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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结合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中国出口产品贸易数据和同期对外注意力配置

指标， 将世界遗迹数量和知名明星数量作为注意力配置的工具变量， 以此探究注意

力配置水平的变化对出口产品持续时间的潜在作用。 研究发现， 注意力配置对出口

产品持续时间具有积极作用， 这一作用对贸易不确定性更高的样本的影响更大。 渠

道研究表明， 贸易不确定性是注意力配置影响出口产品持续时间的重要途径。 此

外， 在考虑核心指标稳健性、 出口贸易时间统计偏误、 出口贸易轮次结构、 模型设

定和内生性等问题后， 注意力配置对出口持续时间的作用依然稳健。 本文结论的政

策意义是， 提高经济主体对世界的关注程度， 培育国际化视野和国际化意识， 是维

系中国出口贸易关系和促进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重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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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 “三驾马车” 之一， 出口贸易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平稳增

长有着重要的作用。 但在出口贸易空前增长的过程中， 一直伴随着一个普遍的问

题， 即出口贸易的持续时间偏短 （陈勇兵等， ２０１２［１］； 邵军， ２０１１［２］ ）。 大量短期

的出口贸易行为使得出口增长维持在较高水平， 但是这种粗放式的出口增长模式并

不是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 经济提速需要稳定的出口贸易关系， 这反映出出口贸易

关系的持续比新增贸易关系更能拉动经济的增长潜能 （ Ｂｅｓｅｄ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ｕｓａ，
２０１１［３］； Ｂｒｅｎｔ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４］）。 因此， 如何提高出口贸易持续时间成为亟待研

究的重要问题。 同时， 中国市场与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在过去几十年中越显紧密，
人力、 物力、 生产技术等有形资源的往来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无形资源的国际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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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表现为无形资源的配置逐渐由国内向国际方向转轨， 即注意力这一无形资源呈

现出全球化的发展态势。 从百度搜索指数数据上看， “国外” 这一关键词的平均搜

索量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３４０ 次， 增长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４８０ 次， 增幅约为 ４１ ２％， 反映了中国

对外注意力视野的国际化增长。 诚然， 注意力作为一种稀缺的无形资源， 是影响经

济体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 （Ｓｉｍｓ， ２００６） ［５］， 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均具有重要的

作用 （施炳展和金祥义， ２０１９［６］； Ｄａｓｇｕｐｔａ ａｎｄ Ｍｏｎｄｒｉａ， ２０１８［７］； Ｍｏｎｄｒｉ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８］）， 由此本文提出一个问题： 中国对外注意力配置水平的增加是否会提高出

口贸易的持续时间？ 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将是结合行为经济学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的

一次有益尝试， 也能为探寻中国出口贸易的持续因素和出口贸易模式的转型提供一

个新的思路。
信息学、 行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推动了与注意力配置经济效应相关的研究，

由于在不完全信息环境下， 经济行为人不具有无限的精力和注意力， 这使得注意力

配置成为经济行为人获取信息的前提， 因此对外注意力的分配结构将影响经济行为

人获取信息的多少 （Ｇａｂａｉｘ， ２０１９） ［９］。 这意味着经济行为人存在着理性疏忽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的处事特征， 即将注意力分配到与经济行为决策最相关的事

物上， 减少与经济决策不相关事物的注意力配置， 以此获取关键的信息成分， 降低

自身所处环境面临的不确定因素， 提高注意力配置产生的经济效应 （Ｍａｃｋｏｗｉａ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１０］， 这使得注意力配置成为降低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 进而影响经济

决策的结果。 这一逻辑在众多注意力配置的经济效应研究中均有体现， 例如注意力

配置会对政治选举、 农产品产出效率和居民储蓄等经济结果产生影响 （Ｍａｔｅｊｋａ ａｎｄ
Ｔａｂｅｌｌｉｎｉ， ２０２０［１１］； Ｋａｒｌ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１２］； Ｈａｎｎ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１３］ ）。 具体到贸易

领域上， 对外注意力配置是出口方获取海外市场信息的前提， 中国出口方通过在海

外市场的信息搜集上配置更多的注意力， 来降低进行出口贸易时面临的不确定性，
进而提高出口贸易的增长规模， 并能进一步影响出口的贸易结构与出口的贸易模式

（施炳展和金祥义， ２０１９）。 因此， 依据这一逻辑可知， 注意力配置能够影响出口

方面临的贸易不确定性， 不同海外市场外注意力配置的差异将导致出口方面临不同

的贸易不确定性， 这将进一步影响出口方进入、 退出海外市场的决策， 最终影响出

口贸易的持续时间， 这也是本文后续需要进行检验的核心理论。
与现有文献相比， 本文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 在研究

视角上， 本文从注意力配置这一视角入手， 研究了注意力配置对中国出口贸易持续

时间的作用， 结合当下中国无形资源国际化发展的现实背景， 首次尝试从注意力配

置这一无形资源的角度来剖析出口贸易持续性变化的原因， 以区别于现有文献集中

从有形资源 （人力、 物力、 生产技术等） 上研究出口贸易持续时间的决定因素，
为出口贸易持续时间的研究提供了新视野和新途径， 拓宽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范围。
其次， 在内生性识别上， 为了解决回归结果潜在的双向因果问题， 本文选取了各国

世界遗迹数量、 各国知名明星数量作为识别的工具变量， 这为本文工具变量选取的

恰当性提供了保证。 最后， 在研究结论和政策引申意义上， 本文的核心结论是注意

力配置能够影响出口贸易持续时间， 这意味出口贸易的推动和持续不仅源于有形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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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市场的开放， 无形资源市场的开放也是重要的驱动力， 因此提高中国经济主体的

国际化视野， 是当前维持出口贸易长久发展的新生动力源泉。

一、 文献综述和机理分析

信息获取影响贸易开展是国际贸易 领 域 中 的 一 个 基 本 命 题 （ Ｗｉｌｓｏｎ，
２０１６） ［１４］， 信息不充分导致出口方面临更高的贸易不确定性和信息摩擦， 使得出口

方难以获取必要的出口贸易信息， 造成现存贸易往来关系的大量流失， 恶化出口贸

易关系的持续性， 并对双边贸易结构变化产生影响。 这意味着相比于传统贸易成

本， 信息摩擦导致的贸易不确定性对双边贸易的开展亦有着重要的作用 （Ａｌｌｅｎ，
２０１４） ［１５］。 诚然， 在非完备的信息环境下， 出口方作为精力和注意力有限的个体，
无法实时得知所有与贸易相关的信息， 需要通过对外配置注意力来搜集信息， 这使

得注意力配置成为影响信息获取的重要因素 （Ｍａｃｋｏｗｉａ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对于出口

方而言， 在进入海外市场之前， 出口方需要事先了解海外市场的相关信息， 包括海

外市场消费者的需求偏好、 营商环境的政策取向、 竞争对手产品分布等信息成分；
在进入海外市场之后， 出口方还需进一步总结产品销售和盈利情况， 以及当地消费

偏好的演变情况， 以确定是否继续向该市场进行产品出口， 这些信息都需要出口方

对外配置注意力来获取， 这使注意力配置成为出口方降低贸易不确定性的重要一

环。 同时， 出口方为了把握最优的出口时机， 往往需要事先确定与产品规模、 价格

分布相关的出口决策 （Ｈｕｍｍｅｌ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ａｕｒ， ２０１０） ［１６］， 这使得出口方需要对自身

