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口贸易自由化会提高中国
居民的健康水平吗

———基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 ＣＧＳＳ 数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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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贸易与福利是国际贸易领域中的重要研究课题， 以往研究大多集中于考

察贸易的经济福利而较少关注贸易的社会福利。 健康作为社会福利的重要维度， 影

响着人们对自身幸福和美好生活的感知。 因此， 从社会福利角度考察贸易对健康的

影响十分必要。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数据库考察了

进口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进口贸易自由化提高

了中国居民的健康水平， 且该影响随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呈梯度上升特征； 进

口贸易自由化通过收入效应和环境效应两个传导机制影响并提高了居民的健康水

平。 本文研究对于在新发展格局下正确理解贸易与福祉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 “健

康中国战略” 目标的实现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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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 “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 并强调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继而在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上又进一步作出 “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的重大战略部署。 伴随工业

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中国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疾病谱也随之悄然地发生着改

变。 ２０１９ 年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 显示， 心脑血管疾病、
癌症、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等非传染性慢性病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

数的 ８８％。 同时， 居民健康知识知晓率偏低、 吸烟、 过量饮酒、 缺乏锻炼以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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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膳食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仍较为普遍， 由此所引发的疾病问题愈加突出。 在中

国经济发展面临人口日益老龄化且人口红利消退的新时代背景下， 健康人力资本的

重要性更加凸显。
尽管当前国际社会 “逆全球化” 思潮泛滥， 但中国政府一贯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

保护主义， 始终坚持贸易自由化。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 “实行高水平的贸易与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政策”， 其中主动扩大进口是推动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 与此同时， 中国

伴随贸易自由化所引发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等问题时有发生。 但目前关于进口贸易自

由化对中国居民健康影响的文献不仅数量少， 而且也尚无明确的结论。 一些学者认为贸

易自由化所导致的隐性成本恶化了中国居民的健康水平 （刘铠豪等， ２０１９［１］；
Ｂｏｍｂａｒｄｉｎｉ ａｎｄ Ｌｉ， ２０２０［２］；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３］）。 但同时， 有部分文献认为贸易自由化能

够改善居民的健康状况 （Ｌｅｖｉｎｅ ａｎｄ Ｒｏｔｈｍａｎ， ２００６［４］； Ｏｗｅｎ ａｎｄ Ｗｕ， ２００７［５］； Ｓｔｅｖｅ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６］； Ｈｅｒｚｅｒ， ２０１７［７］； 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８］）。 在此背景下， 从进口视角厘清贸易

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重新审视进口贸易自由化对于中国居民健康的影响机制显得尤为

必要。 因此， 探究进口贸易自由化对于中国居民健康水平所产生的影响、 异质性以及

传导机制等相关问题， 不仅对于正确理解贸易与福祉二者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 而且对

于在新发展格局下 “健康中国战略” 目标的顺利实现以及主动扩大进口贸易政策的制

定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使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数据库， 从实证研究角度考

察了进口贸易自由化对于中国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 首先， 本文的实证结论表明， 进

口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中国居民的健康水平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其次， 本

文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 进口贸易自由化对于中国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在不同受教

育程度的居民中具有显著的健康梯度差异， 即该影响会随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呈

梯度上升的特征； 最后， 本文通过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 发现进口贸易自由化通过

增加居民收入和降低环境污染两个传导路径提高了中国居民的健康水平。
鉴于贸易与健康这一崭新的前沿研究领域在国内尚处于研究起步阶段， 本文的

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 本文通过梳理国际贸易学、 健康经济学与环境经

济学等多个领域的相关文献， 基于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 尝试从经济因素和环境因

素两个维度较为系统地探究进口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居民的健康水平； 第二， 本

文基于微观个体研究视角， 采用涵盖我国大陆地区观测样本的 ＣＧＳＳ 数据库考察进口

贸易自由化影响中国居民健康水平的真实情况； 第三， 本文尝试采用主观与客观健康

测度指标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考察进口贸易自由化对于中国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

一、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鉴于本文研究聚焦于进口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 通过梳理国

内外文献， 发现目前与本文研究内容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进口贸易自由

化对员工健康影响的研究。 Ｃｏｌａｎｔｏｎｅ 等 （２０１５） ［９］ 基于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的英国家庭面

板调查数据 （ＢＨＰＳ） 首次考察了进口贸易自由化所引发的隐性健康成本对该国一百

多个行业员工心理健康的影响。 该研究结果表明， 由于进口竞争加大了员工的工作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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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从而显著增加了其精神痛苦。 尽管该文献未能更加客观地反映居民健康的总体效

