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带一路” 倡议有利于沿线国家
外部财富增值吗

———基于估值效应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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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 １３０ 个经济体的样本数据， 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和

双重差分法 （ＰＳＭ－ＤＩＤ） 考察了 “一带一路” 倡议对沿线国家外部财富中估值效应

变动的影响。 结果表明： “一带一路” 倡议显著改善了沿线国家外部头寸中的估值效

应， 有助于沿线国家外部财富的升值； 机制检验显示 “一带一路” 倡议通过提升沿

线国家权益资产规模和优化结构改善了其外部头寸中的估值效应； 异质性分析表明估

值效应的改善具有一定的 “亲贫” 特征， 即效应改善对收入处于中高等和中低等、 金

融发展程度较低、 经常账户持续性逆差且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陆地国家更为显著和稳

健。 本文的研究为理解 “一带一路” 倡议功能的发挥提供了新视角， 为回应国际层面

炮制的 “债务陷阱” 论提供科学论证， 在助力 “一带一路” 倡议高质量发展的同时，
为区域内部成员增强外部调整能力， 实现外部财富的保值、 增值提供经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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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全球金融危机后， 以经常账户衡量的全球失衡状况有所缓解， 但从国际投资头

寸视角看待的资本与金融账户存量失衡问题仍在持续恶化 （刘威等， ２０１７［１］； Ａｌ⁃
ｂｅｒｏｌ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２］）。 中美两国提供了鲜明的例证， 美国存在持续性经常账户赤

字但其外部资产却通过金融调整渠道实现了增值， 这种通过金融调整渠道实现的外

部财富的损益变化被称为估值效应， 其衡量的是存量国际头寸中由汇率或资产价格

波动所导致的头寸价值变动的部分 （ Ｌａｎｅ ａｎｄ Ｍｉｌｅｓｉ － Ｆｅｒｒｅｔｔｉ， ２００１［３］； ＩＭＦ，
２００５［４］）。 然而， 该估值效应的影响具有双面性，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外

５２１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 年第 ７ 期 “一带一路” 专题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０２－２３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带一路” 建设研究专项 “共建 ‘一带一路’ 中的债务可持续性问题研

究” （１９ＶＤＬ００８）
［作者信息］ 杨权：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汪青 （通讯作者）：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

ＱｉｎｇＷａｎｇ＿ ｘｍｕ＠ １２６ ｃｏｍ



部财富存在无谓流失。 事实上， 这也是外部财富遭受损失的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

中经济体的真实缩影与写照。 一般认为， 汇率与资产价格波动是影响估值效应的直

接因素 （Ｌａｎｅ ａｎｄ Ｓｈａｍｂａｕｇｈ， ２０１０［５］ ）， 而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则揭示出国际投

资头寸中的资产配置结构差异成为影响估值效应的深层次因素 （Ｔｉｌｌｅ ａｎｄ Ｗｉｎｃｏｏｐ，
２０１０［６］； Ｓａ ａｎｄ Ｖｉａｎｉ， ２０１３［７］； 梅冬州和赵晓军， ２０１５［８］； 齐天翔等， ２０１６［９］）。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和 １０ 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
先后提出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简称为 “一带一路” ）
的重大倡议， 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进对区域内外不同类型

资本的流动格局进行了重塑， 沿线国家在承接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流入的同时， 资本

“走出去” 的步伐也向前迈进。 从沿线国家近几年的投资实践来看， 对外总资产上升的

幅度显著高于总负债， 且外部头寸中权益资产结构比重稳步上升而权益负债结构保持

相对稳定的趋势愈发明显①。 对境外 ＦＤＩ 是导致权益资产占比上升的重要原因， 这一

资产配置结构的相对变动进而对一国外部财富产生了影响。 在资产配置结构差异日益

成为影响外部财富中估值效应变动的深层次因素的背景下， 我们不禁要问， “一带一

路” 倡议的推进对沿线国家外部财富的估值效应变动产生了何种影响？ 对这一问题

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从外部财富角度理性认识 “一带一路” 倡议功能发挥的新视角，
为持续推进并迈向高质量发展的 “一带一路” 倡议创造相应的动力， 同时也在实践

层面为推进外部调整， 实现外部财富的保值、 增值提供相关的政策启示。

一、 文献综述

与本文探讨主题密切相关的一类文献是围绕估值效应， 探讨其影响因素及其在

一国外部调整中的运用。 传统国际经济学认为一国 （地区） 对外财富是经常账户

累积的结果， 然而， 以 Ｌａｎｅ 和 Ｍｉｌｅｓｉ－ Ｆｅｒｒｅｔｔｉ （２００１） 为代表的学者较早发现一国

（地区） 持有的净外部资产中由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动引致的外部财富的变动在经常

账户中并未体现， 导致国际投资头寸的变动与经常账户余额并不一致， 他们将这一

财富变动损益称之为估值效应。 此后， Ｌａｎｅ 和 Ｍｉｌｅｓｉ－Ｆｅｒｒｅｔｔｉ （ ２００７） ［１０］ 构建了各

国 （地区） 外部财富数据库， 有力地推动了后续学者对估值效应的相关研究。
在影响估值效应的因素方面， 汇率和资产价格的变动被认为是最直接的因素。

Ｌａｎｅ 和 Ｓｈａｍｂａｕｇｈ （２０１０） 将估值效应的变动划分为由汇率波动引致和由资产价格波

动引致的两部分。 后续学者在其分解基础上展开了较多的实证分析， 但关于汇率和资

产价格收益率对估值效应的影响程度存在争议 （宋芳秀和冯天骄， ２０１４［１１］； 齐天翔

等， ２０１６； 杨权和鲍楠， ２０１７［１２］）。 与此同时， 部分学者对影响估值效应的深层次因

素进行了挖掘。 当收益率变动较大的权益性资产在一国 （地区） 外部头寸中占据较

高比例时， 基于汇率和资产价格波动引致的一国 （地区） 对外净资产中估值效应的

影响就较大 （Ｔｉｌｌｅ ａｎｄ Ｗｉｎｃｏｏｐ， ２０１０； 梅冬州和赵晓军， ２０１５）。 基于此， 多数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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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于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证券投资中的股权投资以及衍生金融工具， 其收益风险较大， 资产价格易于

