 滞后一期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 １％，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下降

０ ０３９６％； 滞后一期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显著为负， 滞后一期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

增加 １％，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下降 ０ ０１１６％。
基于表 １的结果， 可以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会抑制三类产品出口， 结果与

理论机制相吻合。 对于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变化， 实证结果却与现有研究结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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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以往文献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会抑制出口而人民币汇率贬值能够促进出口，
但是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能够促进技术密集型产品与资本密集

型产品出口， 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反而不利于技术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

口。 理论机制的分析表明， 不同类型产品出口对实际汇率水平变化的反应是不同

的， 可替代品出口对实际汇率的偏导为负， 即实际汇率升值会抑制其出口； 不可替

代品出口对实际汇率的偏导为正， 说明实际汇率升值会增加其出口。 本文认为可以

从汇率传递视角进行解释。 一方面我国出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相对发达国家具有价

格优势， 相对低收入国家具有质量优势， 因此在国际市场上存在较强的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在技术研发领域投入的不断增加， 我国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

场上具备的竞争力不断上升， 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我国的高铁产业以及 ５Ｇ 通信产

业。 现有研究也表明， 我国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汇率传递效应很高， 通用

设备、 电气器材的汇率传递系数超过 １， 当人民币升值 １％， 以商品目的国货币计

量的商品价格上升超过 １％。 因此当人民币升值时， 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出口企业不

太可能降低以人民币计价的销售价格来维持商品在目的国市场的销售价格不变， 这

可归因于我国机电产品海外市场需求价格弹性相对较低， 市场份额较大， 产品替代

性较小 （胡冬梅等， ２０１０） ［２６］。 高端技术密集型产品由于技术复杂度和生产门槛较

高， 使得生产这类产品的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竞争压力较小， 高端产品的

需求弹性较低， 在本币升值时企业能够相对自由地调整价格来维持自身利润 （王
雅琦等， ２０１５） ［２７］。 因此当人民币升值时， 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出口企业一定程度上

可以享受升值带来的好处， 从而增加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
全样本分析可能掩盖我国在不同地区产品出口受汇率变动影响的差异， 而分地

区分析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在不同地区产品出口的贸易优势， 为我国未来出口贸易

的发展方向给予指导。 因此本文对研究国家按照样本期间人均实际 ＧＤＰ 均值进行

三等分， 将其划分为低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 回归结果如表 ２、
表 ３和表 ４所示。

表 ２　 低收入国家基准回归

变量
技术密集 资本密集 劳动密集

系数 ｚ值 系数 ｚ值 系数 ｚ值
Ｌ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８０１∗∗∗ ８ ７７ １ ３０６∗∗∗ ３ １９ ０ ７０１∗∗∗ ６ ７９
ａｄｒｅｒ ０ ０４６４∗ １ ７５ ０ ０１４６ ０ ３８ －０ ０８１０∗∗ －２ １３

Ｌ ａｄｒｅｒ ０ ０６６３∗∗∗ ２ ８９ －０ ００２９５ －０ ０８ －０ ０３１５ －０ ７５
ｄｄｒｅｒ －０ ５２７ －１ ３８ －０ ２９０ －０ ３４ －０ ０５７３ －０ １４

Ｌ ｄｄｒｅｒ ０ ００３６５ ０ ０１ －２ ０４３∗∗∗ －３ ０２ ０ ０６１４ ０ １５
ｖｏｌ －０ ０１４９ －１ ２５ ０ ００６２１ ０ ４７ ０ ００３４１ ０ ２０

Ｌ ｖｏｌ －０ ０１８９∗ －１ ８５ －０ ０２１９ －１ ２５ －０ ００２１４ －０ １２
双固定 是 是 是

Ｎ ５４６ ５４６ ５４６

注： 由于篇幅原因仅展示关键变量回归结果， 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从略， 备索。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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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中等收入国家基准回归