应， 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进口贸易是经济全球化影响居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
伴随美国对华进口贸易逆差的不断加大， 其国内相关学者自 ２０１６ 年起开始关注

来自中国的进口贸易冲击对本国制造业员工健康的影响。 Ｌ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９） ［１０］ 采用美

国疾病控制中心的电话调查自评健康数据 （ＢＲＦＳＳ） 实证分析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期间

来自中国进口贸易的冲击对该国员工健康状况的影响。 该研究认为在美国遭受进口竞

争冲击较大的地区， 其员工的健康尤其是自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 与此同时， Ｐｉｅｒｃｅ
和 Ｓｃｈｏｔｔ （２０２０） ［１１］借助美国在 ２０００ 年对中国推行 “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这一历史

事件作为外部冲击， 采用双重差分法探讨了进口贸易冲击对美国县域地区从业人员死

亡率的影响。 该研究同样认为， 遭受来自中国进口贸易冲击越大的地区， 其制造业中

白人男性员工由于自杀和肝病原因所导致的死亡率越高。 不难发现， 上述学者基于美

国样本的研究仅仅关注于来自中国进口贸易冲击对于美国制造业的负面影响， 而同时

刻意回避了本国低附加值产业的离岸外包业务能够有效转移本国员工健康风险的实际

情况。 因此， 其研究视角是片面和非理性的， 研究结论自然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与上述文献所用研究数据有所不同， Ｆａｎ 等 （２０２０） 基于中国样本利用中国健

康与营养 （ＣＨＮＳ） 数据库实证考察了中间投入品进口关税的降低对中国制造行业

员工健康的影响。 该研究结果表明， 中间投入品进口关税税率的降低能够增加企业

对劳动力的需求， 但同时也促使企业延长了员工的劳动时间。 劳动时间的延长不仅

会对员工的健康状况产生不利的影响， 而且该影响在熟练员工和非熟练员工之间存

在显著的异质性。 该研究基于中国样本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探究了中间产品进口

贸易自由化的隐性成本对制造业员工健康的影响， 其为本文从全局视角就进口贸易

自由化对中国居民健康影响的研究提供了直接证据， 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但由于该

文献实证研究所用数据仅涉及中国少数省份样本而在全国整体代表性上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 因此， 其研究结论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经验检验。
鉴于贸易对健康的影响属于崭新的交叉学科研究， 涉及领域较为广泛， 与本文

直接相关的理论主要有健康需求理论与异质个体贸易理论。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１９７２ ） ［１２］

认为健康作为一种投资品， 其成本与收益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 并构建了包含收入

水平、 教育程度、 生活习惯以及医疗服务等影响因素在内的健康需求函数。 该理论

指出健康资本存量会随年龄等健康折旧率的增加而降低， 因此提高健康资本存量的

有效途径就是不断地通过上述因素增加对健康的投资。 同时， 国际贸易学领域的理

论与经验研究表明， 国际贸易对一国劳动力市场具有深远的影响， 其最早可追溯至

要素禀赋理论与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的提出。
近年来， 随着基于企业异质贸易理论框架建立的异质个体贸易理论的兴起， 贸

易自由化对中国居民的个人福利效应也开始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 孙楚仁 （２０１９） ［１３］

通过构建异质个体贸易一般均衡模型， 在理论上探究了贸易自由化对个体福利的影

响。 该研究认为贸易自由化将导致劳动者个体成为企业家的临界技能水平的上升， 从

而促进劳动力市场平均技能水平的提高与技能种类的增加， 进而实现劳动要素的优化

配置与总产出的增加， 最终提高了居民的福利水平。 施炳展和张夏 （２０１７） ［１４］通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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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研究发现进口关税的削减提高了所有居民家庭的福利水平， 而其对低收入居民家庭

的影响更为显著。 进口贸易自由化提高中国居民健康水平的一个重要原因为： 进口贸

易自由化通过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使得政府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 从而使其为本国

居民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并增加社会对居民健康资本的投入， 从而及时

预防与治疗各类疾病， 进而改善居民的健康水平。 基于以上论述， 本文提出以下

假说。
假说 １： 进口贸易自由化能够提升中国居民的健康水平。
相关研究表明健康与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 即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人相

比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 其预期寿命较长且健康问题更少 （Ｃｕｒｒｉ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 ［１５］。
这种由于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所引发的健康状况的异质性被称为健康梯度 （Ｂｈａｔｔａ⁃
ｃｈａｒｙ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１６］。 根据健康需求理论， 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体能够更加有效率地

