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带一路” 设施联通是否对企业
出口有拉动作用

———基于贸易成本的中介效应分析

洪俊杰　 　 詹迁羽

摘要： 本文采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上市公司的出口数据作为样本， 以中国对 “一

带一路” 相关国家的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作为设施联通的代理变量， 运用贸

易引力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 分析了 “一带一路” 设施联通对微观企业的出口效

应。 研究表明， 设施联通对上市公司出口有显著的拉动作用， 其中贸易成本的中介

效应占比 ４７ ５％， 对中低技术产品、 处于新型优势行业、 出口目的国位于重点国

别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企业出口的正向作用更为显著， 且中低技术产品的贸易

成本中介效应最大。 是否实际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的出口效应在统计上会造成

近 １０ 倍的差异， 其机制也主要表现为直接拉动作用。 因此， 应进一步提升设施联

通的建设力度， 鼓励企业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 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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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 提

出共同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①；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 外交部、 商务

部联合发布了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

动》②。 从地理位置上看，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实际上

是一个巨大的交通运输网， 它大大推动了沿线国家之间的经贸交流， 有助于促进区

域经济一体化， 增强政治互信水平 （Ｗｏ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９） ［１］。 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和民心畅通 （即 “五通” ） 为 “一带一路” 建设的主要内

容， 其中设施联通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优先领域。 具体而言， 是通过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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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设， 打通连接亚欧非各区域的关键节点， 以实现方便快捷的国际运输大

通道。
然而， “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参差不齐的交通基础设施制约着 “一带一路” 倡

议的实现。 首先， 铁路轨距不同。 中蒙俄经济走廊中的蒙古和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

廊中的前苏联地区均使用宽轨， 南亚和东南亚大部分国家使用窄轨， 但我国使用的

是标准轨， 铁运换轨导致运输成本和运输时间大大增加。 其次， 部分国家的铁路和

公路网的建设重心并非为了实现跨境运输： 南亚和东南亚的铁路网主要用于联通海

港而非周边国家， 前苏联地区间的铁路网络建设也是为了与莫斯科等经济中心相联

通， 部分国家的铁路网扩张也仅限于国内 （Ｗｏ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９）。 最后， “一带一路”
经济走廊沿线经济体的物流运输服务存在巨大差异。 根据世界银行 ２０１８ 年物流绩效

指标 （ＬＰＩ） 的衡量结果， “一带一路” 沿线经济体中仅新加坡位于物流绩效指标排

名的前十位， 大部分国家的物流绩效指数在平均水平以下， 有七个 “一带一路” 沿

线经济体①位于物流绩效指标排名的后十位 （Ｊｅａｎ－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２］。 除此之

外， 运输设施维护不足， 货物过境等待时间过长， 通关手续繁杂等因素， 都使得长距

离跨境陆地运输困难重重。
自 ２０１３ 年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以来， 我国每年新增参与 “一带一路” 相关

国家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数量 （包括在中国国内的投资） 呈大幅度增长， 尤其是

交通运输行业 （图 １）， 目前完成的交通运输项目共 ６４０ 个。 基础设施项目中由中

国主导的有 ７３９ 个， 中国单独参与的有 １４８０ 个， 中国合作参与的有 ７８１ 个。 ２０１８
年， 中国对签订 “一带一路” 协议的 １３８ 个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高达

８０ ３％ （图 ２）， 交通运输建设、 一般建筑和电力工程建设三个行业完成营业额占

比达到 ６４ ３％； 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前 １０ 的项目分别位于尼日利亚、 埃及、
阿联酋、 哈萨克斯坦、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和刚果 （金）②。

鉴于此， 本文拟采用中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作为设施联通的代理变量， 以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上市公司向 “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的出

口数据作为样本， 从设施联通的视角研究对微观企业的出口效应。 本文研究贡献和可

能的创新在于： （１） 大部分对 “一带一路” 出口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亚欧区域的

国家， 而本文将样本扩展为与中国签订 “一带一路” 协议的全部 １３８ 个国家， 扩大

了研究范围， 增强了研究对象的区域异质性。 （２） 本文以问题为导向， 首先回答了

我国在 “一带一路” 板块参与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是否对本国企业出口存在拉动作

用， 其次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定量区分直接拉动作用和间接促进作用， 最后从企业、 产

品和国别三个维度进行了详细、 全面的异质性分析。 （３） 对回归结果做了全面的稳

健性检验， 并且使用平均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和加权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作为工具变

量， 分析了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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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图 １　 中国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每年新增的基础设施项目数量

　 　 数据来源： 路孚特，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ｃｎ ／ ｚｈ．

图 ２　 中国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

　 　 数据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

一、 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一般将互联互通等同于连通性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尽管 “连通性” 广泛

应用于贸易和供应链中， 但目前尚无有关 “联通性” 的系统性框架， 也未就如何

评估连通性的经济效益达成共识 （Ａｒｖｉ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３］。 总体而言， 量化国家间

互联互通程度的方法较多，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１ 构建基于国家层面的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

这类文献将互联互通等同于贸易便利化， 主要沿用 Ｗｉｌｓｏｎ 等 （２００３） ［４］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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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构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 对宏观数据、 调研数据和国际组织编制的相关指