波动， 被划定为权益资产。



提出外部头寸中资产配置结构差异是影响估值效应的深层次因素 （王博和刘澜飚，
２０１３［１３］； 刘琨， ２０１６［１４］； 刘坤和郭其友， ２０２０［１５］ ）。 在估值效应的运用方面， 学者

们强调以估值效应为核心的金融调整渠道在外部失衡调整中的重要作用。 Ｇｏｕｒｉｎｃｈａｓ
和 Ｒｅｙ （２００７） ［１６］开创性地引入金融渠道探讨其对外部调整的影响， 在构建综合外部

失衡指标的基础上， 运用美国的数据证实了约 ２７％的动态外部调整是通过估值效应实

现的。 范小云等 （２０１１） ［１７］认为基于金融渠道的估值效应对一国 （地区） 外部调整机

制的影响愈发重要。 肖立晟和陈思翀 （２０１３）［１８］的研究表明金融调整渠道能够解释约

１２％的中国外部失衡动态变化。 Ｄｅｖｅｒｅｕｘ 和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２０１０）［１９］、 Ｇｈｉｒｏｎｉ 等 （２０１５）［２０］

基于动态一般随机均衡模型的分析揭示了金融调整对外部失衡的重要缓冲功能。
另一类相关文献则是从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和 “一带一路” 倡议层面探讨对估

值效应的影响。 就金融一体化层面， Ｔｉｌｌｅ （２００８） ［２１］指出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加深了一

国 （地区） 外部头寸中的金融杠杆效应。 Ｂｏｇｄａｎｏｖ 和 Ｆｉｌｉｐｐｅｓｃｈｉ （２０１７） ［２２］认为金融

一体化使得发达经济体持有的大量外部资产和负债受资产价格和汇率的传导有利于获

得正向估值效应。 陈小凡等 （２０１９） ［２３］发现东亚金融一体化带来的估值效应能够满足

风险分担的前提条件。 落实到具体的 “一带一路” 倡议层面， 学者们对 “一带一路”
倡议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深化金融合作、 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做

了较多的探讨 （金刚和沈坤荣， ２０１９［２４］； 杜婕和张墨竹， ２０１９［２５］； 徐思等，
２０１９［２６］； 吕越等， ２０１９［２７］； 张宇， ２０２０［２８］ ）。 然而， 相关研究尚未涉及从国际投资

头寸角度阐述 “一带一路” 倡议对沿线国家外部财富估值效应的影响。
从对现有文献的脉络梳理来看， 关于区域一体化对估值效应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方面的研究， 目前仅限于金融一体化与估值效应之间的初步探讨， 尚未有关于经济

一体化， 尤其是具体到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估值效应方面的探讨。 “一带一路” 倡议

为该领域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一个准自然实验。 相比以往的研究①， 本文的边际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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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样本的说明： 本文选取 １３０ 个经济体样本， 在 ＰＳＭ－ＤＩＤ 的基准实验中， 将样本按地理位置严格区
分为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与非沿线国家 （地区）。 其中， 关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是根据中国 “一带
一路” 网对沿线国家的统计， 在参考多数学者的界定和充分考虑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选取。 具体而言， 除
中国以外的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为新加坡、 缅甸、 柬埔寨、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泰国、 印度尼西亚、 土耳
其、 约旦、 以色列、 沙特阿拉伯、 巴林、 希腊、 塞浦路斯、 埃及、 印度、 巴基斯坦、 孟加拉国、 阿富汗、 斯
里兰卡、 尼泊尔、 不丹、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俄罗斯、 乌克兰、 白俄
罗斯、 格鲁吉亚、 亚美尼亚、 摩尔多瓦、 蒙古国、 阿尔巴尼亚、 保加利亚、 捷克、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塞
尔维亚、 黑山、 匈牙利、 立陶宛、 克罗地亚、 斯洛文尼亚、 波黑、 波兰、 罗马尼亚等。 以上样本构成了
ＰＳＭ－ＤＩＤ 中的处理组。 其余样本为非沿线经济体， 具体包括： 美国、 英国、 奥地利、 比利时、 丹麦、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卢森堡、 荷兰、 挪威、 瑞典、 瑞士、 加拿大、 日本、 芬兰、 爱尔兰、 马耳他、 葡萄牙、 西班牙、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南非、 阿根廷、 玻利维亚、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
多尔、 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 海地、 洪都拉斯、 墨西哥、 尼加拉瓜、 巴拿马 、 巴拉圭、 秘鲁、 乌拉圭、 牙买
加、 苏里南、 中国香港地区、 东帝汶、 韩国、 吉布提、 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 博茨瓦纳、 布隆迪、 喀麦隆、 刚
果民主共和国、 贝宁、 加纳、 几内亚比绍、 几内亚、 肯尼亚、 莱索托、 利比里亚、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马里、
毛里求斯、 摩洛哥、 莫桑比克、 尼日尔、 尼日利亚、 卢旺达、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塞舌尔、 塞内加尔、 塞拉利
昂、 纳米比亚、 苏丹、 坦桑尼亚、 多哥、 乌干达、 赞比亚、 斐济、 瓦努阿图、 科索沃等。 此外， 在后文中本文
进一步界定了深度融入 “一带一路” 倡议经济体， 即样本考察期内与中国签订 “一带一路” 协议或谅解备忘
录的经济体。 具体包括： 奥地利、 马耳他、 葡萄牙、 土耳其、 新西兰、 南非、 玻利维亚、 巴拿马、 苏里南、
沙特阿拉伯、 埃及、 阿富汗、 孟加拉、 缅甸、 柬埔寨、 斯里兰卡、 东帝汶、 韩国、 马来西亚、 尼泊尔、 巴基
斯坦、 新加坡、 泰国、 马达加斯加、 摩洛哥、 苏丹、 亚美尼亚、 白俄罗斯、 阿尔巴尼亚、 格鲁吉亚、 哈萨克
斯坦、 保加利亚、 摩尔多瓦、 俄罗斯、 塔吉克斯坦、 乌克兰、 乌兹别克斯坦、 捷克、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塞尔维亚、 黑山、 匈牙利、 立陶宛、 蒙古国、 克罗地亚、 斯洛文尼亚、 波黑、 波兰、 罗马尼亚等。