获得健康的人力资本， 其自身的健康边际投资效应更大。 较高的健康边际投资效应有

助于降低健康的影子价格， 从而引发健康资本存量与流量的增加， 最终有利于提高居

民的健康水平。 同时， 由于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更加懂得如何利用医疗市场与服务来

提升自身健康状况， 因此其在相同的条件下能够获得较高的健康人力资本存量 （Ｒｏｓｓ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５） ［１７］。 Ｓｔｅｖｅｎｓ 等 （２０１３） 认为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 人们受教育机会的

增加能够提高一国贸易自由化对居民健康水平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施炳展和张夏

（２０１７）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中国进口关税的削减对受教育程度较高劳动力的工资提

升作用更为明显。 关于进口贸易自由化对居民健康水平因其受教育程度不同而具有差

异化影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方面，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一般会具有较高的

教育回报率， 较高的收入水平为其自身的健康投入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另一方

面，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一般具有较好的健康意识， 较高的健康认知能力又会进一

步提升自身健康投入的效率。 基于以上论述，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２： 进口贸易自由化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因其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具有

异质性。
那么， 进口贸易自由化究竟会如何影响中国居民的健康水平呢？ 本文认为进口

贸易自由化在理论层面上至少可以通过收入效应与环境效应两个传导机制对居民健

康产生影响。
关于收入对居民健康的影响， 大多数研究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线性增长关系

（Ｃｈｏｋｓｈｉ， ２０１８） ［１８］。 进口关税的削减能进一步提升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施炳展和

张夏， ２０１７）， 而收入因素在贸易对健康的促进机制中所发挥的作用最大 （Ｂｌｏｕｉ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１９］。 进口贸易自由化通过增加居民收入进而改善其健康状况的原因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贸易开放所产生的收入增长效应为居民的食物营养

状况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Ｍｅ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 ［２０］。 二是

贸易开放所产生的收入增长效应可以帮助居民实现闲暇对于劳动的替代， 从而减少

自身从事劳动的工作时间。 根据健康需求理论， 居民劳动供给的减少， 一方面能够

通过增加个人的休闲、 锻炼和家庭投入时间， 从而改善睡眠质量和促进健康饮食， 进

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肥胖和其他相关疾病的发生； 另一方面也可以缓解自身的工作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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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减少高强度工作所引发的身心健康问题 （Ｒｕｈｍ， ２００３） ［２１］。 三是贸易开放所产

生的收入增长效应能够帮助居民获取更多的卫生保健知识， 从而提高其健康安全意识

与规避健康风险的能力， 进而有利于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
环境污染是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 Ｃｒｏｐｐｅｒ （１９８１） ［２２］ 基于健康需求理论

将其引入健康需求函数， 从而构建了环境污染影响健康的分析框架。 一方面， 环境

污染会加快居民个体健康的折旧速度， 对其具有直接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 环境

污染会通过其他健康因素降低居民健康的边际投资效应， 对其具有间接的负面影响。
从贸易视角来看， 彭水军等 （２０１３） ［２３］研究发现贸易开放所引致的结构效应在总体上

有利于环境污染的改善而非恶化。 Ｔａｎａｋａ （２０１５） ［２４］基于中国样本数据采用双重差分

法探究了政府出台的环境法规对婴儿死亡率的影响。 该研究发现中国政府 １９９８ 年颁

布的 “双控区” 试点政策显著改善了相关区域内的空气质量， 进而降低了婴儿死亡

率。 根据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可知， 当一国处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阶段时， 环境

的污染程度将随经济增长而加剧； 而当该国经济发展水平达到某个临界点后， 其环

境污染状况会随经济增长而逐渐减缓， 进而环境质量得到改善。 随着中国政府对环

境污染的管控治理以及居民环保意识的日益加强， 进口贸易自由化可通过直接从国

外进口商品的方式有效地缓解同类污染行业在国内生产过程中对环境所造成的污染

程度， 进而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 基于以上论述，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３： 进口贸易自由化通过提高收入水平和降低环境污染从而提升中国居民的健

康水平。

图 １　 进口贸易自由化影响居民健康水平的传导机制

二、 计量模型、 变量与数据说明

（一） 计量模型

由于 ＣＧＳＳ 数据库中的居民自评健康为典型的定序变量， 因此其适用于定序回

归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本文基准计量模型设定为：

Ｉｎ
Ｐ Ｈｅａｌｔｈｉｐｔ ≤ ｊ ｜ Ｘ( )