注意力进行合理分配， 以在最佳时机到来之前获取特定的贸易信息， 减少信息摩

擦， 降低出口方在贸易开展时面临的贸易不确定性， 推动出口贸易的开展以及后续

贸易关系的维系 （Ｎｇｕｙｅｎ， ２０１２） ［１７］。 因此， 出口方的注意力配置对出口贸易的持

续性具有重要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阐述注意力配置能够通过降低贸易不确定性来延

长出口贸易时间， 下文将根据这一逻辑脉络进行文献分析。
一方面， 注意力配置决定贸易信息的获取， 影响贸易的不确定性。 经济行为主

体有限的注意力会影响其行为抉择 （Ｓｉｍｓ， ２００６）， 因此当出口方处于非完备的信

息环境之下， 有限的注意力配置限定了出口方有限的信息获取能力， 而未获取的信

息部分将成为出口方进行出口贸易抉择时面临的贸易不确定性。 这意味着理性的出

口方应该合理配置自己的注意力， 权衡相关信息获取带来的收益， 以及对应的成本

支出， 在既定的注意力约束条件下， 尽可能降低贸易过程中面临的不确定性， 以达

到增加出口利润、 扩大出口福利的目的 （ Ｇｅｒｖａｉｓ， ２０１８） ［１８］。 Ｇａｂａｉｘ （ ２０１９）、
Ｃａｐｌｉｎ 等 （２０１７） ［１９］等研究从理论上表明经济主体的注意力配置对信息获取有着重

要的影响， 能够通过减少信源的信息波动来降低其面临的不确定性。 这对于出口方

而言， 对外注意力配置是降低贸易不确定性的重要途径， 信息获取与分配的注意力

正相关 （Ｇａｂａｉｘ， ２０１９）， 出口方能够通过获取额外的信息来降低信息量的不确定性

波动， 进而减小出口决策过程中面临的贸易不确定性 （施炳展和金祥义， ２０１９）。
Ｄａｓｇｕｐｔａ 和 Ｍｏｎｄｒｉａ （２０１８） 强调了注意力配置对贸易信息分布结构的影响， 进口方

通过在高贸易成本和低贸易成本国家 （地区） 之间分配注意力， 对贸易信息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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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进行配置， 以达到最优的分布结构， 进而降低贸易过程中面临的不确定性。 据此

可知， 出口方对外注意力配置的增加能够降低贸易过程中面临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 贸易的不确定性抑制了贸易的开展和持续。 贸易不确定性增加了出

口方潜在的贸易成本， 使出口方不得不放弃部分海外市场， 减少了出口方最优的出口

规模， 恶化了现有的出口贸易关系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２０］， 这一逻辑也被大量

文献所证实。 Ｆｒｅｕｎｄ 和 Ｐｉｅｒｏｌａ （２０１０） ［２１］研究了 １９９４—２００７ 年秘鲁农业部门企业出

口的情况， 发现出口企业面临贸易不确定性情况下， 新市场的初始贸易规模一般较

小， 并且出口一年后将大概率退出市场， 证实了贸易不确定性对出口持续时间的不利

影响。 Ｎｇｕｙｅｎ （２０１２） 发现贸易不确定性是企业出口延迟和出口失败的重要因素；
在贸易信息摩擦下， 企业为了获取充分的海外市场信息， 只能放弃当期的出口机会，
选择从其他出口企业中了解海外市场的信息， 而贸易不确定性的存在， 使得部分

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后才了解无法获利， 从而造成较大规模的市场退出行为， 降低

了企业出口贸易的持续性。 鲁晓东和刘京军 （２０１７） ［２２］ 发现中国出口与不确定

性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并且不确定性带来的贸易冲击比传统意义上供给

层面带来的冲击更大， 导致更大程度降低出口规模， 使出口贸易关系难以维系。
Ｃａｒｂａｌｌｏ 等 （２０１８） ［２３］通过构建不确定环境下异质性企业的贸易模型， 得出了类

似的结论， 发现与贸易相关的不确定性的提高将降低出口贸易活动， 加剧企业退

出原有海外市场的行为。 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 ２００８ 年期间美国贸易的大

幅度削减， 以及之后的部分波动现象。 因此， 更大的贸易不确定性将降低出口的

可持续性。
综上分析， 注意力配置是影响出口贸易持续时间的重要因素。 在开放经济环境

下， 出口方通过对外配置更高程度的注意力， 以降低出口贸易时面临的贸易不确定

性， 进而提高出口产品在海外市场上的持续时间， 这正是本文所要论证的核心观点。

二、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说明和基本处理

在核心指标注意力配置的设定上， 现有文献大多将互联网搜索这一行为作为经

济主体注意力配置的替代指标 （施炳展和金祥义， ２０１９； Ｋｉｍ， ２０１９［２４］； Ｓｉｇａｎｏｓ，
２０１３［２５］）。 因此， 本文参照这一做法， 将互联网搜索作为注意力配置的替代变量，
对注意力配置指标进行衡量。

此外， 本文其他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ＣＥＰＩＩ 的 ＢＡＣＩ 数据库和地理数据库，
以及 ＩＭＦ 的 ＩＦＳ 数据库。 其中， ＢＡＣＩ 数据库中包含了 ＨＳ６ 分位下世界各国进出口

的产品数据， 也包含中国对不同国家历年的出口产品数据； 地理数据库包含了中国

与不同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 各国的 ＧＤＰ 水平、 双边是否接壤、 是否共同语言等

与贸易引力模型相关的数据； ＩＦＳ 数据库包含了世界各国与金融统计相关的数据，
例如各国物价水平、 利率水平、 通货膨胀水平、 双边汇率数据等。 本文从 ＩＭＦ 的

ＩＦＳ 数据库中获取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双边实际汇率数据， 以间接标价法表

示， 数值上升代表人民币汇率对外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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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 由于本文研究集中在中国对外注意力配置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 因

此需要对出口产品的持续时间进行定义， 与现有国内外文献设定相同， 本文将中国

某类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定义为： 产品首次进入海外市场到产品退出该市场所经历

的时 间 （ 金 祥 义 和 张 文 菲， ２０１９［２６］； 陈 勇 兵 等， ２０１２； Ｂｅｓｅｄ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ｕｓａ，
２００６［２７］）。 另外， 对持续时间数据进行生存分析之前， 还需要对该类数据进行左删

失和右删失问题的处理。 由于本文数据范围是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 因此当中国出口产

品样本出现在 ２００６ 年时将产生左删失的问题①， 对于左删失问题的处理， 本文将

所有第一轮贸易起始时间为 ２００６ 年的出口样本进行删除。 另一方面， 当中国出口

产品样本出现在 ２０１６ 年时将产生右删失的问题②， 而对于右删失问题的处理， 生

存分析模型可以有效解决右删失的数据问题， 因此本文采用生存分析模型对该数据

进行分析。
最后， 本文根据国别名称将以上数据进行合并， 剔除左删失的数据样本和使用

数据中各变量的缺失值后， 最终得到了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间中国与 １５６ 个国家 （地区）
进行出口贸易的 １１０ 多万个数据集， 以此作为后续进行实证研究的数据基础。