献在于： 第一， 从理论机制上讨论了 “一带一路” 倡议对沿线国家外部财富中估

值效应变动的影响， 明晰这一问题有利于为理性看待 “一带一路” 倡议功能的发

挥打开一个全新的视角， 有助于从外部财富角度为 “一带一路” 倡议的高质量发

展和行稳致远提供实践层面的佐证， 同时能够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增强外部

调整， 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给予相关启示； 第二， 依托客观严谨的因果识别策略对

于准确评估 “一带一路” 倡议的政策效应较为关键， 本文引入倾向得分匹配和双

重差分相结合的方法对 “一带一路” 倡议估值影响的因果效应进行评估， 在降

低样本选择偏误和减弱内生性的基础上有效识别出 “一带一路” 倡议对沿线国

家外部财富中估值效应变动的影响； 第三， 从理论层面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

实施影响沿线国家外部头寸中估值效应可能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 认为沿线国

家政府支出增加产生挤出效应导致利率上升、 外部资产中权益资产规模和结构的

改善可能是 “一带一路” 倡议影响估值效应的重要作用渠道， 并在实证层面予

以验证。

二、 理论机制及假说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对沿线国家外部财富中的估值效应会产生怎样的影

响， 其作用机制又如何？ 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尽管缺乏先验性了解， 但仍可以通过

“一带一路” 倡议本身的性质以及合作重点去寻找线索。
（一） “一带一路” 倡议的性质

“一带一路” 倡议的性质集中体现在区域经济金融合作以及相应的一体化进程

推进。 在这一过程中， 资本跨境自由流动使成员相互持有的资产和负债规模不断扩

大， 导致外部资产与负债整体呈现递增趋势， 由汇率和资产价格波动引起的对外净

资产头寸的变化部分相应增大， 估值效应的变动更富有弹性。 除了影响外部资

产与负债的总体规模外， 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对外部资产结构的变化也具有

重要影响。 区域内部吸收外资流入， 资本实现更为高效配置的同时， 区域内部

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和动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受资本逐利的驱使， 权益资产类的

对外投资日益增加， 外部资产结构的潜在优化趋势显著上升， 从而有利于获取

更高的外部资产收益。 此外， 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经济协作与各类条款制度化对

于维持经济体之间汇率和资产价格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区域协作安排加强了

对汇率和资产价格异常波动的风险防范， 能够有效避免负向估值效应造成的外

部财富流失。
（二） “一带一路” 倡议的合作重点：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层面

１ 设施联通下政府支出增加产生挤出效应致使利率上升： 导致短期负向估值

和长期正向估值效应

从设施联通角度看，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 “一带一路” 倡议的优先领域。 基

建支出不可避免地会增加生产性政府支出， 一国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产生挤出效应

进而导致利率上升， 使得本币出现即期升值和远期贬值。 纵观 “一带一路” 沿线

国家， 其外部资产中投资于发达经济体固定收益资产且以美元和欧元等外币计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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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都占据较高份额， 与此同时， 对外负债中 ＦＤＩ 和股权负债占据较高比例且多以

本币计价。 从汇率变动来看， 本币即期升值情况下外部资产贬值而负债保持相对稳

定， 从而导致了负向估值效应的产生。 在长期中， 由于本币贬值外部资产相应地实

现升值， 在负债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一国外部净资产会获取正向的估值效应。
从资产价格收益变动来看， 利率的上升使得本国居民认为持有的债券收益率降低，
通过财富效应的影响感觉自身财富贬值或者减少， 从而导致对国外资产需求的减

少， 并最终导致一国对外净资产的下降， 进而影响估值效应的变动。
２ 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下权益资产规模和结构的改善： 导致正向估值效应

从贸易畅通角度看， 贸易投资合作是 “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点内容。 随着

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的推进， 沿线国家在吸收外资流入的同时大量资本

积极走出去以寻求高额收益， 对外投资潜力的增加， 一方面， 得益于投资和贸易

壁垒的消除， 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得以构建； 另一方面， 贸易和投资作为影响经

济基本面的因素， 已然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驱动力， 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

效应被大量研究所证实。 在 “一带一路” 倡议重点推进贸易投资合作的过程中，
沿线国家基于此获得的经济发展效应为国内资本的快速积累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进一步为资本走出去提供了动力。 从沿线国家的实践来看， 对外股权投资部分保

持相对稳定的同时对外直接投资部分显著增长， 改变了国际投资头寸中权益资产

规模和权益资产结构占比情况。 相比以往主要投资于发达经济体债券等固定收益

资产， 权益资产的提升能够获取更高的期望收益， 从而能有效防止估值效应恶化

的趋势。
从资金融通的角度看， 资金融通是 “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支撑。 金融合作

深化、 货币稳定、 投融资以及信用体系建设的稳步推进对区域成员的金融发展具有

重要的促进作用， 经验证据和文献研究已普遍揭示金融发展对一国 （地区） 企业

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推动效应， 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代表的权益性资产份额的提升有

利于获取较高的正向回报， 促使一国 （地区） 外部财富潜在增值。 此外， 推动亚

洲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作为资金融通层面的重要任务和目标， 能够吸收区域外部

债券投资的流入，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股权负债为主的负债结构， 继而缓解外部

财富的无谓流失。 进一步， 资金融通对金融监管合作提出更高的要求， 区域制度安

排的完善以及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的构建为区域内外金融安全网的加固提供了

有利的保障， 减少汇率或资产价格异常波动等情况发生， 有效避免一国外部财富估

值效应的异常损失。
综合上述的理论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说。
Ｈ１： “一带一路” 倡议会显著影响沿线国家外部财富估值效应的变动， 且这一

影响整体呈现正向改善的变化趋势。
Ｈ２： “一带一路” 倡议的估值效应影响可能存在两种作用渠道， 一是表现为通

过增加沿线国家财政支出产生挤出效应致使利率上升， 二是改善沿线国家权益资产

的规模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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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本文将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 利用双重差分法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ＩＤ） 评估其对沿线国家外部财富中估值效应变化的影响效应。 为