变量
技术密集 资本密集 劳动密集

系数 ｚ值 系数 ｚ值 系数 ｚ值
Ｌ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５８４∗∗∗ ３ ８３ １ ３００∗∗∗ ５ ０２ ０ ７０８∗∗∗ ３ ０９
ａｄｒｅｒ －０ ９０８∗ －１ ７７ ０ ０１５５ ０ ０１ －０ ８７１∗ －１ ８６

Ｌ ａｄｒｅｒ ０ ３０３ ０ ８７ ０ ６０７ ０ ４９ ０ １２１ ０ ２９
ｄｄｒｅｒ ０ １０３ ０ ２０ －０ ８５６ －０ ５７ １ ５１７∗ １ ８７

Ｌ ｄｄｒｅｒ ０ １００ ０ ２３ －３ ０３８∗∗∗ －２ ６４ －０ ３９８ －０ ５８
ｖｏｌ ０ ００２０４ ０ ０７ －０ ００９０６ －０ １２ ０ ０１２７ ０ ４６

Ｌ ｖｏｌ －０ ０１７８ －０ ７７ ０ ０１２６ ０ １９ －０ ０３１６∗ －１ ６９
双固定 是 是 是

Ｎ ５４６ ５４６ ５４６

表 ４　 高收入国家基准回归

变量
技术密集 资本密集 劳动密集

系数 ｚ值 系数 ｚ值 系数 ｚ值
Ｌ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８９２∗∗∗ ４ ６４ ０ ７９１∗∗∗ ９ ４６ ０ ８６８∗∗∗ １２ ９７
ａｄｒｅｒ ０ ８７０∗∗∗ ２ ７４ ０ ５６１∗∗∗ ２ ９５ ０ ４８７∗∗ ２ ２０

Ｌ ａｄｒｅｒ ０ ６２０∗∗∗ ４ ３５ ０ ７８５∗∗∗ ３ ５５ ０ ２８１∗∗∗ ３ ０２
ｄｄｒｅｒ －０ ０５８２∗ －１ ６７ －０ １４９∗∗∗ －３ ０１ ０ ００１６７ ０ １３

Ｌ ｄｄｒｅｒ －０ ０４５６∗ －１ ７２ ０ ０２８７ ０ ９８ －０ ０４９５∗∗∗ －３ ５７
ｖｏｌ －０ ０２７８∗∗∗ －２ ６３ －０ ０６２８∗∗∗ －３ ４１ －０ ０１６６∗∗∗ －２ ６２

Ｌ ｖｏｌ －０ ０２１５∗ －１ ８２ －０ ０５０３∗∗ －２ ４８ －０ ０２００∗∗∗ －３ ４１
双固定 是 是 是

Ｎ ５４６ ５４６ ５４６

表 ２、 表 ３和表 ４均显示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基本显著为负， 表明人民币实际

汇率波动不利于三类产品出口。
低收入国家回归结果显示： 对于技术密集型产品， 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当期值

与滞后一期值显著为正， 因此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会促进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 对

于资本密集型产品， 滞后一期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显著为负， 说明滞后一期人民币

实际汇率贬值不利于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 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 人民币实际汇率

升值当期值显著为负， 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不利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上述

结果说明我国对低收入国家技术密集型产品与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受到的竞争较

小， 需求价格弹性较低， 存在贸易优势， 但对低收入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需求

价格弹性较大， 不存在贸易优势。 低收入国家包括部分亚洲国家与大量非洲国家，
这些国家国内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自身并没有能力生产出相应的产品， 特别是技术

密集型产品与资本密集型产品来满足国内需求， 因此对我国的进口依赖性较强。
２０１５年至 ２０１８ 年， 低收入国家自我国的进口额占其进口总额比例的均值为

１９ ２９％， 自美国进口占比均值为 ５ ２４％， 自日本进口占比均值为 ４ ８３％， 自德国

进口占比均值为 ２ ６８％。 具体到行业层面， 低收入国家自我国技术密集型产品进

口额占其进口总额比例的均值为 １３ １４％， 因此我国对低收入国家技术密集型产品

与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存在一定程度的定价权， 这类产品在低收入国家的需求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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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较低， 人民币汇率升值会增加厂商的出口收益。 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 一方面