（二） 计量模型设定

出口持续时间的问题隶属于生存分析研究下的一个模块， 因此一般采用生存分

析模型对该类问题进行辨析， 其中常用的生存分析模型包括 Ｃｏｘ 比例风险模型、 加

速失效时间模型 （或称 ＡＦＴ 模型） 以及离散时间生存分析模型③。 虽然以上三种

模型在以往相关研究中均有所应用， 但 Ｃｏｘ 比例风险模型和 ＡＦＴ 模型的发展不及

离散时间生存分析模型。 首先， ＡＦＴ 模型需要对基准风险的函数分布形式进行具体

设定， 使得计量分析结果一定程度上受到人为的偏好影响， 这是其潜在的一大缺

陷。 其次， Ｃｏｘ 比例风险模型具有半参分布特征， 因此无需对基准风险的函数分布

形式进行具体设定， 这解决了 ＡＦＴ 模型的潜在弊端， 使其在现有研究中受到广泛

应用。 但由于 Ｃｏｘ 比例风险模型需要满足较为苛刻的适用条件， 所有变量均需满足

等比例风险的假设， 而大部分经济变量对风险函数的影响程度往往无法满足影响强

度不随时间变化的假设， 因此采用该模型可能会对回归结果产生偏差。 同时， 采用

Ｃｏｘ 比例风险模型的分析方法会存在大量时间节点的问题， 因为 Ｃｏｘ 比例风险模型

的设定要求时间变量是连续的， 其取值可以是任意一个正值。 现实研究中贸易持续

时间的计算往往是以年为基本单位， 这将造成众多贸易关系的终止时间在同一个时

间节点上， 从而导致离散时间变量大量结点的问题， 最终使得 Ｃｏｘ 比例风险模型中

得到的估计系数和方差矩阵产生偏差。 另外， 该模型无法测量回归方程中非观测的

异质性效果 （Ｈ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ｓｏｎ， ２０１１） ［２８］， 从而对估计回归结果产生偏误或者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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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本文中是指由于不清楚该产品样本在 ２００６ 年之前的出口情况， 因此若忽略该数据特征， 直接将 ２００６
年定义为该产品首次出口的年份， 可能导致低估该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问题。

在本文中表现为由于不清楚该产品在 ２０１６ 年之后的出口情况， 若认为 ２０１６ 年为该产品退出海外市场

的时间， 可能存在低估该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问题。
离散时间生存模型按基准风险函数分布形式的差异可以分为 Ｃｌｏｇｌｏｇ、 Ｐｒｏｂｉｔ 和 Ｌｏｇｉｔ 这三种形式， 其中

Ｃｌｏｇｌｏｇ 形式的离散时间生存分析模型应用最广。



关键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效果。 最后， 离散时间生存分析模型有效解决了上述

模型中存在的弊端， 因此广泛用于相关研究之中。 基于此， 本文采用 Ｃｌｏｇｌｏｇ 离散

时间生存分析模型对注意力配置与出口持续时间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并构造如下

形式的计量回归模型：
Ｆ（ｈ ｊｋｔ） ＝ Ｃｌｏｇｌｏｇ（１ － ｈ ｊｋｔ） ＝ α ＋ βｌｎｉｎｄｅｘ ｊｔ ＋ γＣｔｒｌ ｊｋｔ ＋ φ０ ＋ δｔ ＋ δｋ ＋ ε ｊｋｔ （１）

其中， ｈ ｊｋｔ表示 ｔ 期中国向进口国 ｊ 出口 ｋ 类产品时面临的市场风险率， Ｆ （ｈ ｊｋｔ）
表示相应的离散时间风险函数， φ０表示基准风险。 ｌｎｉｎｄｅｘ ｊｔ表示中国 ｔ 年对 ｊ 国注意

力配置程度的对数形式， 是本文分析中的核心解释变量。 Ｃｔｒｌ ｊｋｔ为本文回归中的控

制变量， 主要包括： ①进口国 ＧＤＰ 的对数形式 ｌｎｇｄｐ。 ②双边地理距离的对数形式

ｌｎｄｉｓｔ。 ③双边领土是否接壤 ｃｏｎｔｉｇ。 ④贸易双方是否具有共同语言 ｃｏｍｌａｎｇ。 ⑤是

否为内陆国家 ｌａｎｄｌｏｃｋ。 ⑥双边实际汇率的对数形式 ｌｎｅｒ， 用间接标价法来衡量中

国对外汇率水平的变化， 数值越大表明人民币对外升值。 ⑦多边贸易阻力因素 Ｉｎ⁃
ｍｒｅｓ， 参照 Ｋａｎｃｓ （２００７） ［２９］采用一国对外贸易自由度的倒数来表示一国多边阻力。
此外， 本文还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了非观测的年份固定效应 δｔ和产品固定效应 δｋ， 分

别用以控制随时间变化以及产品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 最后， ε ｊｋｔ表示多维度

的随机误差项。
（三） 出口贸易生存函数的估计分析

出口贸易生存函数的估计分析是研究出口持续时间的重要步骤， 能够客观刻画

不同时间段出口产品持续时间的变化情况， 分析出口产品在不同时间段面临的市场

风险率和存活率， 因此有助于我们探究中国注意力配置变化对相应出口产品进入、
退出海外市场的客观规律。 生存函数是用以描绘出口贸易持续时间分布状况的一种

方法， 而出口产品在海外市场上的风险率和存活率一般通过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估计量

进行估算， 该估计量的具体表达形式如下：

Ｓ
＾
（ｋ） ＝ ∏

ｋ

ｔ ＝ １

Ｎｔ － Ｄｔ

Ｎｔ
（２）

其中， Ｓ
＾
（ｋ） 表示相关产品出口持续时间超过 ｋ 期的概率估计值， Ｎｔ表示 ｔ 期仍

在海外市场进行出口的产品个数， Ｄｔ表示 ｔ 期观测到的退出海外市场的产品个数。
同时， ｋ 期风险函数可以表示成如下形式：

Ｈ
＾
（ｋ） ＝

Ｄｔ

Ｎｔ
（３）

其中， Ｈ
＾
（ｋ） 表示出口产品在 ｋ 期退出市场的概率估计值， Ｎｔ表示 ｔ 期仍在海外

市场进行出口的产品的个数， Ｄｔ表示 ｔ 期观测到的退出海外市场的产品个数。 为了

进一步洞悉中国不同注意力配置程度对出口产品持续时间的差异作用， 本文根据中

国对外注意力配置指标的均值， 将样本分为高注意力配置组和低注意力配置组， 具

体而言， 当样本注意力配置数值高于均值时， 对变量 ｈ＿ｌｎｉｎｄｅｘ 赋值为 １， 否则赋值

为 ０。 最终， 根据以上生存函数绘制如下与出口贸易相关的生存曲线图和风险曲线

图， 具体结果如下图 １ （ａ） 与图 １ （ｂ）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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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ａ） 出口贸易生存曲线图　 　 　 　 　 　 　 图 １ （ｂ） 出口贸易风险曲线图