有效降低样本选择偏差， 本文在 ＤＩＤ 方法运用之前引入由 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 和 Ｒｕｂｉｎ
（１９８３） ［２９］、 Ｈｅｃｋｍａｎ 等 （１９９７） ［３０］ 发展而来的倾向得分匹配法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ＰＳＭ）， 将 ＰＳＭ 降低选择偏差和 ＤＩＤ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内生性问题并得出

政策处理效应的优势相结合。 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 利用 ＰＳＭ 找到与处理组最为接

近的对照组； 其次， 利用匹配后的处理组和对照组进行 ＤＩＤ 回归， 模型构建如下：
ｖａｌＰＳＭｉｔ ＝ βＯＢＯＲ ｉｔ ＋ γ ＣＶｉｔ ＋ αｉ ＋ δｔ ＋ εｉｔ （１）

其中， 下标 ｉ 和 ｔ 分别代表经济体和年份。 被解释变量 ｖａｌｉｔ 是被 ＧＤＰ 标准化后的

估值效应。ＯＢＯＲｉｔ 为重点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 且ＯＢＯＲｉｔ ＝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 × Ｐｏｓｔｔ ， 当样

本经济体为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时，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 ＝ １， 否则取值为 ０； 当样本经济体

处于 ２０１４ 年及之后的年份时， Ｐｏｓｔｔ ＝ １， 否则取值为 ０； β 即为本文所关心的 “一带

一路” 倡议实施带来的估值效应影响。 ＣＶｉｔ 表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 主要包括一国经

济发展水平 （ｐｅｒｇｄｐ）、 贸易开放度 （ｔｒａｄｅｏｐｅｎ）、 通货膨胀率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金融发展

程度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ｄｅｖｅ）、 汇率变动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 对外资产总投资收益率 （Ｒ）、 权

益负债比重 （ ｑｙ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 负债资产比 （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ｓｅｔｒａｔｉｏ ） 等。 具体而言， 一国

（地区） 经济发展会影响资本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动力， 通过影响外部头寸的规模和结

构作用于一国 （地区） 外部财富的估值效应 （Ｃｕａｄｒａ ａｎｄ Ｍｅｎｎａ， ２０１９） ［３１］； 贸易开

放则往往伴随着资本开放， 贸易合作的同时推动了资金在不同经济体或区域之间的流

动， 通过影响资本流动规模使得存量估值效应发生变动 （Ｄｉ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３２］； 通

货膨胀则会通过影响经常账户余额间接对估值效应产生影响， 尤其在债务收入以名义

利率计价情况下， 通货膨胀效应可能会扭曲经常账户余额， 使得估值效应产生偏差

（Ｈｅｒｋｅｎｈｏｆｆ ａｎｄ Ｓａｕｒé， ２０２１） ［３３］； 一国 （地区） 金融发展水平可能会影响资产收益率

渠道， 如金融发展水平高的经济体善于培育成熟的跨国企业， 并倾向于通过对外直接

投资获取超额收益 （Ｃｕｒｃｕｒ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３４］； 汇率和投资收益率则是影响估值效应

的直接因素， 其本身变动能够引发估值效应相应的变动 （肖立晟和陈思翀， ２０１３）；
权益负债比重和负债资产比则反映了一国 （地区） 资产、 负债结构分布情况， 通过

不同程度的对外报酬与利息支付对估值效应的变动产生影响 （刘琨和郭其友，
２０２０）。 此外， αｉ 为国家固定效应， δｔ 为年份固定效应， εｉｔ 为误差项。

（二） 数据测度与说明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估值效应， 参照 Ｔｉｌｌｅ （ ２００８）、 Ｄｅｖｅｒｅｕｘ 和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２０１０） 的研究， 净外部资产头寸的变动可以分解为经常账户和估值效应之和， 对

于国家 ｉ 在时刻 ｔ 满足以下等式：
ＮＦＡｉｔ － ＮＦＡｉｔ －１ ＝ ＣＡｉｔ ＋ ＶＡＬｉ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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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ＮＦＡｉｔ 为一国 （地区） 净外部资产头寸， 即对外总资产与总负债之差，
ＣＡｉｔ 表示经常账户余额， ＶＡＬｉｔ 表示估值效应。 考虑不同个体之间变量的可比性， 利

用 ＧＤＰ 对式 （２） 进行标准化：
ＮＦＡｉｔ － ＮＦＡｉｔ －１

ＧＤＰ ｉｔ

＝
ＣＡｉｔ

ＧＤＰ ｉｔ

＋
ＶＡＬｉｔ

ＧＤＰ ｉｔ
（３）

　 　 　 　 　 　 　 　 　 　 ｖａｌｉｔ ＝ Δｎｆａｉｔ － ｃａｉｔ （４）
其中， Δｎｆａ 是被 ＧＤＰ 标准化后的净外部资产头寸变动差额， ｃａ 是被 ＧＤＰ 标准

化后的经常账户余额。 由式 （４） 可测算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ｖａｌ 。 对于控制变量，
一国 （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 （ｐｅｒｇｄｐ） 用各国 （地区） 人均 ＧＤＰ 来表示； 贸易开放

度 （ｔｒａｄｅｏｐｅｎ） 以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总额占 ＧＤＰ 比重来衡量； 通货膨胀率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用 ＣＰＩ 的同比增长率表示； 金融发展程度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ｄｅｖｅ） 用私营部门信贷

总额占 ＧＤＰ 比重来表示； 汇率变动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 采用直接标价法下美元对每个国

家 （地区） 的双边名义汇率的波动率表示， 按照连续复利公式 Δｐｉｔ ＝ ｌｎ ｐｔ － ｌｎ ｐｔ －１ 计
算； 对外资产总投资收益率 （Ｒ） 从一国 （地区） 对外净资产跨期预算约束 ＮＦＡｔ ＋１ ＝
Ｒｔ ＋１（ＮＦＡｔ ＋ ＮＸｔ） 推导而来， 其中ＮＸｔ 表示净出口， 即货物和服务总出口 Ｘｔ 与总进口

Ｍｔ 之间的差值； 权益负债比重 （ｑｙ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用权益负债占总负债的份额来表示； 负债

资产比 （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ｓｅｔｒａｔｉｏ ） 以总负债占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
本文收集了包括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在内的共 １３０ 个经济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的面板数据。 各经济体外部总资产、 总负债、 权益负债的数据来自 Ｌａｎｅ 和