随着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我国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投入逐渐向资本密集

型与技术密集型产品转移， ２００４年至 ２０１８年， 我国对研究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

口占总出口的比例从 ４６ ６％下降到 ３２ ６％①； 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
世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逐渐从昔日世界加工厂的我国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

东南亚国家， 这些东南亚国家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 特别是低收入

国家市场上相对于我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更大的价格优势。 因此在低收入

国家市场上， 我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受到的国际竞争较大， 需求价格弹性较高，
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不利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对于中等收入国家， 三类产品出口回归结果出现了较大差异。 （１） 对于技术密

集型产品， 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当期值显著为负， 说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不利于我

国向中等收入国家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 反映出我国技术密集型产品在中等收入国家

市场中受到的竞争压力较大， 需求价格替代弹性较高， 我国对中等收入国家技术密集

型产品出口不存在贸易优势。 但我国对中等收入国家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重视程度

不断上升。 ２００４年至 ２０１８年， 我国对中等收入国家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我国对所

有研究国家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比例从 ８ ２３％逐年上升至 １５ ７１％， 因此对中等收

入国家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贸易策略以扩大市场份额为主。 同时， 我国出口的技术

密集型产品在中等收入国家市场上受到其他发达国家同质产品的竞争。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８年， 中等收入国家自我国进口额占其进口总额比例的均值为 １６ ０１％， 自美国的

进口占比均值为 １４ ７３％， 自日本的进口占比均值为 ３ ９８％， 自欧盟的进口占比均值

为 ２８ ４７％②。 因此当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时， 我国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

竞争力下降， 出口下降。 （２） 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 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当期值显

著为负， 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当期值显著为正， 说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不利于我国

向中等收入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有利于我国向中等收入国

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原因与我国对低收入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类似， 我国对

中等收入国家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受到东南亚国家出口同质产品的激烈竞争。 （３）
对于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 滞后一期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显著为负， 说明人民币实际

汇率贬值不利于我国对中等收入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
高收入国家回归结果显示： 对于技术密集型产品， 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当期值

与滞后一期值显著为正， 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当期值与滞后一期值显著为负； 对于

资本密集型产品， 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当期值与滞后一期值显著为正， 人民币实际

汇率贬值当期值显著为负； 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 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当期值与滞

后一期值显著为正， 滞后一期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显著为负。 因此， 我国对高收入

国家三类产品出口均存在贸易优势。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８ 年， 高收入国家自我国的进口

额占其进口总额比例的均值为 １４ ９２％。 具体到产品层面， 高收入国家自我国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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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型产品进口占其进口总额比例的均值为 ４ ３４％， 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占比均

值为 ０ ５２％， 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占比均值为 ８ ０７％①， 因此高收入国家对我国三

类产品的进口均存在一定的进口依赖。 相对于低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

国家对劳动密集型产品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更注重商品的质量而不是商品的价

格， 虽然我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与资本密集型产品在价格上相对于东南亚国家

出口的同质产品不具优势， 但是我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与资本密集型产品质量

更好， 因此对高收入国家产品出口存在贸易优势。
“一带一路” 倡议正在稳步推进， 因此本部分探究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沿线

国家产品出口的影响， 结果如表 ５所示。

表 ５　 沿线国家基准回归

变量
技术密集 资本密集 劳动密集

系数 ｚ值 系数 ｚ值 系数 ｚ值
Ｌ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７２０∗∗∗ ９ ０５ ０ ７７１∗∗∗ ７ ９２ ０ ７７３∗∗∗ １１ ８９
ａｄｒｅｒ ０ ０２０１ ０ ４０ ０ １３０∗∗∗ ２ ８５ －０ ０６０４ －１ ６３

Ｌ ａｄｒｅｒ ０ １０２∗ １ ８４ ０ ０８４６∗ １ ６８ ０ ０２４９ １ ０７
ｄｄｒｅｒ －０ ０２９７ －１ ３２ －０ ０８１０ －１ ４１ ０ ０２１９ １ １８