首先， 通过分析图 １ （ａ） 的结果可以发现， 整体上不同样本组的出口贸易生

存曲线图均呈现出阶梯式下降的趋势， 这意味着随着出口持续时间的增加， 相应出

口产品的存活率在不断下降， 这也表明出口产品持续时间具有负的时间依存性； 进

一步， 观察高注意力配注组和低注意力配置组的生存曲线结果可知， 相比于低注意

力配置组而言， 高注意力配置组的生存曲线位于上方， 这表明在高注意力配注组

中， 出口产品的存活率更高， 即相应出口产品能够持续更久的时间， 这也初步印证

了前文得出的结论。 其次， 根据图 １ （ｂ） 的结果可以得知， 整体上不同样本组的

出口贸易风险曲线具有递减的趋势， 这表明出口产品在前期退出海外市场的风险更

高， 随着出口持续时间的推移， 相应产品退出海外市场的风险有所下降； 同时， 进

一步分析高注意力配注组和低注意力配置组的风险曲线结果可知， 相比于低注意力

配置组而言， 高注意力配置组出口贸易风险曲线位于下方， 这表明高注意力配置组

的样本面临更低的风险率， 相应出口产品退出海外市场的可能性更低， 这也与图 １
（ａ） 的结果相呼应。 综上， 本文通过分析出口贸易相关的生存函数， 进一步证明

了随着中国对外注意力配置程度的提高， 相应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将有所增加， 初

步证明了本文的核心观点。

三、 基本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基准计量回归方程的设定， 本文将相关数据代入 Ｃｌｏｇｌｏｇ 离散时间生存分析

模型中， 最终回归结果如表 １ 所示。 其中， 第 （１） 列至第 （４） 列为逐渐加入控制

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分析第 （１） 列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在仅考虑各类固定效应和

核心解释变量的作用下， 注意力配置的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这表明在控制

了非观测的年份固定效应和产品固定效应后， 中国对外注意力配置的提高能够显著降

低出口产品退出海外市场的风险， 即延长了相应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 初步证明了注

意力配置对出口产品持续时间的积极作用。 第 （２） 列和第 （３） 列在此基础上加入

相关控制变， 注意力配置的符号和显著性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进一步， 第 （４） 列在

此基础上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 结果显示， 在控制各类非观测的固定效应和其他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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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后， 对外注意力配置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 这意味着随着中国对外注意力配

置程度的提高， 出口方相应产品发生退出海外市场的可能性将显著下降， 即提高了产

品的出口持续时间， 进而成功证明了注意力配置能够显著提高出口产品的持续时间。
（二） 异质性分析

前文分析表明对外注意力配置能够显著促进出口产品在海外市场的持续时间，
虽然注意力配置对出口贸易持续时间具有积极的作用， 但这种作用是否会在不同样

本分类下存在着异质性？ 为回答该问题， 本文使用如下分类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１） 进口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本文根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对不

同经济体收入划分的标准， 将高收入经济体视为发达国家， 其余收入水平的经济体

视为发展中国家。 具体而言， 当样本为发展中国家时， 对 Ｖａｒ 赋值为 “１”， 否则赋

值为 “０”， 具体回归结果报告于表 ２ 第 （１） 列之中。 分析第 （１） 列回归结果可

以发现， 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 这表明相对于进口方为发达国家， 注意力配置提

高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持续时间的积极作用更大。 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更

高， 与中国双边贸易往来更为频繁， 中国出口方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了解程度更多，
面临的贸易不确定性就更低。 与此相对， 中国出口方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了解程度

较低， 面临更高的贸易不确定性， 因此当中国提高对外注意力配置程度后， 出口方

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贸易不确定性下降更多， 进而相应出口产品退出海外市场的风

险更低， 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更长。

表 １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ｉｎｄｅｘ
－０ ０９９５∗∗∗ －０ ０３６０∗∗∗ －０ ０３９０∗∗∗ －０ ０４５３∗∗∗

（－４０ ２８１６） （－１５ ５７５４） （－１６ ８９６２） （－１９ ８２４１）

ｌｎｇｄｐ
－０ ０８６５∗∗∗ －０ ０８７９∗∗∗ －０ ０５３８∗∗∗

（－３２ ５０４４） （－３２ ９０９３） （－１６ ６１０１）

ｌｎｄｉｓｔ ０ ０１２１∗∗ ０ ０２４４∗∗∗ ０ ０３０４∗∗∗

（２ ３１６６） （３ ６９０４） （４ ５５１６）

ｃｏｎｔｉｇ
－０ １２３１∗∗∗ －０ ０６８８∗∗∗

（－１１ ９９９２） （－６ ３０７４）

ｃｏｍｌａｎｇ
－０ １６４３∗∗∗ －０ １６２１∗∗∗

（－８ ３０５６） （－８ １９５６）

ｌａｎｄｌｏｃｋ ０ ０４４９∗∗∗

（６ ２２５９）

ｌｎｅｒ ０ ０１４０∗∗∗

（１３ ７６５４）

ｌｎｍｒｅｓ ０ ０４１１∗∗∗

（２１ ３８３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０８１６∗∗∗ １ ５８２２∗∗∗ １ ９６６８∗∗∗ ０ １６１９

（－５ ８９８０） （１９ ８００４） （２２ １６２７） （１ ２５８７）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 ０１３ ８６９ １ ０１３ ８６９ １ ０１３ ８６９ １ ０１３ ８６９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６１３６７２ １５ －６１０３１０ ５８ －６１０１３８ ７３ －６０９６０８ ８６
注： ①Ｙｅａ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 和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分别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产品固定效应和回归结果的对数似然值。 ②括号
内数值为修正了异方差后的 ｔ 统计值， 并聚类在产品层面。 ③∗∗∗、∗∗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
水平， 下表若无特别说明则表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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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差异。 本文根据 ＨＳ６ 分位下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差异，
将样本划分为高科技产品和低科技产品， 具体而言， 当样本为高科技产品时， 将 Ｖａｒ
赋值为 “１”， 否则赋值为 “０”， 具体回归结果报告于表 ２ 第 （２） 列之中。 根据回归

结果可以看出， 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相对于低科技产品而言， 当出口产品为

高科技产品时， 注意力配置增加带来的出口持续时间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 究其原

因， 高科技产品一般为差异化产品， 对外的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更高， 使得整个交易

过程面临更高程度的贸易不确定性， 因此当中国对外注意力配置程度增加后， 相对于

低科技产品， 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将得到更大的提升。

表 ２　 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ｉｎｄｅｘ －０ ０２８６∗∗ －０ ０３８３∗∗ －０ ０３９９∗∗ －０ ００９２∗∗ －０ ０４５２∗∗