数①等进行二次组合、 计算， 如孔庆峰和董虹蔚 （２０１５） ［５］ 构建了包括口岸与港口

效率、 海关与边境管理、 规制环境、 金融与电子商务在内的四类指标作为衡量贸易

便利化的测评体系。
２ 基于国家间实际运输链测算联通指数

海运方面， 联合国自 ２００４ 年开始编制班轮连接指数 （ＬＳＣＩ）， 该指数每年更

新， 基本 涵 盖 了 世 界 上 所 有 有 港 口 的 国 家。 空 运 方 面， Ａｒｖｉｓ 和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
（２０１１） ［６］使用网络分析法， 根据国际航空运输路线编制了航空连接指数， 但该指

数并未持续更新。 物流运输方面， Ｓｈｅｕ 和 Ｋｕｎｄｕ （２０１８） ［７］ 使用与马尔可夫链相结

合的时空物流互动模型， 以中国的石油运输为例， 预测了三层供应链框架的时变物

流配送量。
３ 使用交通地图数据模拟计算不同场景下的运输时间

Ｄｅ Ｓｏｙｒｅｓ 等 （２０１８） ［８］的研究结论表明， 未来所有 “一带一路” 项目竣工之

后， “一带一路” 经济走廊沿线的海运时间最高将缩短 １１ ９％， 贸易成本最高减少

１０ ２％。 在此基础上， Ｂａｎｉｙａ 等 （２０１９） ［９］使用一年的截面数据， 在贸易引力模型的

基础上估算出运输时间的缩短将增加沿线国家 ４ １％的贸易流量； Ｒｅｅｄ 和 Ｔｒｕｂｅｔｓｋｏｙ
（２０１９） ［１０］则使用 Ｄ－Ｈ 模型， 研究了 “一带一路” 项目对市场准入的影响。

４ 利用网络分析法来量化国家之间的连通性

Ｄｅｒｕｄｄｅｒ 等 （２０１８） ［１１］根据 “一带一路” 沿线城市在六大经济走廊中的地理

位置， 衡量了城市在网络中的中心度。 研究表明每条经济走廊中， 中心位置优越或

相互联系紧密的国家从 “一带一路” 倡议中受益更大。
５ 在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下进行分析

如 Ａｌｄｅｒ （２０１６） ［１２］使用基于 Ｅ－Ｋ 框架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对印度区域发展的影响； Ｄｅ Ｓｏｙｒｅｓ 等 （２０１９） ［１３］ 研究了 “一带一路” 沿线基础

设建设对贸易、 福利和 ＧＤＰ 的影响， 其中参与国 ＧＤＰ 会提高 ３ ４％， 世界 ＧＤＰ 会

提高 ２ ９％。
可以看出， “一带一路” 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跨境运输走廊的构建和优

化， 从而降低贸易的流通成本， 提高周边国家的整体福利。 还有学者从进出口贸易强

度 （张会清和唐海燕， ２０１７） ［１４］、 贸易潜力 （高志刚和刘伟， ２０１５） ［１５］、 贸易竞争互

补关系 （徐梁， ２０１６［１６］； 李敬等， ２０１７［１７］； 赵东麟和桑百川， ２０１６［１８］； 李玉辉，
２０２０［１９］）、 贸易政策优化 （陈虹和杨成玉， ２０１５） ［２０］等贸易视角来研究 “一带一路”。
此类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 得到的结论大致相同。 在微观层面， 既有研究主要从

企业对外投资 （蒋冠宏和蒋殿春， ２０１４［２１］； 陈胜蓝和刘晓玲， ２０１８［２２］； 吕越等，
２０１９［２３］）、 企业融资 （徐思等， ２０１９［２４］； 金刚和沈坤荣， ２０１９［２５］ ）、 产业创新 （王
桂军和卢潇潇， ２０１９） ［２６］等角度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效应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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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设施联通影响贸易的理论机制

（一） 打通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运输通道， 缩短运输时间， 降低贸易成本

当前的国际贸易大部分为海上贸易， 陆地运输由于价格昂贵、 缺乏配套的基础

设施等原因一直无法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运输方式。 陆地运输的优点在于运输时间短，
这对于一些时间敏感、 高附加值的贸易产品至关重要， 如农产品、 电子元器件等。 我国

与周边国家在陆地贸易上的发展也是在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之后逐渐被重视起来的：
“一带一路” 倡议之前， 中国与周边国家虽然有跨境铁路和公路， 但由于缺乏维护和升

级， 导致陆地运输效率较低；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之后， 常态化通行的 “中欧班列”、
交通基础设施改善项目都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陆地贸易注入了活力。

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 （Ｄｅ Ｓｏｙｒ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一带一路” 倡议带来的交通

基础设施一旦全部实施， 将能够缩短中蒙俄经济走廊沿线经济体的运输时间： 平均

将缩短 ８ ５％， 最高可缩短 １２％。 贸易成本方面， 中蒙俄经济走廊沿线经济体与世

界其他地区的贸易总成本将平均降低 ２ ８％， 与其他走廊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成本将

降低 ３ ５％。 “一带一路” 倡议也能够对非 “一带一路” 经济体的运输时间和贸易

成本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 世界所有国家之间的运输时间将平均缩短 ２ ５％， 贸易

成本将平均降低 ２ ２％。
（二） 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 减少国家之间的边境延误

设施联通的改善带动配套贸易便利化的实施， 有助于实现贸易 “软联通”。
“一带一路” 沿线大部分经济体都存在长时间的边境延误， 尤其是中亚区域。 根据

可计算一般均衡 （ＣＧＥ） 模型， 减少边境延误可使中亚经济体的出口增加 １８％，
其他走廊沿线经济体的出口都会有所收益， 增幅在东欧的 １ ８％ 和南亚的 ４ ８％ 之