Ｍｉｌｅｓｉ－Ｆｅｒｒｅｔｔｉ （２００１） 的外部财富数据库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ＷＮ），
目前更新至 ２０１４ 年， 对于 ２０１５ 年及其之后的数据利用各经济体的国际投资头寸表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ＩＰ ）， 按照 Ｌａｎｅ 和 Ｍｉｌｅｓｉ－Ｆｅｒｒｅｔｔｉ （２００１） 的方

法以相同口径进行取数。 各经济体经常账户、 ＧＤＰ、 人口、 货物和服务总出口与总

进口、 ＣＰＩ 指数、 私营部门信贷总额、 汇率等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与联

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 （ＵＮＣＴＡＤ）。

四、 实证分析

（一） 基于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的检验

首先运用 ＰＳＭ 对样本进行匹配， 尽可能选取与 “一带一路” 倡议和估值效应

相关的协变量， 包括经济发展水平、 贸易开放程度、 金融发展水平、 通货膨胀率、
汇率波动、 对外资产总投资收益率和权益资本流入等。 在实施近邻有放回匹配后，
验证了 ＰＳＭ 满足平衡性假设和共同支撑假设两个识别条件①。 表 １ 显示了平衡性假

设检验的结果， 表明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后的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显著降低，
无法拒绝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差异为零的假设， 整体而言， 样本符合平衡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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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倾向得分匹配前后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差异

变量 样本
均值

处理组 对照组
Ｐ 值

经济发展水平

权益负债比重

贸易开放度

对外资产总投资

收益率

金融发展程度

通货膨胀率

汇率变动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９ ２５７ ９０ １６ ７２３ ００ ０ ０３３
９ ２５７ ９０ ７ ７００ ４０ ０ ４８２

４５ ３７ ５０ ２６ ０ １１４
４５ ３７ ４７ ２８ ０ ５９２
９７ ２２ ９１ ５２ ０ ６３７
９７ ２２ ９３ ９９ ０ ８１４
０ ８７ ０ ７９ ０ ４２２
０ ８７ ０ ８４ ０ ７４１

５７ ８９ ６０ ８９ ０ ７３９
５７ ８９ ５４ ５５ ０ ７２７
４ ４８ ４ ４６ ０ ９８４
４ ４８ ４ ２２ ０ ７１６
０ ０２ －０ ０５ ０ ４９４
０ ０２ ０ ０５ ０ ２０８

通过 ＰＳＭ 匹配后得到相应的处理组和控制组， 进一步根据方程 （１） 使用 ＤＩＤ
研究 “一带一路” 倡议对沿线国家外部财富中估值效应的影响， 同时控制经济体

和年份的固定效应， 回归结果见表 ２。 其中， 列 （１） 是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

表 ２　 “一带一路” 倡议对沿线国家估值效应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ＯＢＯＲ
０ ０３８１∗∗ ０ ０４５７∗∗∗

（２ ４４０２） （３ ０１６０）

ＯＢＯＲ（ｎｅｗ）
０ ０４０４∗∗

（２ ０１３７）

ｐｅｒｇｄｐ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６∗∗

（－０ ６７８６） （－２ ０２９７）

ｔｒａｄｅｏｐｅｎ
－０ ０１７４ －０ ０２４７

（－０ ５０７５） （－０ ６９８６）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０ ０９１８ ０ １６６５

（０ ６４３６） （１ ２９６５）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ｄｅｖｅ
－０ １１５７ －０ ０７０６∗∗

（－０ ９９１７） （－２ ５４８０）

Ｒ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１１

（０ ２８５９） （－０ ６１６２）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
０ ０８０８∗∗∗ ０ ０７４３∗∗∗

（２ ６６２７） （２ ７８２５）

ｑｙ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０ ２２１４∗∗ －０ １７１５∗∗∗

（－２ １３３３） （－３ ０３１２）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ｓｅｔｒａｔｉｏ
－０ ００９０∗∗∗ －０ ００７４∗∗∗

（－３ １４８５） （－３ ９２６８）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４２５ １４２５ １８９０

注： 括号内报告的为 ｔ 值；∗∗、∗∗∗分别代表 ５％、 １％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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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列 （２） 是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ＯＢＯＲ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 “一带

一路” 倡议显著改善了沿线国家的估值效应， 使得被 ＧＤＰ 标准化后的估值效应平

均增加了 ０ ０３８～０ ０４６ 个单位， 意味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有效促进了沿线

国家外部财富的升值， 假说 １ 得到验证。 从控制变量来看， 一国 （地区） 经济发

展水平、 贸易开放程度、 通货膨胀率和金融发展状况等反映经济基本面的因素对估

值效应的影响并不显著。 此外， 对外净资产的总投资收益率对估值效应的影响为正

但不显著， 可能源于总投资收益率未能明确区分不同类型资本的具体收益率导致。
汇率波动有助于改善一国 （地区） 的估值效应， 可能原因在于汇率波动为估值效

应的变动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增大了净外部资产获取正向收益的概率。 权益负债比

重和总体负债资产比的提高则会对一国 （地区） 估值效应产生负向作用， 原因在

于一国 （地区） 权益负债与总体负债规模的上升增加了对外高报酬和利息支付进

而导致了外部财富的流失。 这与现有研究所揭示的国际投资头寸中各资产配置结构

成为影响外部财富中估值效应变动的深层次因素的结论保持了一致 （Ｔｉｌｌｅ ａｎｄ Ｗｉｎ⁃
ｃｏｏｐ， ２０１０； 梅冬州和赵晓军， ２０１５）。

（二） ＤＩＤ 估计的有效性分析

１ 平行趋势检验

借鉴 Ｌｉ 等 （ ２０１６） ［３５］、 吕越等 （ ２０１９） 的研究， 引入事件分析法 （ ｅｖ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对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变化趋势进行考察， 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ｖａｌｉｔ ＝ βｋ∑
５＋

ｋ≥－５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ｙｅａｒ２０１４＋ｋ ＋ γ ＣＶｉｔ ＋ αｉ ＋ δｔ ＋ εｉｔ （５）