（－１０ ５６６０） （－１５ ２４５１） （－１５ ７５８１） （－３ ２４５３） （－１９ ７９１０）

ｌｎｉｎｄｅｘ×Ｖａｒ －０ ０２２２∗∗ －０ ０１９０∗∗ －０ ０１７０∗∗ －０ ０５５７∗∗ －０ ０５７６∗∗

（－１２ ２２３７） （－７ ９４５７） （－６ ９０１５） （－２２ １４０５） （－２ ２２３７）

ｌｎｇｄｐ －０ ０５９１∗∗ －０ ０５４１∗∗ －０ ０６３１∗∗ －０ ０７０１∗∗ －０ ０５３８∗∗

（－１７ ９０６２） （－１６ ５７５１） （－１８ ７８９３） （－２１ ４９９８） （－１６ ６０６９）

ｌｎｄｉｓｔ ０ ０２５２∗∗ ０ ０２７９∗∗ ０ ０２７３∗∗ ０ ０２７８∗∗ ０ ０３０４∗∗

（３ ７８９２） （４ １５１５） （３ ９５４４） （４ １４８５） （４ ５５１８）

ｃｏｎｔｉｇ －０ ０５０１∗∗ －０ ０７１０∗∗ －０ ０６８６∗∗ －０ ０６２０∗∗ －０ ０６８７∗∗

（－４ ５５９１） （－６ ４４６８） （－６ ０３２２） （－５ ６６５１） （－６ ３０３９）

ｃｏｍｌａｎｇ －０ １８９５∗∗ －０ １６５８∗∗ －０ １７０４∗∗ －０ １２９２∗∗ －０ １６２３∗∗

（－９ ４２５６） （－８ ２９４９） （－８ ０８５８） （－６ ４００７） （－８ ２０９８）

ｌａｎｄｌｏｃｋ ０ ０５００∗∗ ０ ０４０４∗∗ ０ ０３８３∗∗ ０ ０３０２∗∗ ０ ０４５０∗∗

（６ ９５４２） （５ ５９６１） （５ １７３０） （４ ２３３３） （６ ２３９９）

ｌｎｅｒ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１３６∗∗ ０ ０１４９∗∗ ０ ０１４２∗∗ ０ ０１４０∗∗

（１２ ３７１１） （１３ １９１４） （１４ ２１８７） （１３ ９３９４） （１３ ７７８２）

ｌｎｍｒｅｓ ０ ０４１３∗∗ ０ ０４１２∗∗ ０ ０４１５∗∗ ０ ０４２５∗∗ ０ ０４１２∗∗

（２１ ４６９８） （２１ １６１２） （２０ ８９９２） （２１ ８１３６） （２１ ４０６８）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２５３４∗∗ ０ １４９８ ０ ３３７０∗∗ ０ ４９９７∗∗ ０ １６１１
（１ ９６４５） （１ １５４５） （２ ５３０４） （３ ９３２８） （１ ２５２７）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 ０１３ ８６９ ９９３ ７２０ ９７６ ０１６ １ ０１３ ４２４ １ ０１３ ８６９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６０９ ４３７ ２８ －５９７ ３０７ ０６ －５８１ ９６３ ９２ －６０５ ５０５ ６５ －６０９ ５８７ １７

（３） 中间品和最终品的差异。 本文根据出口产品所处生产阶段的差异， 将样

本划分为最终品 （含资本品和消费品） 和中间品 （含半成品和零部件）。 具体而

言， 当出口样本为最终品时， 对 Ｖａｒ 赋值为 “１”， 否则赋值为 “０”， 具体回归结

果如表 ２ 第 （３） 列所示。 根据第 （３） 列的回归结果可以得知， 回归结果中交互

项的系数显著为负。 这意味着相对于中间品而言， 当出口产品为最终品时， 注意力

配置对出口产品持续时间的促进作用更大， 这一结果也较好支持了 Ｏｂａｓｈｉ
（２０１０） ［３０］的发现。 由于中间品贸易关系建立后将维持较长的时间， 因此贸易双方

对中间品相关信息的了解更为充分， 出口方在贸易过程中面临的贸易不确定性就更

低； 与此相对， 最终品贸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程度更高， 这便反映为中国出口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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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对外注意力配置程度后， 能够更大程度地降低面临的贸易不确定性， 进而提高最

终品在海外市场上的存活率， 延长相应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
（４） 差异化产品和同质化产品的区别。 本文根据 Ｒａｕｃｈ （１９９９） ［３１］对不同产品

差异化程度的分类标准， 将回归样本分为差异化产品和同质化产品。 具体而言， 当

出口产品为差异化产品时， 将 Ｖａｒ 赋值为 “１”， 否则赋值为 “０”， 具体回归结果

报告于表 ２ 第 （４） 列之中。 观察表 ２ 第 （４） 列的结果可以发现， 交互项的系数

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并且显著为负。 这表明相对于同质化产品， 中国对外注

意力配置提高后， 出口差异化产品在海外市场上的持续时间更久。 究其原因， 差异

化产品不具有统一的市场报价， 产品结构上具有更高的信息成本， 在交易往来过程

中将产生更大的贸易不确定性， 因此当中国提高对外注意力配置水平后， 差异化产

品出口时面临的贸易不确定性将有效降低， 差异化产品退出海外市场的风险随之减

小， 进而相应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将更长。
（５） 是否为出口新产品的差异。 此处根据出口方出口产品种类新旧的差异，

将样本划分为新产品和旧产品。 具体而言， 当出口产品为新产品时， 对 Ｖａｒ 赋值为

“１”， 否则赋值为 “０”， 相应回归结果汇报在表 ２ 第 （５） 列之中。 根据第 （５）
列结果可以得知， 回归结果中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 这意味着相对于出口旧产

品， 当出口方出口新产品时， 注意力配置增加带来的出口持续时间的促进作用更明

显。 究其原因， 出口方出口新产品时， 海外市场中并未存在以往的交易记录， 整个

交易过程中面临的贸易不确定性更高， 因此当中国出口方提高对外注意力配置水平

后， 能够有效降低新产品出口过程中面临的贸易不确定性， 进而更大程度地提高新

产品出口的持续时间。

四、 注意力配置的渠道分析

前文机理分析部分指出， 在非完备的信息环境下， 注意力配置是出口方获取信

息的重要方式， 出口方对外注意力配置结构的变化能够影响海外市场信息的获取

量， 进而改变出口方面临的贸易不确定性， 最终对相关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产生作

用。 这一逻辑可以简单描述为： 随着出口方对外注意力配置的提高， 出口方面临的

贸易不确定性明显下降， 进而提高了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 为了验证理论机理的正

确性， 检验贸易不确定性是否是注意力配置发挥作用的核心渠道， 下文将借助中介

模型对此进行检验。 具体而言， 中介模型回归主要涉及三个步骤， 首先是用被解释

变量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计量回归， 其次是用中介变量 （或称渠道变量） 对核心

解释变量进行计量回归， 最后用被解释变量对核心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进行回归分

析， 并根据三个回归方程的结果对相应机制进行检验。 依据中介模型分析的主要思

路， 本文构建以下回归方程式：
Ｆ（ｈ ｊｋｔ） ＝ α０ ＋ α１ ｌｎｉｎｄｅｘ ｊｔ ＋ α２Ｃｔｒｌ ｊｋｔ ＋ δｔ ＋ δｋ ＋ ε ｊｋｔ （４）
ｌｎｕｃｔ ｊｋｔ ＝ β０ ＋ β１ ｌｎｉｎｄｅｘ ｊｔ ＋ β２Ｃｔｒｌ ｊｋｔ ＋ δｔ ＋ δｋ ＋ ε ｊｋｔ （５）

Ｆ（ｈ ｊｋｔ） ＝ γ０ ＋ γ１ ｌｎｕｃｔ ｊｋｔ ＋ γ２ ｌｎｉｎｄｅｘ ｊｔ ＋ γ３Ｃｔｒｌ ｊｋｔ ＋ δｔ ＋ δｋ ＋ ε ｊｋ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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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２）、 式 （３） 和式 （４） 中， ｌｎｕｃｔ ｊ ｋ ｔ用以表示 ｔ 年出口方向进口国 ｊ 出口 ｋ
类产品时面临的贸易不确定性， 是以待检验的中介变量。 一方面， Ｌｉ （２０１８） ［３２］强