间， 这表明减少边境延误对大多数走廊沿线经济体都有重要的影响 （Ｍａｌｉｓｚｅｗｓｋａ
ａｎｄ Ｖａｎ Ｄｅｒ Ｍｅｎｓｂｒｕｇｇｈｅ， ２０１９） ［２７］。

（三） 设施联通降低运输成本， 有利于产业集聚并带动出口

贸易成本的降低将会显著影响地理集聚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Ｍａｙｅｒ， ２００４） ［２８］。 新经济地

理学认为， 交通运输费用是影响产业集聚的重要原因之一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１） ［２９］。 设

施联通促进了 “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基础设施的完善， 减少了出口过程中的运输和

通讯成本， 这不仅降低了 “市场准入” 的门槛， 也为企业节约了固定成本 （盛丹等，
２０１１） ［３０］。 成本的降低提高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扩大了企业的市场分额， 在扩大现有

厂商规模的同时， 吸引新的厂商进入市场， 最终带来产业集聚。 此外， 基础设施建设

与制造业息息相关， 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和设施， 如钢铁、 水泥、 运输设备等 （张支

南和巫俊， ２０１９） ［３１］。 因此， 国际工程的承建使国内相关企业更易通过产业集聚拉动

出口， 设施联通带来内外市场的联动发展， 对构建区域市场一体化具有重大意义。
据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Ｈ１： “一带一路” 设施联通对上市公司出口具有正向拉动作用。
Ｈ２： 设施联通通过降低中国与 “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成本带动企业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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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一） 上市公司出口分行业统计分析

在开展实证检验之前， 本文分别从出口行业、 出口区域两方面展示上市公司对

“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出口的统计性事实。 从图 ３、 图 ４ 可以看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

期间， 上市公司的部分出口由中、 低技术行业逐渐转向高、 中技术行业， 体现出明

显的价值链攀升趋势； 而对 “一带一路” 板块①的出口则以中技术行业为主， 高技

术行业占比虽然也有所提升， 但提升的速度明显低于图 ３ 中对世界整体出口。 分区

域来看， 无论是上市公司， 还是我国对 “一带一路” 板块的整体出口， 出口目的

国均主要集中在东盟地区， 其中上市公司对除东盟和东北亚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出口

占比高于中国整体的出口 （图 ５、 图 ６）。

　 　 图 ３　 上市公司对所有国家分行业　 　 　 　 　 　 图 ４　 上市公司对 “一带一路” 国家分行业

　 　 　 　 　 　 　 　 出口占比　 　 　 　 　 　 　 　 　 　 　 　 　 　 　 　 　 　 出口占比

图 ５　 上市公司对 “一带一路” 出口　 　 　 　 　 　 图 ６　 中国对 “一带一路” 出口

　 　 　 　 　 　 　 　 目的国分布　 　 　 　 　 　 　 　 　 　 　 　 　 　 　 　 　 目的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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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 “一带一路” 官方网站公布的与中国签订 《 “一带一路” 谅解备忘录》 的国家为基准， 共有 １３８ 个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由于库克群岛数据缺失较为严重， 因此不包含在样本国家范围内。 下文中的 “一带

一路” 沿线国家与 “一带一路” 板块的含义相同。



（二） 模型设定

本文拟采用引力模型作为检验设施联通对中国贸易出口影响的基准实验模型。
经典引力模型认为两国经贸合作规模与经济总量成正比， 与两国距离成反比。 本文

根据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特点， 在模型基本设定基础上， 以中国对

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作为衡量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之间设施联通程度

的代理变量， 同时引入中国与各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 的时间、 沿线各国的

关税水平、 人均拥有电话的数量、 港口货运量等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 （ Ｘ ｉｔ ）。 企

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 Ｚｋｊｔ） 包括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存活时间、 企业规模和

企业的资本密度等。 回归方程如下（公式中的 ｋ 表示企业， ｉ 代表“一带一路” 沿线

国家， ｔ 为时间）：
ｌｎ ｔｒａｄｅｋｉｔ ＝ α０ ＋ α１ ｌ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ｖａｌｕｅｉｔ ＋ ＸＴ

ｉｔβ ＋ ＺＴ
ｋｔγ ＋ φｔ ＋ ρｋ ＋ εｉｋｔ （１）

接下来， 为了检验设施联通是否通过减少贸易成本这一路径来影响企业出口，
本文拟采用中介效应方法。 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众多， 国内的温忠麟等［３２］ （２００４）
等学者在结合了不同的检验方法之后提出一个综合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 本文在此

方法的基础上， 结合钱雪松等 （２０１５） ［３３］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图使用以下检验

程序：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ｉｔ ＝ θ０ ＋ θ１ ｌ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ｖａｌｕｅｉｔ ＋ φｔ ＋ ρｉ ＋ εｉｔ （２）

ｌｎ ｔｒａｄｅｋｉｔ ＝ μ０ ＋ μ１ ｌ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ｖａｌｕｅｉｔ ＋ μ２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ｉｔ ＋ ＸＴ
ｉｔβ ＋

ＺＴ
ｋｔγ ＋ φｔ ＋ ρｋｉ ＋ εｉｋｔ （３）

具体而言， 贸易成本是我们关注的路径变量， 在方程 （１） 中核心解释变量显

著的前提下， 依次检验方程 （２）、 （３） 中 θ１ 、 μ２ 是否显著。 中介效应由θ１ × μ２ 来

衡量， 目前常用的检验方法为 Ｓｏｂｅｌ 检验和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验。 为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