Ｌ ｄｄｒｅｒ －０ ０３８８∗∗ －２ ３３ ０ ０４８６ １ １３ －０ ０４０７∗∗∗ －２ ７３
ｖｏｌ －０ ０１２８∗ －１ ８０ －０ ０３３３∗∗ －２ ３５ －０ ０００４５７ －０ ０６

Ｌ ｖｏｌ －０ ０１４８∗ －１ ７８ －０ ０１４３ －１ １９ －０ ０１６４∗ －１ ９２
双固定 是 是 是

Ｎ １ ３５８ １ ３５８ １ ３５８

表 ５显示， 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显著为负， 说明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会减少我

国对沿线国家三类产品出口。 对于技术密集型产品， 滞后一期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

与贬值均显著， 分别为正、 负， 说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有利于我国向沿线国家技

术密集型产品出口， 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不利于我国向沿线国家技术密集型产品出

口； 对于资本密集型产品， 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当期值与滞后一期值均显著为正；
对劳动密集型产品， 滞后一期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显著为负。 以上实证结果表明，
我国对沿线国家技术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均存在贸易优

势。 这一结论说明， 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的背景下， 我国在推进 “一带一

路” 倡议的过程中， 可以利用三类产品出口上的贸易优势获得更大的出口收益。

五、 拓展分析

接下来探讨邻国效应对三类产品出口的影响。 本文使用莫兰指数对被解释变量

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 全样本三类产品出口莫兰指数检验结果全部显著为正， 说明

三类产品出口呈现空间正相关性， 能够进行空间面板回归②。 回归结果如表 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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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 ＩＭＦ ＤＯＴＳ数据库与国研网数据库， 作者整理所得。
由于篇幅原因， 莫兰指数检验结果未展示， 备索。



表 ６　 全样本空间面板回归

变量
技术密集 资本密集 劳动密集

系数 ｚ值 系数 ｚ值 系数 ｚ值
Ｌ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６７９∗∗∗ ２１ ５６ ０ ６１５∗∗∗ １５ １７ ０ ８１８∗∗∗ ３１ ４２

ａｄｒｅｒ －０ ０１９７ －０ ４９ ０ ０６１３∗∗ ２ ０６ －０ ０５５６∗ －１ ７８

Ｌ ａｄｒｅｒ ０ ０８３０∗ １ ８８ ０ ０３６１ １ ０９ －０ ０１１０ －０ ４２

ｄｄｒｅｒ －０ ００９９５ －０ ３１ －０ ０８１１∗ －１ ８５ ０ ０１６５ １ ２７

Ｌ ｄｄｒｅｒ －０ ００５５４ －０ ２５ ０ ０３６７ ０ ６５ －０ ０１０２ －０ ４７

ｖｏｌ －０ ００４７５ －０ ８４ －０ ０１５７∗ －１ ７３ ０ ０００１６５ ０ ０３

Ｌ ｖｏｌ －０ ００８６９ －１ ６１ －０ ００２２７ －０ ２５ ０ ０００３２９ ０ ０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ｈｏ ０ ０５５６∗ １ ７６ ０ ０７９９∗ １ ９２ ０ ０３２７ ０ ７２

Ｗ×ａｄｒｅｒ －０ ６８２∗∗∗ －２ ６５ ０ ２８４ ０ ５８ －１ ０５１∗∗∗ －３ ６０

Ｗ×ｄｄｒｅｒ －０ ０１６４ －０ ３８ －０ ２４７∗∗ －２ ０３ －０ ０３９３ －０ ５４

Ｗ×ｖｏｌ ０ ００９９１ ０ ９２ －０ ０４４０∗ －１ ８３ ０ ００８６９ ０ ６１
Ｈ０： θ ＝ ０ ７ ３５ ０ ０６１７ ７ ３３ ０ ０６２１ １５ ３２ ０ ００１６