调出口方面临的贸易不确定性源于需求侧因素的方差变化， 其中价格变化是需求层

面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可以根据价格变化来构建产品层面贸易不确定性的指

标。 据此本文借鉴施炳展和金祥义 （２０１９）、 Ｇｅｒｖａｉｓ （２０１８） 的做法， 首先根据中

国海关数据库中的数据， 计算 ＨＳ８ 分位下所有出口企业在 ｔ 年向进口国 ｊ 出口 ｋ 类

产品的价格方差， 然后根据国家、 年份、 产品三个维度， 将 ＨＳ８ 分位下的产品数

据与本文 ＨＳ６ 分位下的 ＣＥＰＩＩ 数据进行匹配， 最终得到用于分析的回归样本。 另

一方面， Ｂａｋｅｒ 等 （２０１６） ［３３］构建的各国不确定性指标是研究一国市场整体不确定

性的重要数据， 本文将其作为中国出口方向特定进口国出口产品时面临的贸易不确

定性， 对中介变量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
根据上述设定， 本文对中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具体结果如表 ３ 所示。 其中，

第 （１） 列至第 （３） 列为产品层面贸易不确定指标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 第

（４） 列至第 （６） 列为 Ｂａｋｅｒ 等 （２０１６） 的不确定性指标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

果。 首先， 第 （１） 列结果考察了注意力配置对出口产品持续时间的影响。 结果显

示， 在控制各类非观测的固定效应和其他控制变量后， 中国对外注意力配置的系数

显著为负， 这表明注意力配置提高能够降低出口产品在海外市场面临的风险率， 进

而延长相应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 其次， 第 （２） 列是贸易不确定性对注意力配置

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 在考虑各类非观测的固定效应和其他潜在影响因素后， 注

意力配置的系数显著为负， 这意味着中国出口方对外注意力配置的增加能够显著降

低其面临的贸易不确定性， 这一结果与理论预期相一致。 最后， 第 （３） 列是将中

介变量加入基础回归方程后的结果。 结果显示， 注意力配置的系数显著为负， 贸易

不确定性的系数显著为正， 反映了出口方贸易不确定性的提高将增加出口产品面临

的风险率， 进而降低了相应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 进一步对比第 （３） 列和第 （１）
列注意力配置的系数大小可知， 第 （３） 列注意力配置系数的绝对值有所下降， 从

而初步证明了贸易不确定性中介渠道的存在。 此外， 分析第 （４） 列至第 （６） 列

结果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 即贸易不确定性是注意力配置作用于出口产品持续时间

的中介渠道， 在此不再对相关回归结果进行赘述， 结果备索。

表 ３　 注意力配置的中介渠道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ｆａｉｌ ｌｎｕｃｔ ｆａｉｌ ｆａｉｌ ｌｎｕｃｔ ｆａｉｌ

ｌｎｉｎｄｅｘ
－０ ０８３７∗∗∗ 　 －０ １７９０∗∗∗ 　 －０ ０７６３∗∗∗ 　 －０ ０２３１∗∗∗ 　 －０ ０３３９∗∗∗ 　 －０ ０１４１∗∗∗

（－９ ２９６２） （－２０ ５７９９） （－９ ６３１０） （－２ ９０８３） （－３２ ０３４８） （－３ ０４０３）

ｌｎｕｃｔ ０ ０１３０∗∗∗ ０ ０７６８∗∗∗

（２ ９１１３） （４ １６１４）
Ｃｏｎｔｒ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７３８ ８４５ ８４９ ６７２ ７３８ ８４５ ５０８ ４２４ ６１３ ７９９ ５０８ ４２４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３８ ９６１ ７１ — －３８ ９４０ ３１５ －８７ ００２ ３７４ — －８６ ９９４ ６３
注： Ｃｏｎｔｒｌｓ 表示相关控制变量和常数顶结果。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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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进一步的稳健性分析

（一） 注意力配置指标的稳健性考虑

考虑到中国对外注意力配置变化趋势中存在着部分极端值， 若将日频数据按年

取平均后构造注意力配置指标， 可能造成放大极端值对回归结果影响的现象， 从而

对回归结果的真实性产生偏差。 为了降低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潜在影响， 此处将日

频数据按中位数取值来构建年度的注意力配置指标， 从而消除极端值的可能作用， 相

应结果汇报在表 ４ 第 （１） 列之中。 根据第 （１） 列回归结果可知， 在考虑极端值对

回归结果产生的可能影响后， 注意力配置对出口产品持续时间的积极作用依然存在。
（二） 出口持续时间的潜在统计偏误

多轮贸易关系是贸易持续数据的一个普遍现象， 但多轮贸易数据在统计时可能

存在遗漏的问题， 进而导致多轮贸易数据在贸易间隔时间统计上存在错误， 这是多

轮贸易数据的一个潜在统计病诟 （Ｆｕｇａｚｚａ ａｎｄ Ｍｏｌｉｎａ， ２００９） ［３４］。 当双边贸易关系

的间隔时间非常短， 比如两轮贸易只相隔了一年或两年， 那么此时将贸易间隔一年

或两年的数据视为统计偏误是恰当的 （Ｂｅｓｅｄ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ｕｓａ， ２００６）。 据此， 本文重

新统计了数据样本中多轮贸易关系之间的间隔时间， 对间隔一年和间隔两年之内的

贸易轮次进行重新处理， 将其视为一轮维持更久的贸易关系， 在此基础上对基准回

归方程进行重新检验，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４ 第 （２） 列所示。 结果显示， 在考虑了

贸易间隔在两年之内的统计偏误后， 本文基本面的结论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这意味

着注意力配置对出口产品持续时间的作用是稳健的。
（三） 贸易轮次的考虑

多轮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分布与第一轮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分布基本相同

（陈勇兵等， ２０１２）。 据此本文仅考虑第一轮贸易轮次的数据样本， 以此作为基本

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最终回归结果如表 ４ 第 （３） 列所示。 观察该列结果可以

得知， 注意力配置发挥的作用与基本面的结果类似， 进而验证了第一轮贸易关系中

出口持续时间的分布是所有轮次中出口持续时间分布的良好替代。
（四） 计量模型的重设定

不同计量模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是本文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 前文相关的分

析结论主要基于 Ｃｌｏｇｌｏｇ 离散时间生存分析模型。 为了进一步检验不同的模型设定

是否会改变本文的核心结论， 本文采用另一个常用的生存分析模型， 即加速失效时

间模型 （ＡＦＴ 模型）， 对相关结果进行进一步检验。 需要注意的是， ＡＦＴ 模型中被

解释变量表示出口产品在海外市场上的累计存活时间， 即产品出口的持续时间。 这

与 Ｃｌｏｇｌｏｇ 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指代产品退出市场的风险不同， 可知退出市场风险与

出口持续时间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 因此这两种模型中各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应

该相反。 综上， 本文构建了 ＡＦＴ 模型对基本面结果进行重新检验， 具体回归结果

如表 ４ 第 （４） 列所示。 结果显示， 注意力配置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与预期结果是

一致的， 即中国对外注意力配置的提高能够显著延长出口产品在海外市场上的持续

时间， 较好证明了在改变模型设定的情况下， 本文基本面的结论稳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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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注意力配置指标的稳健性考虑