性， 本文将分别使用这两种方法。
（三） 数据说明及来源

被解释变量： 上市公司的出口数据来源于国泰安金融数据库①和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的海关数据库②。 具体而言， 使用国泰安金融数据库中上市公司的名称与海关数

据库中的企业名称进行匹配。 然而， 在匹配过程中， 我们发现大部分上市公司的名

称发生过变更， 而国泰安金融数据库中仅提供了上市公司的最新名称。 此外， 海关

数据库每年度的数据以当年企业的名称为标准， 且部分企业的企业代码在不同的年

份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 因此， 如果仅以上市公司的最新名称和海关数据进行匹

配， 显然会遗漏掉名称变更过的上市公司。 为此， 本文找出上市公司的曾用名， 再

与海关数据进行匹配， 最终匹配到 １９８９ 家上市公司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间有出口行

为， 其中有 ７６１ 家企业在这十年间有不间断的出口行为。 部分有出口行为的上市公

司上市时间晚于 ２０１６ 年， 造成 ２０１６ 年之前企业层面的数据缺失， 删除之后最终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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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１４４２ 家向 “一带一路” 板块有过出口行为的上市公司①。 由于 ２００７ 年上市公司

的会计准则发生了变更， 为保持数据的可比性， 仅采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的数据。 因

此， 文章中使用的样本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有出口行为的上市公司形成的非平衡面板，
数据总量达 １２９ １４６。

核心解释变量： 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的 “设施联通” 程度。 对外承

包工程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企业对外合作的主要形式之一 （乔慧娟， ２０１５） ［３４］， 是

实现 “一带一路” 倡议中设施联通的重要途径。 鉴于设施联通包含的内容较为广

泛， 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参照吴凡秋 （２０２０） ［３５］的研究， 使用中国对外

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作为衡量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设施联通程度的代理

变量， 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越大， 说明中国与该国的设施联通度越高， 数据来

源于国泰安金融数据库。
中介路径变量 （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ｉｔ ）： 当前对贸易成本的测算主要有两种方法， 直接

法和间接法。 直接测算法的局限性在于对非关税壁垒难以精确量化， 并且不同形式

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作用也不一样。 由于使用的指标和测度方法不同， 很难得到统一

的结论 （方虹等， ２０１０） ［３６］。 间接测算通过将贸易成本视作一个 “黑箱”， 在已有

的理论基础上推导出贸易成本的计算公式， 能够跳过对测度贸易成本指标的选择，
因此本文将使用间接法测度贸易成本。

假定双边贸易成本是对称的， 且双边可贸易品的份额也相等， 那么贸易成本的

计算公式为：

Ｃ ｉｊ ＝ Ｃ ｊｉ ＝ １ －
ＥＸＰ ｉｊ ＥＸＰ ｊｉ

ＧＤＰ ｉ － ＥＸＰ ｉ( ) ＧＤＰ ｊ － ＥＸＰ ｊ( ) ｓ２{ }
１

２ρ－２

（４）

其中 Ｃ ｉｊ 和 Ｃ ｊｉ 代表双边贸易成本， ＥＸＰ ｉｊ 、 ＥＸＰ ｊｉ 代表从 ｉ国到 ｊ国及从 ｊ国到 ｉ国
的贸易流量， ＥＸＰ ｉ、 ＥＸＰ ｊ 分别代表 ｉ国和 ｊ国的贸易出口总额， ＧＤＰ ｉ、 ＧＤＰ ｊ 分别代

表 ｉ 国和 ｊ 国的总产出， 参数 ｓ 是可贸易品的份额， 参数 ρ 为产品的替代弹性。 式

（４） 表明， 如果双边贸易相对国内贸易增加， 则贸易成本下降， 反之则上升。 可贸

易品份额和产品的替代弹性采取文献中常用取值， 即 ｓ ＝ ０ ８， ρ ＝ ８。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 ｔｆｐ）： 衡量企业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的指标。 根据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３７］的新新贸易理论， 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是造成企业出口决策的

重要影响因素。 计算企业 ＴＦＰ 的方法较多， 为保证指标的稳健性， 本文使用鲁晓

东和连玉君 （２０１２） ［３８］的 ＬＰ 估算方法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 采用 （Ｇｉａｎｎｅｔｔ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３９］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普通估算方法作为稳健性检验。 这两种方法

均涉及企业总产出、 资本和劳动投入， 具体而言， 以主营业务收入表示总产出， 以

员工人数和固定资产净值分别作为劳动和资本投入。
其他控制变量： 国家层面控制变量包括中国和出口目的国的人均 ＧＤＰ，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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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上市公司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出口数据的完整程度不一样， 如果仅选取有不间断出口行为的

企业， 样本量将会有很大的损失。



与出口目的国之间的地理变量， “一带一路” 国家电力基础设施水平和反应贸易政

策的变量。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除了全要素生产率， 还加入了企业成立时间、 企业规

模大小和企业资本密度等特征变量。 变量的详细含义和数据来源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的含义与数据来源

变量 变量含义 数据来源

ｌｎ ｔｒａｄｅｋｉｔ 上市公司分别向各 “一带一路” 国家的出口总额， 作对数处理 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①