Ｈ０： θ ＋ βρ ＝ ０ ７ ３９ ０ ０６０５ ７ ６９ ０ ０５２８ １５ ４１ ０ ００１５

双固定 是 是 是

Ｎ １ ６３８ １ ６３８ １ ６３８

表 ６显示， 对于核心变量的回归结果， 基本与表 １相似， 也能发现我国在技术

密集型产品与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上存在贸易优势， 但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上受

到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 表明实证结果稳健。
本文主要关注被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回归系数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ｈｏ （体现邻国贸易效

应） 与核心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回归系数 （体现邻国汇率效应）。 表 ６ 显示技术密

集型产品与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空间滞后项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ｈｏ 显著为正， 说明我国对邻国

技术密集型产品、 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加能够带动我国对本国技术密集型产

品、 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 邻国贸易效应表现为相互促进性。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空间滞后项回归系数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ｈｏ为正但不显著。
邻国汇率效应对三类产品出口则表现出了异质性。 （１） 对于技术密集型产品，

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空间滞后项Ｗ×ａｄｒｅｒ显著为负， 因此邻国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

１％ （邻国货币相对于人民币贬值 １％）， 我国对本国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下降

０ ６８２％。 理论机制分析表明， 邻国汇率效应主要通过竞争效应与贸易优势影响本

国出口。 一方面， 当邻国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时， 邻国会减少从我国进口， 因此本

国通过竞争效应加大从我国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 另一方面， 我国对技术密集型产

品出口存在贸易优势， 因此当邻国货币贬值时，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会把对本国

的出口贸易转移到邻国。 上述两个机制最终表现为贸易优势强于竞争效应， 导致邻

国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减少了我国对本国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 （２） 对于资本密

集型产品， 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空间滞后项 Ｗ×ｄｄｒｅｒ 显著为负， 说明邻国人民币

实际汇率贬值 １％ （邻国货币相对于人民币升值 １％）， 我国对本国资本密集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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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下降 ０ ２４７％。 原因是： 一方面， 当邻国货币相对于人民币升值时 （邻国人民

币实际汇率贬值）， 邻国的购买力增加， 通过竞争效应增大从我国进口； 另一方

面， 由于我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上存在贸易优势， 邻国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会

使得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加大对本国的出口。 由于竞争效应强于贸易优势， 我国

对本国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最终下降。 同时， 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空间滞后项

Ｗ×ｖｏｌ显著为负， 表明邻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会抑制我国对本国资本密集型产品

出口， 这是因为邻国与本国货币汇率之间的联动性较强， 当邻国汇率波动加剧时，
通过扩散效应带动本国汇率波动增加， 汇率风险增大使得我国减少对本国资本密集

型产品出口。 （３） 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 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空间滞后项 Ｗ×ａｄｒｅｒ
显著为负， 因此邻国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 １％ （邻国货币相对于人民币贬值 １％），
我国对本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减少 １ ０５１％。 这是因为邻国货币相对人民币贬

值， 使得本国产生汇率贬值的预期， 假如本国货币贬值幅度大于邻国， 那么邻国货

币相对于本国升值， 邻国通过竞争效应反而增加了自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 从

而挤出了我国对本国的出口。
全样本回归结果可能掩盖不同地区邻国效应的差异， 因此本文接下来按照研究

国家所属地域的不同进行分析①， 结果如表 ７和表 ８所示。

表 ７　 亚洲地区空间面板回归

变量
技术密集 资本密集 劳动密集

系数 ｚ值 系数 ｚ值 系数 ｚ值
Ｌ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７８４∗∗∗ １６ ４６ ０ ７１３∗∗∗ １６ １３ ０ ８３５∗∗∗ １９ ６７