Ｐ Ｈｅａｌｔｈｉｐｔ ＞ ｊ ｜ Ｘ(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α ｊ － β

１
Ｔａｒｉｆｆｐｔ ＋ Ｃβｃ ＋ δｐ ＋ γｔ ＋ εｉｐｔ( ) （１）

其中， 下标 ｉ、 ｐ、 ｔ 分别代表居民个体、 省份和年份； 被解释变量 Ｈｅａｌｔｈｉｐｔ代表

ｐ 省 ｉ 个体在 ｔ 年的自评健康程度； 核心解释变量 Ｔａｒｉｆｆｐｔ代表 ｐ 省在 ｔ 年的进口关税

税率， 其被用于表征进口贸易自由化的程度； Ｃ 是控制变量， 包括个体层面、 家庭

层面和省份层面影响居民自评健康的相关变量； δｐ 和 γｔ 分别代表省份固定效应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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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固定效应； εｉｐｔ 为随机误差项； β
１
代表进口贸易自由化对居民自评健康的影响， 即

本文所关注的系数。 根据假说 １， β
１
的估计值应当显著为负， 即进口贸易自由化会

使居民的自评健康程度增强。
（二） 变量设定

１． 被解释变量

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 健康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 随着近年来微观数据库和调

查问卷的发展， “自评健康” 由于能够表征个体健康的某种总体状态， 其已被国内

外众多学者视为用于测度健康状况较为理想的重要参考指标 （卢娟等， ２０１９） ［２５］。
但鉴于自评健康指标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个人主观因素， 为稳妥起见， 本文将采用主

客观健康指标相结合的方法来综合考察中国居民的健康状况。 为此， 本文在基准模

型中采用主观健康测度指标居民自评健康作为被解释变量， 而在接下来的稳健性检

验中将采用客观健康指标居民体质指数 （ＢＭＩ） 作为被解释变量。 基准模型中的居

民自评健康在 ＣＧＳＳ 中被划分为五个层次， 其分别为很不健康、 比较不健康、 一般

健康、 比较健康和很健康。 为便于计量分析， 本文对上述居民自评健康程度分别赋

值为 １、 ２、 ３、 ４、 ５， 即该数值越大则其所表征的居民健康状况越好。
２．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省份层面的加权平均进口关税税率， 其被用于表征进口贸

易自由化的程度。 各省加权平均进口关税税率的测度公式如下：

Ｔａｒｉｆｆｐｔ ＝ ∑
ｍ

ｉｍｐｏｒｔｐｍｔ
∑
ｍ
ｉｍｐｏｒｔｐｍｔ

Ｔ
ｍｔ

（２）

其中， ｉｍｐｏｒｔｐｍｔ代表 ｐ 省在 ｔ 年对 ｍ 产品的进口额 （数据来自中国海关进出口

统计数据库）， Ｔｍｔ为中国在 ｔ 年对 ｍ 产品 （ＨＳ６ 编码产品） 征收的进口关税税率

（数据来自ＷＩＴＳ 网站）。 因此， ｐ 省在 ｔ 年的进口关税税率即为 ｐ 省在 ｔ 年进口商品

的加权平均进口关税税率， 而每种商品的权重为考察期当年该种商品进口额占所在

省份总进口额的比重。 ｐ 省在 ｔ 年的加权平均进口关税税率越低， 其表征的进口贸

易自由化程度越高， 反之亦然。
３．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除进口贸易自由化之外可能会影响居民自评健康

的个体特征变量、 家庭特征变量和省份特征变量。 个体特征变量涉及性别、 年龄、
民族、 婚姻状况、 受教育程度、 户口类型以及生活幸福感； 家庭特征变量涉及家庭

年收入和家庭经济状况。 个体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所对应的数据均来自于

ＣＧＳＳ 数据库。 省份特征变量主要涉及经济因素和环境因素两个方面。 省份经济特

征变量包括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 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增加值、 第二产业增加

值、 省财政教育支出、 省财政医疗卫生支出、 省财政环保支出以及省基尼系数。 为

确保分析的准确性， 上述各省级行政单位前三项经济特征变量均调整成以 ２０１０ 年

为基期的实际产值。 此外， 省份环境特征变量为各省每年二氧化硫的排放量， 其被

用于表征环境的污染程度。 上述各省份特征变量数据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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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据说明