ｌ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ｖａｌｕｅｉｔ 中国向各 “一带一路” 国家的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作对数处理 国家统计局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ｉｔ 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成本 作者计算

ｌｎ ＧＤＰｉｔ 沿线国家人均 ＧＤＰ， 反映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作对数处理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②

ｌｎ ＧＤＰｔ 中国人均 ＧＤＰ， 反映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作对数处理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ｅｏｉｊ 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一系列地理变量 ＣＥＰＩＩ③

ｆｔａｉｔ 中国与沿线国家签订 ＦＴＡ 协议的时间
中国自由贸易区

服务网④

ｌｎ ｔｒａｉｆｆｉｔ 沿线国家的加权关税水平， 作对数处理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ｉｔ 沿线国家电力水平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ｌｎ ｔｆｐｋｔ 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作对数处理 作者计算

ｌｎ ａｇｅｋｔ 企业成立至今的存活时间， 作对数处理 国泰安

ｌｎ ｓｉｚｅｋｔ 企业员工数量， 反应企业规模， 作对数处理 国泰安

ｌｎ ｃａｐｄｅｎｋｔ 资本密度， 企业固定资产与员工人数的比值， 作对数处理 国泰安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本回归结果

表 ２ 为本文的基本回归结果， 表 ２ 中所有回归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并加入企

业—出口目的国和时间固定效应。 考虑到国家之间的变量可能存在相关性， 文章采

用国家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第 （１） 列加入核心解释变量， 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

额； 第 （２） 列加入企业层面重要的解释变量， 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考虑到国家

之间的异质性， 第 （３） 列加入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 第 （４） 列加入企业层面的

特征变量以控制企业层面的异质性。 “一带一路” 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 国家

之间存在较强的异质性， 既包括韩国、 意大利、 奥地利等发达国家， 又包括基里巴

斯、 所罗门群岛等最不发达国家。 因此， 本文使用企业—出口国家对作为固定效

应， 并加入时间固定效应； 考虑到同一国家不同时期之间的变量往往存在相关性，
本文采用经过国家聚类调整后的标准误。

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２。 核心解释变量的拟合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上正向显著，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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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Ｈ１。 在加入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的特征变量后， 拟合系数有所降低， 但依然保持

显著。 具体而言， 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之间的设施联通度越高， 则越有利于

企业出口。 重要解释变量 ｔｆｐ 是促进企业出口的重要因素， 其在 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一致 （张杰等， ２００８）［４０］。 其他控制变量当中， 中国与出口目的国

之间是否签订 ＦＴＡ、 进口国的关税水平均是影响贸易成本的重要因素。 其中， 是否签订

ＦＴＡ 对出口有较强的正向作用， 而关税变量并不显著。 电力水平变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

了出口目的国的基础设施水平， 显著为正的拟合系数表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越高

越有利于中国对其出口。 企业层面的变量当中， 资本密度和企业规模均对企业的出口有

积极的正向作用， 表明企业规模越大、 资本实力越雄厚， 越有利于其出口。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①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ｌ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ｖａｌｕｅｉｔ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４∗∗∗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５∗∗∗

（４ ４３） （４ ４７） （２ ６３） （２ ６２）

ｌｎ ｔｆｐｋｔ
０ ２６１∗∗∗ ０ ２５３∗∗∗ ０ ２３８∗∗∗

（９ ７２） （８ １６） （７ ８５）

ｌｎ ＧＤＰｉｔ
－０ ２４２∗∗∗ －０ １６５

（－４ ５８） （－１ ５３）

ｌｎ ＧＤＰｔ
０ ４６２∗∗∗ ０ ４６１∗∗∗

（５ ３２） （５ ２５）

ｆｔａｉｔ
０ １３７∗∗∗ ０ １３５∗∗∗

（３ ６６） （３ ６３）

ｌｎ ｔｒａｉｆｆｉｔ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２

（－０ ８８） （－０ ８５）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ｉ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１ ７５） （１ ７３）

ｌｎ ａｇｅｋｔ
－０ ２７８

（－１ ６０）

ｌｎ ｃａｐｄｅｎｋｔ
０ １０３∗∗∗

（６ ９１）

ｌｎ ｓｉｚｅｋｔ
０ ０８０∗∗∗

（３ ９６）

＿ ｃｏｎｓ １１ ２６５∗∗∗ ７ １０４∗∗∗ ５ ０１３∗∗∗ ３ ４５５∗∗∗

（１１０ ６９） （１５ ５６） （６ ８７） （４ ３２）
企业—国家固定效应②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１１９ １６４ １１８ ９４７ ９８ ６８６ ９８ ６８６

注：∗、 ∗∗、∗∗∗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的水平显著， 下表同。

（二） 贸易成本作为路径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部分考察了贸易成本在设施联通影响企业出口中的中介作用， 实证结果如表

３ 所示。 第 （１） 列以企业出口作为被解释变量； 第 （２） 列是以贸易成本作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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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因固定效应回归省略掉地理变量， 故不进行报告。
由于普通的面板数据为二维数据， 但本文的数据包含企业、 出口国家和时间三个维度， 因此将企业和

出口国家组合， 与时间共同作为两个维度控制其固定效应。



解释变量； 第 （３） 列加入贸易成本作为解释变量， 以企业出口作为被解释变量。
实证结果显示， 在设施联通影响企业出口的过程中， 存在以贸易成本为中介变量的

中介效应， 其占总效应的比例达到 ４７ ５％， 符合假说 Ｈ２。 这表明中国与 “一带一

路” 国家之间较高的设施联通程度将会通过降低贸易成本而拉动企业出口。

表 ３　 设施联通对企业出口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项目
（１） （２） （３）