ａｄｒｅｒ ０ ０１１６ ０ ４６ ０ ０５７１∗∗ ２ １０ －０ ０５３２∗ －１ ７９

Ｌ ａｄｒｅｒ ０ ０５８２∗∗∗ ３ １１ ０ ０５５７∗∗ ２ ３９ ０ ００８４３ ０ ４３

ｄｄｒｅｒ －０ ６８５∗∗ －２ ５７ ０ １０９ ０ ２１ －０ ３１７ －０ ６０

Ｌ ｄｄｒｅｒ －０ ０１８７ －０ ０７ －１ ０４５∗∗ －２ ３４ －０ ０４１０ －０ １３

ｖｏｌ －０ ０１０５ －１ ０７ －０ ００１６４ －０ １６ ０ ００３９２ ０ ３９

Ｌ ｖｏｌ －０ ０１５９∗ －１ ９２ －０ ０１４０ －１ ５２ －０ ００８０４ －０ ８０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ｈｏ －０ １６３∗∗ －２ ０４ ０ ０４３３ ０ ６１ －０ ２５０∗∗∗ －３ ５７

Ｗ×ａｄｒｅｒ ０ ９４２ １ ２３

Ｗ×ｄｄｒｅｒ －１ １８９ －０ ９２

Ｗ×ｖｏｌ －０ ０７４７∗∗ －２ ５３
Ｈ０： θ ＝ ０ ４ ６８ ０ １９７０ ６ ５６ ０ ０８７２ ４ ７０ ０ １９４９

Ｈ０： θ ＋ βρ ＝ ０ ６ ２４ ０ １００５ ６ ６２ ０ ０８５１ ５ １０ ０ １６４７

双固定 是 是 是

Ｎ ５４６ ５４６ ５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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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各地区出口莫兰指数的结果表明， 只有亚洲地区与欧洲地区三类产品的出口存在空间相关性， 因此本

文后续只对亚洲地区与欧洲地区进行空间面板分析， 地区莫兰指数检验的结果备索。



表 ８　 欧洲地区空间面板回归

变量
技术密集 资本密集 劳动密集

系数 ｚ值 系数 ｚ值 系数 ｚ值
Ｌ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６１６∗∗∗ １０ ７０ ０ ５５９∗∗∗ ７ ６０ ０ ７７１∗∗∗ １０ ８１
ａｄｒｅｒ ０ ２０４ ０ ６３ ０ ３０１ １ ３９ ０ ３１８ １ ０２

Ｌ ａｄｒｅｒ ０ ５６２∗∗∗ ３ １６ ０ ４３８∗ １ ８６ ０ ２６１ １ ４７
ｄｄｒｅｒ －０ ００４２８ －０ １１ －０ １０７ －１ ６４ －０ ００１５４ －０ ０８

Ｌ ｄｄｒｅｒ ０ ００７０４ ０ ２２ ０ ０１７５ ０ ２７ －０ ０１１６ －０ ４７
ｖｏｌ －０ ００４９４ －０ ４０ －０ ０６４８∗∗∗ －２ ６９ ０ ００１５９ ０ １２

Ｌ ｖｏｌ ０ ００２８１ ０ ２０ －０ ０３０５ －０ ９６ ０ ００６４０ ０ ４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ｈｏ ０ １２０∗∗ ２ ０７ ０ １３８∗∗ ２ ３５ ０ ２１９∗ １ ８９
Ｗ×ａｄｒｅｒ －０ ６２１ －０ ９８
Ｗ×ｄｄｒｅｒ －０ １３２∗ －１ ７８
Ｗ×ｖｏｌ －０ ０４６３ －０ ８８

Ｈ０： θ ＝ ０ ４ ２０ ０ ２４０６ ３ ５６ ０ ３１３５ ６ １７ ０ ０８１９
Ｈ０： θ ＋ βρ ＝ ０ ３ ８１ ０ ２８２６ ３ ８７ ０ ２７６２ ６ ４３ ０ ０９２４

双固定 是 是 是

Ｎ ４６２ ４６２ ４６２

对于亚洲地区， 技术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空间滞后项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ｈｏ 显著

为负， 因此我国对亚洲地区技术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呈现显著的竞争

效应。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 （１） 亚洲地区自我国的进口贸易结构存在明

显的相似性。 我国对新加坡、 泰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老挝、 菲律宾等国家

的出口以电气机械、 电子通讯设备以及专业设备等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 对缅甸，
柬埔寨、 菲律宾以及孟加拉国的出口以纺织业出口 （劳动密集型产品） 为主， 对