本文检验了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之前 ５ 年至样本最后一年的趋势变化， ｙｅａｒｔ
为年度虚拟变量， 当年观测值为 １， 其他年份观测值为 ０。 式 （５） 中其他变量与

基准方程 （１） 保持一致。 图 １ 汇报了平行趋势的检验结果， 可以看出， ２０１４ 年之

前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 ｙｅａｒ 交乘项前的系数均不显著， 表明在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前，
沿线国家和非沿线国家 （地区） 的变化趋势具有一致性， 不存在显著差异。 而

２０１４ 年及之后， 处理组经济体外部财富中估值效应得到显著改善。 因此， 样本通

过了 ＤＩＤ 估计所需的平行趋势检验。
２ 安慰剂检验

首先， 考虑时间安慰剂检验， 随机选取 ２０１４ 年之前的某个时期， 将其设定为

“一带一路” 倡议推行的政策时间， 进一步将样本时期划定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以考

察是否仍然存在估值效应改善的作用效果 （Ｔｏｐａｌｏｖａ， ２０１０［３６］； 范子英和田彬彬，
２０１３［３７］）。 为增进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分别将政策冲击时点设定为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年， 表 ３ 汇报了改变政策时点的反事实检验结果， 可以

发现核心解释变量 ＯＢＯＲ的系数并不显著， 因此可以有效排除其他潜在的不可观测

因素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估值效应改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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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表 ３　 “一带一路” 倡议对沿线国家估值效应的影响

变量
政策冲击
为 ２００７ 年

政策冲击
为 ２００８ 年

政策冲击
为 ２００９ 年

政策冲击
为 ２０１０ 年

政策冲击
为 ２０１１ 年

政策冲击
为 ２０１２ 年

ＯＢＯＲ ０ ０７９２ ０ １７５１ ０ １５３０ ０ １８３３ ０ １５２７ ０ ０８４６
（０ ９９０９） （１ ３１８７） （１ ５００４） （１ ２５２６） （１ ３３５２） （１ ５５２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８５５ ８５５ ８５５ ８５５ ８５５ ８５５

注： 括号内报告的为 ｔ 值。

其次， 考虑随机抽取实验组的安慰剂检验， 参考 Ｃａｉ 等 （２０１６） ［３８］ 、 Ｌｕ 等

（２０１７） ［３９］的研究， 从样本中随机抽取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对基准结果进行安

慰剂检验。 随机抽取同等数目的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作为处理组， 将剩余国

家 （地区） 作为对照组， 政策冲击的时间仍设定为 ２０１４ 年， 继续遵循方程 （１）
的设定考察 ＯＢＯＲ 的系数。 由于虚拟的处理组是随机生成的， 因此理论上核心解

释变量 ＯＢＯＲ 不会对被解释变量产生显著影响， 即不存在显著的遗漏变量偏差的

情况下， ＯＢＯＲ 的回归系数不会显著偏离零点。 为避免小概率事件对估计结果产

生偏误， 对上述过程进行 ５００ 次的重复实验。 图 ２ 汇报了 ５００ 次随机试验下核心

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核密度以及对应 ｐ 值的分布图， 可以发现， 回归系数的均值

接近零值 （系数均值为－０ ０００７）， 绝大部分的 ｐ 值大于 ０ １， 且图 ２ 中垂直的实

线所代表的实际估计系数在 ５００ 次的反事实检验的估计系数中明显属于异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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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整体来看， 估计结果并没有因为遗漏变量或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导致严重

偏误。

图 ２　 随机抽取处理组的安慰剂检验

（三） 影响机制分析

本文尝试引入中介效应模型对前文的机制渠道进行验证， 参考 Ｂａｒｏｎ 和 Ｋｅｎｎｙ
（１９８６） ［４０］、 郭晔等 （２０２０） ［４１］的研究， 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ｖａｌｉｔ ＝ β ＯＢＯＲ ｉｔ ＋ γ１ ＣＶｉｔ ＋ αｉ ＋ δｔ ＋ εｉｔ （６）
ｍｅｄｉｔ ＝ ξ ＯＢＯＲ ｉｔ ＋ γ２ ＣＶｉｔ ＋ αｉ ＋ δｔ ＋ εｉｔ （７）

ｖａｌｉｔ ＝ β′ ＯＢＯＲ ｉｔ ＋ φ ｍｅｄｉｔ ＋ γ３ ＣＶｉｔ ＋ αｉ ＋ δｔ ＋ εｉｔ （８）
其中， ｍｅｄｉｔ 为中介变量， 即 “一带一路” 倡议影响沿线国家外部财富估值效

应的传导渠道， 包括利率 （ ｒａｔｅ ）、 权益资产规模 （ ｑｙｓｃａｌｅ ）、 权益资产结构

（ ｑｙｒａｔｉｏ ）。 利率 （ ｒａｔｅ ） 采用各国 （地区） 实际利率来衡量； 权益资产规模

（ ｑｙｓｃａｌｅ ） 采用权益资产总额来衡量， 并进行了对数处理； 权益资产结构

（ ｑｙｒａｔｉｏ ） 采用权益资产总额占对外总资产比重来表示。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
首先， 检验系数 β ， 若 β 不显著， 中止中介效应分析。 其次， 检验系数 ξ 和 φ ， 若

两个系数都显著， 则进一步检验 β′ ， β′ 显著表明中介效应显著， β′ 不显著则为完全

中介效应； 若 ξ和 φ至少一个不显著， 需通过 Ｓｏｂｅｌ 检验进一步验证， 该检验显著，
则中介效应显著， 反之则不显著。

表 １ 报告了 “一带一路” 倡议对沿线国家外部财富估值效应的显著促进作用，
即估计系数 β 显著为正， 满足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的条件。 因此， 本文将直接进行中介

效应中式 （７）、 式 （８） 的检验。 首先， 选择利率作为中介变量， 从表 ４ 列 （１） 和

列 （２） 的回归结果看， 系数 ξ 和 φ 满足至少有一个不显著的条件， 需要进行 Ｓｏｂ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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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从 Ｓｏｂｅｌ 检验的 Ｐ 值来看， 其结果远高于 ０ １， 中介效应不显著。 因此， “一带