ｌｎ ｔｒａｄｅｋｉｔ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ｉｔ ｌｎ ｔｒａｄｅｋｉｔ

ｌ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ｖａｌｕｅｉｔ
０ ０２５∗∗∗ －０ ０８９∗∗∗ ０ ０２４∗∗

（２ ６２） （－７ ３７） （２ ４３）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ｉｔ
－０ １９９∗

（－１ ８６）
Ｎ ９８ ６８６ １０４ ９６０ ９４ １６２

Ｓｏｂｅｌ 检验 Ｚ＝ ３８ ８， 中介效应显著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验 置信区间： ０ ０９６９８２４ ＜ｂｓ２ ＜０ １１５０８６１

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 ／ 总效应＝ ４７ ５％

（三）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使用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作为设施联通的代理变量对企业出口的影

响是否稳健， 将其替换为中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数量①，
回归结果见表 ４。 第 （１） 列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所有行业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

数量 （ ａｌ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ｔ ）， 第 （２） 列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交通运输和通信行业基础

设施投资项目数量 （ ｔ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ｔ ）。 可以看到， 在控制时间效应和国家固定效应的

条件下， 二者均在 ５％的置信水平下保持显著， 且影响作用显著为正。 拟合系数与

原核心解释变量相差较大的原因在于： 项目数量属于离散型变量， 虽然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代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设施联通程度， 但其忽略了不同国家项目之间的差异

表 ４　 稳健性检验结果

项目 （１） （２） （３）

ａｌ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ｔ
０ ００６∗∗∗

（２ ７６）

ｔ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ｔ
０ ００９∗∗

（２ ０３）

ｌｎ ｔｆｐｋｔ
０ ５１３∗∗∗ ０ ５１３∗∗∗

（２９ ７３） （２９ ７６）

ｌ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ｖａｌｕｅｉｔ
０ ０１７∗

（１ ８６）

ｌｎ ｔｆｐ＿ ｏｌｓｋｔ
０ ２９８∗∗∗

（６ ２０）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Ｎ １０２ １２７ １０２ １２７ ９８ ６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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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因此其对出口的拉动作用会弱于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为了检验重要解释

变量 ｔｆｐ 的稳健性， 使用通过普通 ＯＬＳ 估计方法估算的企业 ＴＦＰ 来替代 ＬＰ 方法计

算的 ＴＦＰ （ ｌｎ ｔｆｐ＿ ｏｌｓｋｔ ）， 具体结果体现在表 ３ 中的第 （３） 列中。 结果表明， 无

论是 ＬＰ 计算方法还是普通估计方法， 企业的 ＴＦＰ 均在 １％的置信水平下保持显著，
且拟合系数差距不大。

（四） 内生性检验

模型可能存在遗漏变量， 且设施联通与企业出口之间也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

系， 实证结果可能会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影响而有偏。 因此， 拟使用工具变量法进一

步加强实证结果的可信度。 本文将使用除本国外的其他 “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对

外承包工程营业的均值 （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１） 和以 ＧＤＰ 占比为权重的加权对外承包工程

营业额 （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２） 作为工具变量。 选择工具变量的合理之处在于， 中国在不

同国家的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之间存在相关性， 其他国家的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与

对特定国家的出口不相关。 表 ５ 报告了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 表明工具变量的设定

是有效的。

表 ５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项目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ｌ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ｖａｌｕｅｉｔ ｌｎ ｔｒａｄｅｋｉｔ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１
－４８ ９０７ ∗∗∗

（－１０１ １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２
－０ ８３６ ∗∗∗

（－４ １７）

ｌ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ｖａｌｕｅｉｔ
０ ０９０ ∗∗∗

（３ ８４）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企业—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不可识别检验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８８４８ ８４６
Ｃｈｉ－ｓｑ （２） Ｐ－ｖａｌ ＝ ０ ００００

弱工具变量检验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９１０７ ５６８

过度识别检验 Ｈａｎｓｅｎ Ｊ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１ ３９１　 　 Ｃｈｉ－ｓｑ （１） Ｐ－ｖａｌ ＝ ０ ２３８３

（五） 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设施联通对不同类型企业出口的

具体差异， 接下来将对可能的异质性进行分析。
１ 出口产品高、 中、 低技术区分考察

近年来， 对外出口产品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中、 低技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

链中攀升明显 （郑玉， ２０２０） ［４１］。 根据前文的统计性分析可以看出， 上市公司出口

产品以中、 低技术行业为主， 这与中国整体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保持一致。 而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对企业创新具有正向作用 （王桂军和卢潇潇， ２０１９）， 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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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也会对制造业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肖杨等， ２０２０） ［４２］。 因此， 本文以 Ｌａｌｌ （２０００） ［４３］ 中的划分为依据， 分别对高、
中、 低技术行业的出口进行区分考察， 回归结果见表 ６。 第 （１） — （３） 列分别

为高、 中、 低技术行业， 可以看到， 中国与 “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的设施联通度

对中、 低技术行业的出口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 且对中技术行业出口的影响要高

于低技术行业。 从中介效应来看， 低技术行业中贸易成本的中介效应占比最高， 达

到 ５８ ２％， 其他行业的中介效应占比均不超过 ５０％。 这表明， 对于中、 高技术行

业， 设施联通的直接拉动作用更为明显。 可能的原因在于， 我国在鞋类、 纺织服装

和机电等产品上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优势， 与多数 “一带一路” 国家的资源密集