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的出口以纺织业、 皮革毛皮等劳动

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①， 出口贸易结构的相似性决定了在我国出口产能一定的情况

下， 邻国贸易效应表现为相互竞争性， 我国对邻国出口的增加会减少对本国的出

口。 （２） 产品销售过于集中于某一特定市场不利于风险分散。 国内企业为了降低

出口风险， 倾向于建立多样化的国际贸易市场， 而我国对亚洲地区出口贸易结构的

相似性正好强化了这一避险心理。 （３） 邻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会阻碍我国对本

国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 即邻国汇率波动以扩散效应为主。
对于欧洲地区， 三类产品出口空间滞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ｈｏ 全部显著为正， 说明我国对

邻国三类产品出口的增加均能带动我国对本国出口的增加， 邻国贸易效应表现为相

互促进性。 这是因为欧洲地区经贸发展联系较为紧密， 欧盟的建立以及欧元区的不

断扩展， 目的就是为了促进欧洲地区的共同繁荣， 因此我国对欧洲地区三类产品的

出口呈现出相互促进的空间协同效应。 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 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

空间滞后项 Ｗ×ｄｄｒｅｒ显著为负， 因此邻国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 （邻国货币相对于

人民币升值） 会减少我国对本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即邻国汇率水平变化表现

为竞争效应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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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与建议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 （１） 总体而言， 不管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还是技术密集型

产品， 我国对其出口贸易均存在贸易优势， 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不仅没有抑制这两

类产品的出口反而存在促进作用， 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会显著降低这两类产品出

口。 （２） 对于高收入国家， 我国对其三类产品出口均存在贸易优势； 对于中等收入

国家， 我国仅在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上存在贸易优势， 而技术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

集型产品出口受到国际市场较大竞争； 对低收入国家， 我国对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

口没有贸易优势， 而对其余两类产品出口存在一定程度的定价权。 （３） 我国对沿

线国家三类产品出口均存在贸易优势。 （４） 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会抑制三类产品

出口。 （５） 空间面板结果显示， 我国对世界主要国家技术密集型产品与资本密集

型产品出口存在正向邻国贸易效应； 地区细化的回归结果表明， 我国对亚洲地区技

术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呈现相互抑制的邻国贸易效应； 我国对欧洲地

区三类产品出口均呈现相互促进的空间协同效应。 （６） 邻国汇率水平变化通过竞

争效应与贸易优势作用， 对不同类型产品出口产生异质性影响。 邻国汇率波动主要

通过扩散效应抑制我国对其出口。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１） 我国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

产品出口的贸易优势存在差异， 同时邻国汇率水平变化通过竞争效应与贸易优势作

用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产品出口产生异质性影响， 因此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不断

升值的背景下， 我国应该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贸易政策， 对不同地区制定差异

化贸易方针。 具体而言， 要继续巩固对低收入国家技术密集型产品与资本密集型产

品出口的贸易优势； 对中等收入国家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 应该继续以扩大市场份

额为主， 但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 则要继续把握自身的出口优势； 对高收入国家

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应该充分利用三类产品出口的贸易优势。 通过充分合

理利用当前三类产品出口贸易的比较优势与邻国汇率效应， 实现出口收益最大化。
（２） 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不仅直接抑制三类产品的出口贸易， 还能借助扩散效应

通过邻国汇率波动抑制我国对本国的出口。 为了避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

负面影响， 要加快发展人民币远期与期权市场， 通过金融衍生品的使用稳定对人民

币汇率的预期， 降低汇率波动带来的贸易风险。 （３） 我国对亚洲地区技术密集型

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存在相互竞争的邻国贸易效应， 对欧洲地区三类产品出

口存在相互促进的空间协同效应。 因此未来我国在出口贸易对象上应该做出适当调

整， 借助 “一带一路” 倡议的契机， 在保持与亚洲地区贸易往来的同时， 加大对

欧洲地区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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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ｖｅ ａ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ｈｉｂｉ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ｔｏ ｔａｒｇｅ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Ｌｅｖｅ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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