变量
中位数 统计偏误 贸易轮次 ＡＴＦ 模型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ｉｎｄｅｘ －０ ０４５０∗∗∗ －０ ０７４５∗∗∗ －０ ０３７９∗∗∗ ０ ０３７６∗∗∗

（－２１ ８６２０） （－２７ ６８２２） （－１５ ０５７１） （１８ ５１１９）
Ｃｏｎｔｒ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 ０１３ ８６９ １ ０１３ ８６９ ７１７ ４７９ １ ０１３ ８６９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６０９ ５６３ ６４ －４５３ ４６８ ０３ －４２４ ００７ ４２ －７６４ ７３９ ６８

（五） 内生性的考虑

由于中国出口方对出口产品持续时间越久的市场更为关注， 这将导致本文回归

结果存在双向因果的现象， 进而造成一定程度的内生性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本文参照 Ｍｏｎｄｒｉａ 等 （２０１０） 在工具变量设定上的做法， 采用各国世界遗迹数量作

为注意力配置的工具变量， 其合理性在于： 一方面， 当一国拥有较多的世界遗迹数

量时， 其他国家对该国的关注程度会更高， 从而对该国家注意力配置的程度也更

高， 这使世界遗迹数量符合工具变量相关性的要求； 另一方面， 一般很难说世界遗

迹数量会与出口贸易持续性之间存在关系， 因为很多世界遗迹景观是由历史自然事件

所决定的， 并不受当下出口产品持续时间的影响， 这意味世界遗迹与出口持续时间之

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 世界遗迹仅能通过注意力配置对出口持续性产生作用， 所以

可以认定世界遗迹符合工具变量外生性的要求。 既然世界遗迹数量符合工具变量的两

个要求， 因此可以将世界遗迹数量作为本文注意力配置的正向工具变量。 此外，
Ｍｏｎｄｒｉａ 等 （２０１０） 强调了各国知名明星数量也可以作为潜在的工具变量， 其中逻辑

与世界遗迹作为工具变量较为类似。 据此， 本文从影视、 体育、 音乐三方面对相关明

星进行选择， 甄选标准是获得过国际上认可的该领域顶级奖项的明星， 分别以奥斯卡

金像奖 （Ｏｓｃａｒ）、 劳伦斯世界体育奖 （Ｌａｕｒｅｕｓ）、 格莱美奖 （Ｇｒａｍｍｙ） 作为对影

视、 体育和音乐这三方面知名明星的选择标准， 因为这三个奖项作为各自领域顶尖

的奖项， 可以较好反映在该方面获奖的明星知名程度， 从而能够增加其他国家对该

国注意力配置的程度， 符合知名明星数量这一工具变量的基本构造要求。
在模型分析设定上， Ｔｃｈｅｔｇｅｎ 等 （２０１５） ［３５］指出相比于线性和广义线性回归模

型而言， 生存分析模型中工具变量的发展应用还较为落后， 但仍存在处理该类模型

进行工具变量的回归方法， 即选用控制函数下的极大似然估计方法进行拟合回归。
根据以上设定， 本文结合离散时间生存分析模型中的 Ｐｒｏｂｉｔ 形式和极大似然估计下

的工具变量回归方法， 对基本面的结论进行再检验。 同时， 由于世界遗迹包括自然

遗迹和文化遗迹这两种， 本文对工具变量进行分类回归检验， 具体结果如表 ５ 所

示。 其中， 第 （１） 列是各国两种世界遗迹数量总和 （ａｌｌ＿ｓｃｅｎｅｓ） 作为工具变量的

回归结果； 第 （２） 列是将自然遗迹数量 （ｎａｔｕｒｅ） 作为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 第

（３） 列是将文化遗迹数量 （ ｃｕｌｔｕｒｅ） 作为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 第 （４） 列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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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列分别以 Ｏｓｃａｒ 获奖明星数量、 Ｏｓｃａｒ 和 Ｌａｕｒｅｕｓ 获奖明星数量、 三类奖项获奖

明星数量 （ａｌｌ＿ ｐｒｉｚｅ） 作为相应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 首先， 分析第 （１） 列回归

结果可知： 一方面， 工具变量的拟合系数部分显示， 世界遗迹数量总和与注意力配

置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这一结果还通过了 １％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并且 Ｗａｌｄ－
Ｅｘ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Ｔｅｓｔ 的数值为 ２５ ７２， 显著拒绝了工具变量选取不当进而导致核心解释

变量是内生的原假设， 说明工具变量选取较为合适； 另一方面， 在离散时间生存分

析模型的回归结果上， 注意力配置的系数显著为负， 这表明在控制各类非观测的固定

效应和其他可能影响因素后， 中国对外注意力配置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出口产品面临

的风险率， 进而提高相关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 较好证明了本文核心结论的稳健性。
其次， 通过分析其余各列结果可以发现， 相关回归结论与第 （１） 列结果相似， 在此

不再赘述。 综上， 在控制本文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 注意力配置对出口产品持续时间

的作用依然存在， 这也是本文基本面结论具有较强稳健性的一种表现。

表 ５　 工具变量回归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ａｌｌ＿ ｓｃｅｎｅ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ｓｃａｒ Ｏｓｃａｒ＆Ｌａｕｒｅｕｓ ａｌｌ＿ ｐｒｉｚｅ

ｌｎｉｎｄｅｘ 　 －０ １２２４∗∗∗ 　 －０ １５３５∗∗∗ 　 －０ １７３３∗∗∗ 　 －０ ０６５２∗∗∗ 　 －０ ３５９１∗∗∗ 　 －０ ７３４３∗∗∗

（－５ ９３８２） （－５ ２２３７） （－５ ６６１２） （－３ ０１８２） （－１０ ００５２） （－１４ ５１５４）

工具变量的拟合系数

ＩＶ 　 ０ １１０３∗∗∗ 　 ０ １０７８∗∗∗ 　 ０ ０８０９∗∗∗ 　 ０ ４９８５∗∗∗ 　 ０ １７４３∗∗∗ 　 ０ ０５９２∗∗∗

（６５ ２３６７） （６３ ８２０９） （４９ ６２４０） （７０ ３９１７） （３４ ６４３６） （１３ ４７３９）

Ｃｏｎｔｒ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Ｗａｌｄ－Ｅｘ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Ｔｅｓｔ ２５ ７２ ２４ ９８ ２４ ５６ ８２ ７１ ８９ ５３ ９０ ８６

Ｎ ８８２ ５８１ ８８２ ５８１ ８８２ ５８１ １０５ ３８８ １６３ ８６２ １６９１６１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 ６４３ ３１７ １ －１ ６４３ ４０７ ９ －１ ６４４ １９８ １ －１９６ ３７７ ４６ －３１５ １１９ ３２ －３２４ ５４８ １５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结合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的 ＣＥＰＩＩ－ＢＡＣＩ 数据库和同期中国对外注意力配置指

标， 研究了中国对外注意力配置变化对出口产品持续时间的影响， 得到了以下相关

结论。 其一， 注意力配置的增加提高了出口产品在海外市场上的存续时间， 延长了

相应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 其二， 注意力配置对出口产品持续时间的作用就不同样