型产品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 （李玉辉， ２０２０）。

表 ６　 分行业回归结果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高技术行业 中技术行业 低技术行业 新型优势产业 富余产能产业

ｌ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ｖａｌｕｅｉ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４０∗∗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９∗∗∗ ０ ０２７

（０ ５３） （２ ５２） （１ ８４） （２ ８３） （０ ８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３２ ４００ ２８ ７５４ ２８ ７５４ ４２ ２３４ ８ ６０８

中介效应 ／ 总效应 — ３９ ４％ ５８ ２％ ４３ １％ —

２ 企业所属行业区分考察

商务部明确界定了 “一带一路” 对外投资合作的重点领域， 分别为新型优势

产业、 富余产能产业和配套性支持产业。 其中， 新型优势产业领域包括交通基础设

施、 电力工程建设、 信息通信工程与服务、 农业以及高科技创新； 富余产能行业包

括钢铁、 建材与房屋、 矿产资源开发以及石油化工天然气能源； 配套性支持行业包

括金融、 商务服务、 交通运输网络和商贸物流中心①。 徐思等 （２０１９） 对这三类行

业与证监会 ２０１２ 版上市公司的行业分类进行了比对， 本文参照此划分， 分别对处

于新型优势产业和富余产能产业的出口上市公司进行考察②， 回归结果见表 ６ 第

（４）、 （５） 列。 结果表明， 设施联通对处于新型优势产业企业的出口拉动作用更为

明显， 对处于富余产能产业企业的出口虽有正向作用， 但并不显著。 从具体的行业

细分来看， 新型优势产业以交通基础设施、 电力工程建造等装备制造业为主， 而这

两个行业是对外承包工程中的主要行业， 在 ２００８ 年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总额

０５１

“一带一路” 专题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 年第 ９ 期

①
②

“一带一路” 投资促进研究，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ｇｏｖ．ｃｎ ／ ｘｗｚｘ ／ ｒｏｌｌ ／ １６０２０．ｈｔｍ．
配套性支持产业主要为服务业， 不包含出口上市公司。



的占比分别达到了 ２６ ５％和 １７ ５％①。
３ 企业是否属于 “一带一路” 重点板块的区分考察

“一带一路” 倡议中划分了重点省份②和非重点省份， 重点省份在地理位置上

处于交通枢纽， 在基础设施建设、 贸易政策等方面受到了更多的支持 （陈胜蓝和

刘晓玲， ２０１８）。 鉴于此， 有必要对企业是否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 是否位于

“一带一路” 重点省份做进一步的区分考察。 企业是否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 以

同花顺 “一带一路” 概念板块中提供的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依据 （徐思等，
２０１９）。 回归结果见表 ７。 第 （１） 列为位于 “一带一路” 概念板块的企业； 第

（２） 列为所有非 “一带一路” 概念板块的企业； 第 （３） 列为位于 “一带一路”
重点省份的企业； 第 （４） 列为位于 “一带一路” 非重点省份的企业； 第 （５） 列

为同时处于 “一带一路” 重点板块和 “一带一路” 重点省份的企业； 第 （６） 列

为处于一带一路重点板块， 但位于一带一路非重点省份的企业。 从回归结果来看，
企业是否属于 “一带一路” 概念股板块对企业的出口会产生较大的异质性， 而企

业是否位于 “一带一路” 重点省份对其出口的影响差异不大。 对比第 （３） 和第

（５） 列、 第 （４） 和第 （６） 列， 无论是否位于重点省份， 企业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将在统计系数上带来近 １０ 倍的提升。 对比第 （５） 和第 （６） 列， 企业是否位

于 “一带一路” 重点省份造成的差异并不明显： 若同属于 “一带一路” 重点板块，
位于重点省份的企业与位于非重点省份的企业在统计上将产生近 ４％的差异。 从中

介效应来看， 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企业的中介效应较低， 而未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的企业则无明显的中介效应。 这表明， “一带一路” 倡议更多的是帮助企业扩

大海外市场， 而非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扩大企业出口。 因此， 实际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且位于重点省份的企业对其出口的直接拉动作用大于减少贸易成本的中介

作用。

表 ７　 分省份回归结果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ｖａｌｕｅｉｔ
０ １７２∗∗∗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３∗∗ ０ ２０３∗∗∗ 　 ０ １６５∗∗∗

（３ ２５） （１ ５２） （１ ８１） （２ １４） （２ ８７） （２ ６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６ ４８９ ９１ ９０２ ４６ ４７６ ４７ ６８６ ２ ６１２ ３ ８７７

中介效应 ／ 总效应 ２９ ７％ — ４８％ ４６ ９％ ２６ １％ ３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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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发展报告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 ／ ／ ｉｍａｇｅｓ．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ｆｅｃ ／ ２０２１０６ ／ ２０２１
０６３００８５４２４８９１．ＰＤＦ．

重点省份包括新疆、 陕西、 甘肃、 宁夏、 青海、 内蒙古西北 ６ 省、 区， 黑龙江、 吉林、 辽宁东北 ３ 省，
广西、 云南、 西藏西南 ３ 省、 区， 上海、 福建、 广东、 浙江、 海南沿海 ５ 省市以及内陆地区重庆市。