ＣＧＳＳ 数据库是我国最早开展的全国性、 综合性和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 截止

到 ２０１７ 年底， ＣＧＳＳ 项目分别于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和 ２０１５ 年进行了两期共 １０ 次调查。 其中， 在第二期的调查阶段均涉

及受访者自评健康程度的询问， 即 “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 并分别

对应有五个答案选项 （１－很不健康、 ２－比较不健康、 ３－般、 ４－比较健康、 ５－很健

康） 供受访者选择。 同时， 受访者也可以选择回答 “不知道” 或者干脆拒绝回答

（上述两种情形在本文数据处理过程中均被视为缺失值来处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

ＣＧＳＳ 数据库共计有 ５１ ５７４ 个居民观测样本， 剔除上述问题回答为缺失值以及不能

确定户口所在省份的情况， 本文最终实际得到 ４５ ７５１ 条有效样本， 样本总损失率

为 １１ ２９％。 本研究所涉及的 ＣＧＳＳ 数据库指标主要包括居民自评健康、 性别、 年

龄、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民族、 户口类型、 生活幸福感、 家庭年收入以及家庭

经济地位等变量①。 本文所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１。

表 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察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居民自评健康 ４５ ７５１ ３ ４９８ １ １３３ １ ５

居民体质指数 （ＢＭＩ） ４５ ６４８ ２２ ５２５ ３ ４５９ ７ ８０８ ６６ ７９７
是否肥胖 ４５ ６４８ ０ ３０４ ０ ４６０ ０ １

性别 ４５ ７５１ ０ ４９０ ０ ５００ ０ １
年龄 ４５ ７４９ ４９ ６０１ １６ ０６８ １７ １０２

受教育程度 ４５ ７１１ １ ７５９ ０ ６８４ １ ３
生活幸福感 ４５ ６３６ ０ ７５０ ０ ４３３ ０ １
户口类型 ４５ ７２６ ０ ４１７ ０ ４９３ ０ １
是否汉族 ４５ ６９３ ０ ９１７ ０ ２７５ ０ １

婚否 ４５ ７２５ ０ ７９９ ０ ４０１ ０ １
家庭年收入对数 ４０ ７０２ １０ １５９ １ ４４９ ０ １６ １１８
家庭经济状况 ４５ ５９３ ０ ０７９ ０ ２７０ ０ １

省进口关税税率 １４２ ０ ０３７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６ ０ １１５
省实际生产总值的对数 １４２ ９ ４６３ ０ ８７７ ６ ２４０ １１ ０７１

省实际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对数 １４２ ６ ８７４ １ ０５２ ４ １７１ ８ ２９１
省实际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对数 １４２ ８ ７０２ ０ ９５１ ５ ０４３ １０ ３８７

省财政教育支出的对数 １４２ ６ ２７６ ０ ６４５ ４ １０８ ７ ６２１
省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对数 １４２ ５ ３８９ ０ ６４１ ３ ４６７ ６ ８２３

省财政环保支出的对数 １４２ ４ ５１７ ０ ５５６ ２ ４６６ ５ ７７６
省基尼系数的对数 １４２ －０ ７５７ ０ ０８８ －０ ９９７ －０ ４９１

省二氧化硫排放量 （百万吨 ／ 年） １４２ ０ ７０４ ０ ４００ ０ ００４ １ ８２７

三、 实证结果

（一）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首先在基准模型中采用逐步回归法分析进口贸易自由化对于中国居民健康

水平的影响。 具体而言， 表 ２ 第 （１） 列为仅控制省份与年份固定效应而不添加

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 而第 （２） — （４） 列则分别为在第 （１） 列的基础上逐步

７５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 年第 ９ 期 经贸论坛

①限于篇幅， 上述变量在 ＣＧＳＳ 中所对应的调查问卷问题、 原始答案选项以及数据处理情况备索。



添加个体特征变量、 家庭特征变量以及省份特征变量的情形。 在上述任一情形下，
基准回归的核心自变量省进口关税税率的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不为零且符号

为负， 说明进口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中国居民的健康水平， 即在其他条件均保持

不变的情况下， 进口关税税率越低， 居民的自评健康等级越高， 从而验证了前文的

假说 １。 此外， 相关控制变量对居民自评健康水平影响系数的显著性及方向基本上

也符合本文的预期， 具体分析结果见表 ２ 第 （４） 列。

表 ２　 进口贸易自由化对居民自评健康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自评健康 自评健康 自评健康 自评健康