一路” 倡议并未通过政府支出增加产生挤出效应导致利率上升的传导渠道进而去改

善一国 （地区） 外部财富的估值效应。 其次， 分别选择权益资产规模和权益资产结

构作为中介变量， 表 ４ 列 （３） 和列 （４） 显示， 系数 ξ 和 φ 满足至少有一个不显著

的条件， 需要进行 Ｓｏｂｅｌ 检验。 由 Ｓｏｂｅｌ 结果可知， 存在以权益资产规模为中介变量

的中介效应； 表 ３ 列 （５） 和列 （６） 显示， 系数 ξ和 φ均显著为正， β′也同样保持显

著， 表明存在以权益资产结构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 综合而言， “一带一路” 倡议

通过改善权益资产规模和权益资产结构的方式影响了沿线国家外部头寸中估值效应的

变动。 由此， 假说 ２ 中作用机制分析的第二条渠道得到验证。

表 ４　 “一带一路” 倡议影响沿线国家估值效应的机制分析

变量
利率渠道 权益资产规模和权益资产结构渠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被解释变量 ｒａｔｅ ｖａｌ ｑｙｓｃａｌｅ ｖａｌ ｑｙｒａｔｉｏ ｖａｌ

ｒａｔｅ ０ ３５５１

（０ ９７５２）

ｑｙｓｃａｌｅ ０ ００５７

（０ ８４０７）

ｑｙｒａｔｉｏ ０ １３３８∗∗

（２ １３１９）

ＯＢＯＲ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５９５∗∗∗ ０ ４８３５∗∗ ０ ０４２６∗∗∗ ０ ０２７９∗∗ ０ ０４１６∗∗∗

（０ ７２７１） （３ ０５６８） （２ １７８９） （２ ９４８９） （２ ０２４６） （２ ８２４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 ２２４ １ ２２４ １ ３５０ １ ３５０ １ ３５０ １ ３５０
Ｓｏｂｅｌ 检验的 Ｐ 值 ０ ５６３２ ０ ０００１

注： 括号内报告的为 ｔ 值；∗∗、∗∗∗分别代表 ５％、 １％的显著性水平。

（四） 异质性分析

１ 对不同收入经济体的区分

参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 将 “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按照收入水平划分为高

收入国家、 中高收入国家、 中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 进一步使用 ＤＩＤ 考察

“一带一路” 倡议对不同组别国家的估值效应的影响。 从表 ５ 的回归结果来看，
“一带一路” 倡议对沿线国家估值效应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

国家， 对低收入国家估值效应的影响不显著， 这一结果在考虑两种不同对照组的情

况下稳健成立。 从低收入国家可能存在的情况来看， 其资本主动走出去的能力较

弱， 且制度监管的落后可能导致 “一带一路” 倡议对外部财富中估值效应的改善作

用难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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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对不同收入国家的区分考察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高收入国家 中高收入国家 中低收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

ＯＢＯＲ ０ ０４１８∗ －０ ２０４２ 　 ０ ０５６４∗∗∗　 ０ ０４０５∗∗　 ０ ０４５２∗∗∗ ０ ０５５２∗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０１１
（１ ７２４１） （－１ ０１４２） （２ ７５５０） （２ ４１３５） （２ ５９５６） （１ ７６０１） （０ １３７２） （０ ０２３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９１５ ３９０ ９６０ ４２０ ９１５ ４０５ ７５０ ２１０
注： 括号内报告的为 ｔ 值；∗、∗∗和∗∗∗分别代表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其中， 每一列对照组的选取，
考虑了包括处理组之外的所有对照组与相对应的特定组别的对照组； 以列 （１） 为例， 对照组分别为其余所
有对照组与仅包括高收入国家对照组两种情形， 其余情况以此类推； 后表同。

２ 对不同金融发展程度经济体的区分

将样本按照金融发展程度 （采用私营部门信贷总额占 ＧＤＰ 比重表示） 进行分

类， 样本期间内指标均值位于总体样本金融发展中位数以上即为高金融发展程度的

经济体， 反之为低金融发展程度经济体， 继而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 表 ６ 列 （１）
和列 （２） 报告了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 “一带一路” 倡议对沿线金融发展程度低

的经济体的估值效应改善作用更为稳健， 并且这一效应是显著的。 这一背后的可能

解释在于， 东道国 （地区） 低水平金融发展的影响导致权益性负债流入受限， 对

外高额报酬支付有所降低。 此外， 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经济体在 “一带一路” 倡

议金融深化合作背景下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外部财富增进的潜力不容忽视。

表 ６　 对不同金融发展程度、 经常账户的区分考察

变量

按金融发展程度划分 按经常账户划分

（１） （２） （３） （４）
金融发展
程度高

金融发展
程度高

金融发展
程度低

金融发展
程度低

经常账户
顺差

经常账户
顺差

经常账户
逆差

经常账户
逆差

ＯＢＯＲ 　 ０ ０４８１∗∗∗ －０ ０１９８ ０ ０３９１∗ 　 ０ ０４７６∗∗∗ ０ ０５０９ －０ ０２８９ 　 ０ ０４２６∗∗ 　 ０ ０６０９∗∗∗

（２ ９０１８） （－０ ５２８６） （１ ９４１８） （２ ７３９８） （１ ２２９０） （－０ ８９２２） （２ ２４０８） （３ ０６５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 ２００ ７５０ ９３０ ６７５ ９１５ ３９０ １ ２１５ １ ０３５

注： 括号内报告的为 ｔ 值；∗、∗∗和∗∗∗分别代表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３ 对经常账户顺差国与逆差国的区分

利用经常账户余额指标对个体进行划分， 将样本期间内经常账户余额持续大于

零且整个样本期间内经常账户余额均值大于零的经济体视为经常账户顺差国， 再对

样本进行分组回归。 表 ６ 列 （３） 和列 （４） 报告了相应的回归结果， 显示 “一带

一路” 倡议对经常账户逆差国外部财富中估值效应的改善更为显著， 有利于增进

经常账户逆差国外部调整的可持续性。 这一现象背后可能的原因在于， 经常账户持

续性顺差的经济体多数拥有较强的制造业， 而金融开放和深化程度则相对欠缺，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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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进行权益性资产投资的动力不足， 此外， 经常账户持续性逆差经济体内需较为旺