４ 出口目的国市场区分考察

从出口目的国来看，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和文化背景等都存在巨大的差异 （吕越等， ２０１９）。 同时， 商务部依据沿线国家的经

济社会发展基础、 综合商业运营环境、 双边政治及经贸关系基础和 “一带一路” 政

策响应程度划分出 ３１ 个 “一带一路” 重点国别①， 这些国家均为经济基础良好、 对

外贸易活跃、 基础设施较为完善、 市场环境较为稳定、 对 “一带一路” 倡议积极响

应的国家。 按此标准将样本划分为出口目的国位于重点国家和非重点国家， 并依据前

人的研究 （吕越等， ２０１９； 陈万灵和何传添， ２０１４［４４］ ） 进一步将样本划分为海上丝

绸之路沿线国家和陆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进行分组回归， 结果见表 ８。

表 ８　 分出口目的国回归结果

项目
（１） （２） （３） （４）

重点国别 非重点国别 海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

ｌ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ｖａｌｕｅｉｔ
０ ０５０∗∗ ０ ０１７ ０ ０６９∗∗∗ ０ ０１９∗

（２ ５８） （１ ５６） （３ ０５） （１ ８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３２ ８１５ ６１ ３４７ ３４ ９１９ ５９ ２４３
中介效应 ／ 总效应 ４３ ０％ ３８ ９％ ４３ ０％ ４０ ３％

回归结果表明， 设施联通对出口目的国位于重点国别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的出口拉动作用更为明显； 对非重点国别和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则较为有

限， 各组间中介效应无明显差异。 原因在于， 重点国别在经济、 社会和文化等各方

面优于非重点国别，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基本包括了这部分重点国别， 又增加了

处于海运路线中枢纽地位的国家。 这部分国家的互联互通程度天然优于经济水平相

对落后的国家， 设施联通带来的出口作用也更加显著。

五、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文分析了中国与 “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设施联通类上市公司的出口效应，
从产品、 企业、 省份和国家层面进行了异质性分析。 结果表明， 设施联通对上市公

司向 “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其中贸易成本的中介作用

占比 ４７ ５％， 且不同样本之间存在较强的异质性。 具体而言： （１） 相对于高技术

产品， 设施联通对出口中低技术产品和处于新型优势行业企业的正向作用更为显

著， 其中低技术行业的贸易成本中介效应更强。 （２） 无论是否位于重点省份，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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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重点国别名单：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越南、 泰国、 文莱、 印度、 斯里兰卡、 哈萨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阿联酋、 沙特阿拉伯、 以色列、 卡塔尔、 科威特、 阿曼、 罗马尼亚、 波兰、 克罗地亚、 捷克、 爱

沙尼亚、 匈牙利、 拉托维亚、 立陶宛、 马其顿、 斯洛文尼亚、 斯洛伐克、 俄罗斯、 白俄罗斯、 蒙古和阿塞拜疆。



业是否实际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将在统计系数上产生近 １０ 倍的差异； 进一步地，
若同属于 “一带一路” 重点板块， 位于重点与非重点省份的企业在统计系数上将

产生近 ４％的差异。 对于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的企业， 设施联通更多的作用是助

力企业扩大海外市场， 而非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扩大企业出口。 （３） 设施联通对企业

向重点国别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拉动作用更为明显； 对企业向非重点国

别和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影响则较为有限。
（二） 政策建议

相比于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伊始， 与中国签订协议的国家从最初的 ６８ 个增

加到 １３８ 个。 然而新冠疫情的暴发使国际承包工程的劳动力成本和管理费用迅速增

加， 由此带来的冲击减缓了设施联通的步伐 （黄裕辉， ２０２０） ［４５］。 在此背景下， 基

于研究结论，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 提升出口产品技术含量， 重塑产业竞争优势。 随着低技术、 劳动密集型

产品的国际竞争日益加剧， 我国需加强创新， 实现从中、 低技术产品到高、 中技术

产品出口的过渡， 促进产业升级。 对此， 需要强化中国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中

的贸易枢纽地位， 进一步引领发展中国家价值链环流 （洪俊杰和商辉， ２０１９） ［４６］。
其次， 通过制定相关政策， 鼓励国内外企业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 企业应

审时度势， 将自身产业基础与优势行业相结合， 抓住 “一带一路” 倡议带来的市

场机遇。 然而， 基础设施项目大部分为建设周期长、 资金缺口大的公共项目， 短时

期内难以盈利； 而 “互联互通” 建设涉及的国家距离长、 范围广， 仅凭一国的财

力、 物力和人力难以使所有 “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同时联通。 为此， 可充分借助

互联网降低融资约束， 提高沿线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吕越和陈泳昌，
２０２１） ［４７］， 同时搭建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基础的融资平台， 吸引沿线国家政

府、 金融机构以及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
最后， 优化配套的互联互通软环境。 实现互联互通不仅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 还需实行与之匹配的便利化政策。 “一带一路” 倡议促进了国家间的对话与交

流， 使实现区域一体化成为可能。 区域间可以建立类似 ＴＩＲ 系统①的国际货物运输

海关通关平台， 以减少货物在过境国家的清关手续， 促进国际通关、 换装和多式联

运有机衔接， 提高通关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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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ｗ⁃ｔｅｃ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ｌｓｏ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ｓａｍｐｌ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ｒ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ａ ｎｅａｒｌｙ １０⁃ｆｏｌｄ ｇａｐ ｉ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ｓ ａｌｓｏ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ｅｄ ａ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
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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