本存在异质性， 相对于进口方为发达国家、 出口低科技产品、 出口中间品、 出口同

质化产品和出口旧产品而言， 注意力配置对进口方为发展中国家、 出口高科技产

品、 出口最终品、 出口差异化产品和出口新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的促进作用更大。
其三， 贸易不确定性是注意力配置发挥作用的重要渠道， 对外注意力配置程度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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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够降低出口方面临的贸易不确定性， 从而延长相应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 其

四， 在考虑注意力配置指标的稳健性、 出口持续时间统计偏误、 出口贸易轮次、 计

量模型设定差异及内生性等问题后， 注意力配置对出口产品持续时间的积极作用仍

稳存在。 综上， 注意力配置是作用出口产品持续时间的重要因素， 能够进一步改变

出口方的贸易结构和贸易模式， 影响对外贸易关系的持续。
基于注意力配置发挥的作用， 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其一， 对外注意力

配置的提高需要借助外部信息技术的支持， 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对基础信息通讯设备

的建设， 增大 ５Ｇ 通讯设备的生产， 扩大 ５Ｇ 通讯网络的布局， 进而促进中国出口

贸易主体获取信息， 降低贸易不确定性的能力， 整体上提高出口方对外的注意力配

置水平， 增强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 其二， 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程度， 建立

长期的贸易合作关系， 尤其是开辟新的双边贸易关系， 增强中国出口方对往来程度

较少的市场了解， 降低出口方潜在的贸易不确定性， 进而提高出口产品在海外市场

上的存续时间。 其三， 我国有形资源市场的开放虽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但无形资源

市场的开放仍需进一步的扩大， 注意力配置是稀有的无形资源， 能够影响出口贸易

结构和出口贸易关系的持续变化， 因此需要培养国内经济主体的国际化视野， 增强

注意力配置这一无形资源市场的开放， 这是我国未来出口贸易持续发展、 出口结构

优化调整、 经济增长再创新高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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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Ｓａｖｉｎｇ ［Ｊ］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６， ６２ （１２）， ３３９３－３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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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ＨＡＮＮＡ Ｒ， ＭＵＬＬＡＩＮＡＴＨＡＮ Ｓ，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ＳＴＥＩＮ Ｊ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Ｎｏｔｉｃ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Ｊ］ ．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４， １２９ （３）， １３１１－１３５３

［１４］ ＷＩＬＳＯＮ Ｃ 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ｏｍｅ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Ｔｒａｄ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Ｊ］ ．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６， ３７， ５２－６０

［１５］ ＡＬＬＥＮ 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ｒａｄｅ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２０１４， ８２ （６）， ２０４１－２０８３
［１６］ ＨＵＭＭＥＬＳ Ｄ Ｌ， ＳＣＨＡＵＲ Ｇ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Ｐｒｉｃｅ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Ｕｓｉｎｇ Ｆａｓ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０， ８２， １５－２５
［１７］ ＮＧＵＹＥＮ Ｄ Ｘ Ｄｅｍａｎｄ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Ｄｅｌａｙ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８６ （２）， ３３６－３４４
［１８］ ＧＥＲＶＡＩＳ Ａ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Ｒｉｓｋ Ａ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８， １１５， １４５－１５８
［１９］ ＣＡＰＬＩＮ Ａ， ＤＥＡＮ Ｍ， ＬＥＡＨＹ Ｊ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Ｉｎａｔｔｅｎ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ｉｎｇ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Ｅｎ⁃

ｔｒｏｐｙ ［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Ｎｏ． Ｗ２３６５２， ２０１７
［２０］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Ａ， ＩＯＮ Ｍ， ＬＯＰＲＥＳＴＩ Ｊ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Ｊ］ ．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９， ５２ （３）， １２４８－１２８８
［２１］ ＦＲＥＵＮＤ Ｃ， ＰＩＥＲＯＬＡ Ｍ 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Ｐｅｒｕ ［Ｒ］．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ｓ， Ｎｏ．

５４０７， ２０１０
［２２］ 鲁晓东， 刘京军  不确定性与中国出口增长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７， ５２ （０９）： ３９－５４
［２３］ ＣＡＲＢＡＬＬＯ Ｊ， ＨＡＮＤＬＥＹ Ｋ， ＬＩＭＡＯ 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Ｎｏ Ｗ２４３６８， ２０１８
［２４］ ＫＩＭ Ｎ， ＬＵＣＩＶＪＡＮＳＫＡ Ｋ， ＭＯＬＮＡＲ Ｐ， ＶＩＬＬＡ Ｒ Ｇｏｏｇｌ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ｏｃｋ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Ｎｏｒｗａｙ ［Ｊ］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９， ２８， ２０８－２２０
［２５］ ＳＩＧＡＮＯＳ Ａ Ｇｏｏｇｌ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ａｒｇｅｔ Ｐｒｉｃｅ Ｒｕｎ Ｕｐｓ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１３， ２９， ２１９－２２６
［２６］ 金祥义， 张文菲  金融结构与出口持续时间 ［Ｊ］ ． 国际金融研究， ２０１９ （１０）： １９－２９
［２７］ ＢＥＳＥＤＥＳ Ｔ， ＰＲＵＳＡ Ｔ Ｊ Ｉｎｓ， Ｏｕ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Ｊ］ ．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６， ３９

（１）， ２６６－２９５
［２８］ ＨＥＳＳ Ｗ， ＰＥＲＳＳＯＮ Ｍ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 Ｉｍｐｏｒｔｓ ［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１， １４７

（４）， ６６５
［２９］ ＫＡＮＣＳ Ｄ Ａ Ｔｒａｄ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ａ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Ｆｉｒｍ Ｍｏｄｅ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Ｓｏｕｔｈ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Ｊ］ ． Ｗｏｒｌｄ Ｅ⁃

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０７， ３０ （７）， １１３９－１１６９
［３０］ ＯＢＡＳＨＩ Ａ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ｄｅ ［ Ｊ］ ．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１０， ２２ （１）， ２１－３０
［３１］ ＲＡＵＣＨ Ｊ 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９， ４８

（１）， ７－３５
［３２］ ＬＩ Ｓ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８， １１５， １－１５
［３３］ ＢＡＫＥＲ Ｓ Ｒ， ＢＬＯＯＭ Ｎ， ＤＡＶＩＳ Ｓ Ｊ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Ｊ］ ．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６， １３１ （４）， １５９３－１６３６
［３４］ ＦＵＧＡＺＺＡ Ｍ ， ＭＯＬＩＮＡ Ａ Ｃ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 ＨＥＩ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Ｎｏ． ０５ ／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
［３５］ ＴＣＨＥＴＧＥＮ ＴＣＨＥＴＧＥＮ Ｅ Ｊ ， ＷＡＬＴＥＲ Ｓ ， ＶＡＮＳＴＥＥＬＬＡＮＤＴ Ｓ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Ｓｕｒ⁃

ｖｉｖ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Ｊ］ ．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 ２６ （３）： ４０２－４１０

（责任编辑　 刘建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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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ＪＩＮ Ｘｉａｎｇｙｉ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ｎｆｅ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６ ｔｏ ２０１６， ａｎｄ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ｆａｍｏｕｓ ｓｔａｒｓ 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ｏｆ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ｈａｓ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ａ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ｉｃｈ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ｒ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ｅｒｒｏｒｓ ｉ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ｒａｄ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ｒａｄｅ ｒｏｕ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ｒｏｂｕｓ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ｔｅｐｓ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Ｔｒａｄ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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