盛， 居民高消费低储蓄的特征较为明显， 同时伴随着强烈的高风险偏好， 在对外的

资产配置中更容易追求收益大、 风险高的资产。
４ 对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经济体的区分

参考陈万灵和何传添 （２０１４） ［４２］、 吕越等 （２０１９） 的研究， 将 “一带一路” 沿

线各国 （地区） 进行地理划分， 区分为位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沿海国家和陆上丝绸之

路的内陆国家 （地区）， 再进行分组回归。 表 ７ 列 （１） 和列 （２） 报告了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对陆上丝绸之路国家 （地区） 的估值效应改善作

用更加显著。 相比沿海国家 （地区）， 内陆国家 （地区） 交通更为闭塞。 以基础设施

为主的互联互通作为 “一带一路” 初级阶段的核心内容， 内陆国家 （地区） 基于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的经济发展潜力得到挖掘， 对外投资能力进一步提升。

表 ７　 对于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经济体的区分考察

变量
（１） （２）

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

ＯＢＯＲ ０ ０５２８ ０ ０５５０ ０ ０４１８∗∗ ０ ０３６１∗∗

（１ ３０１２） （１ ２２９８） （２ ０９４３） （２ １８２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９３０ ８１０ １２００ ６１５
注： 括号内报告的为 ｔ 值；∗∗代表 ５％的显著性水平。

（五） 对深度融入 “一带一路” 倡议经济体的考察

本文进一步考察实际与中国签订 “一带一路” 协议或谅解备忘录的经济体，
将其视为深度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的经济体， 并以各经济体实际签订政策文件

的时间作为政策冲击的时点， 重新实施 ＰＳＭ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多时点的 ＤＩＤ 模型，
此时的核心解释变量记为 ＯＢＯＲ（ｎｅｗ） ， 交互项系数即为深度参与 “一带一路” 倡

议带来的外部财富估值效应的影响。 表 ２ 列 （３） 报告了相关的结果， ＯＢＯＲ（ｎｅｗ）
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与中国签订 “一带一路” 协议或谅解备忘录显著改善了相关

经济体的估值效应， 意味着深度参与 “一带一路” 倡议实质性促进了其外部财富

的升值。 与此同时， 这一系数大小与前文实验基本保持一致， 可能原因在于， 除个

别经济体外， 绝大多数与中国签订 “一带一路” 协议或谅解备忘录的经济体亦属

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考虑到其余经济体签订文件的时间较晚限制了样本的

考察， 本文认为在未来深度参与 “一带一路” 倡议这一举措对相关经济体外部财

富估值效应的改善效应会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共 １３０ 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 借助 ＰＳＭ－ＤＩＤ 对 “一带

一路” 倡议对沿线国家外部财富中估值效应的影响进行评估， 研究结果表明：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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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显著改善了沿线国家外部头寸中的估值效应， 有效促

进了沿线国家外部财富的升值， 这一结论的有效性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得到验

证； 第二，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通过提升沿线国家权益资产规模和权益资产结

构的渠道改善了其外部头寸中的估值效应， 减少了外部财富的无谓流失； 第三，
“一带一路” 倡议对收入处于中高和中低、 金融发展程度较低、 经常账户处于持续

性逆差、 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陆地经济体的估值效应改善作用更为稳健和显著。
基于以上结论， 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首先， 应继续积极推进 “一带一路”

倡议， 推动其向高质量发展路径的转变， 并注重从外部财富视角挖掘 “一带一路”
倡议的功能发挥效应， 从而加深对 “一带一路” 倡议理念的宣传和推广， 发扬区

域合作和互利共赢的精神， 进一步为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构建做

出贡献。 其次， 当前国际社会对 “一带一路” 倡议仍然存在加重沿线国家财政负

担或 “债务陷阱” 论等诸多质疑和误解， 而本文关于作用机制的研究揭示 “一带

一路” 倡议并未通过增加政府支出产生挤出致使利率上升这一渠道发挥作用， 更

为重要的是， “一带一路” 倡议对沿线国家估值效应的改善促进了外部财富的升

值， 外部头寸的正向利得能够有效缓解外部债务困境并增强债务可持续性。 从这一

层面看， 本文冀望转变国际层面对 “一带一路” 倡议 “债务陷阱” 论的错误认知

并纠正舆论导向偏差。 最后， 对于沿线国家而言， 更加积极主动地依靠 “一带一

路” 倡议要素有序自由流动、 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的协作机制， 紧抓贸

易投资便利化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 在确保本国对外资产安全性和流动性充足的情

况下， 鼓励国内企业积极 “走出去” 并实施多样化投资战略， 优化外部权益资产

结构以提升对外资产的收益率， 通过改善估值效应实现外部财富的保值和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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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研究， ２０１１ （２） ： １９４－２０６
［１８］ 肖立晟， 陈思翀  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失衡与金融调整渠道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３ （７） ： ２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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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８， ７５ （２）： ４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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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徐思， 何晓怡， 钟凯  “一带一路” 倡议与中国企业融资约束 ［Ｊ］．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９ （７） ： １５５－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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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１３， ３６ （９）：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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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ＴＯＰＡＬＯＶＡ Ｐ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ｍ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０， ２ （ ４） ： １－４１．

［３７］ 范子英， 田彬彬  税收竞争、 税收执法与企业避税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３ （９） ： ９９－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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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ＬＵ Ｙ， ＴＡＯ Ｚ， ＺＨＵ 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ＦＤＩ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７ （ １０７）：

７５－９０
［４０］ ＢＡＲＯＮ Ｒ Ｍ， ＫＥＮＮＹ Ｄ Ａ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６， ５１
（６）： １１７３－１１８２

［４１］ 郭晔， 黄振， 姚若琪  战略投资者选择与银行效率———来自城商行的经验证据 ［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２０
（１） ： １８１－１９７

［４２］ 陈万灵， 何传添  海上丝绸之路的各方博弈及其经贸定位 ［Ｊ］ ． 改革， ２０１４ （３） ： ７４－８３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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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ｈｏｗ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ｂｔ ｔｒａｐ”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ｏｎｃｏｃ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Ｉ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ｗｅａｌｔ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Ｗｅａｌｔｈ；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ｓｓｅ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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