省进口关税税率
－７ ７０２∗∗∗ －７ ７４１∗∗∗ －８ １４９∗∗∗ －５ ５３０∗∗∗

（１ ７７１） （１ ８１５） （１ ８９９） （２ ０６５）

男性
０ ３２１∗∗∗ ０ ３３８∗∗∗ ０ ３３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９）

年龄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中学
０ ２９３∗∗∗ ０ ２１６∗∗∗ ０ ２１６∗∗∗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４）

大专及以上
０ ３８３∗∗∗ ０ ２１８∗∗∗ ０ ２２０∗∗∗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７）

城市户籍
０ ０９５∗∗∗ ０ ０５１∗∗ ０ ０５０∗∗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４）

汉族
－０ １１２∗∗∗ －０ １０５∗∗ －０ １０３∗∗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３）

已婚
－０ ０１１ －０ ０８０∗∗∗ －０ ０８１∗∗∗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５）

生活幸福感 （幸福）
０ ８２０∗∗∗ ０ ７７９∗∗∗ ０ ７８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家庭年收入的对数
０ １３０∗∗∗ ０ １３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家庭经济状况 （高于平均水平）
０ ３４９∗∗∗ ０ ３４８∗∗∗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５）

省实际生产总值的对数
３ ２１５∗∗

（１ ５７９）

省实际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对数
０ ９７２∗

（０ ５１４）

省实际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对数
－２ ０８５∗∗

（０ ９４６）

省财政教育支出的对数
０ ０２９

（０ １９０）

省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对数
０ ４３６∗

（０ ２２３）

省财政环保支出的对数
０ ２５４∗∗∗

（０ ０９０）

省基尼系数的对数
－０ ６１４∗

（０ ３４７）

省二氧化硫排放量 （百万吨 ／ 年）
－０ ６０７∗∗∗

（０ １６９）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４５ ７５１ ４５ ４８７ ４０ ３６８ ４０ ３６８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２６ ０ ０９７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１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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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稳健性检验结果

１ 关于客观健康指标的检验

尽管自评健康是测度居民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 但由于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而

无法完全准确地刻画居民的健康水平。 为此， 本文通过使用 ＣＧＳＳ 数据库中居民体

重 （千克） 变量除以身高 （米） 变量平方的方法来构造体质指数 （ＢＭＩ）， 从而在

一定程度上有效弥补了自评健康对于居民健康水平测度存在的不足。 作为引发自然

人死亡的重大诱因， 肥胖会导致个体患有包括高血压、 糖尿病、 冠心病、 呼吸道疾

病甚至癌症在内的一系列相关疾病。 因此， 本文按照 《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

防控制指南》 所规定的标准构建肥胖的二值变量， 即当 ＢＭＩ ≥ ２４ 时视为肥胖且赋

值为 １， 相反则赋值为 ０。
此处， 本文采用客观健康指标体质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 进一步分析进口贸易

自由化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 具体分析结果见表 ３。 其中， 第 （１）、 （２） 列为采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 第 （３）、 （４） 列则为采用 Ｌｏｇｉｔ 的回归结果。 如表 ３
所示， 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 省进口关税税率对居民体质指数的影响系数均

显著为正。 上述回归结果意味着居民体质指数将随进口贸易自由化而同步下降， 从

而减小其罹患因肥胖所引发相关疾病的概率， 进而提高自身的健康水平。 上述分析

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进口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提高居民健康水平结论的稳健性。

表 ３　 进口贸易自由化对居民客观健康指标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体质指数 体质指数 是否肥胖 是否肥胖

省进口关税税率
２３ ６２０∗∗ ３２ ３２４∗∗ ２６ ０６５∗∗ ２３ ９１３∗

（１１ ９０９） （１２ ７７９） （１１ ３４２） （１２ ９７５）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４５ ６４８ ４０ ３２３ ４５ ６４８ ４０ ３２３
Ｒ２ 或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４５ ０ ０７４ ０ ０２５ ０ ０４０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水平下显著。

２ 排除进口产品结构的影响

本文在基准回归结果中所涉及的进口关税税率， 其具体是采用考察期间各省份

当年每种商品进口额占省份总进口额的比重作为权重的加权平均进口关税税率。 这

样的测算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反映出关税进口结构变化的特征。 但与此同

时， 进口贸易自由化对居民自评健康水平的影响也可能仅局限于在特定的进口产品

结构下才会发挥相应的作用。 因此， 为进一步提高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将

基于不同的进口产品结构， 即不同的产品权重来重新测算省份加权平均进口关税税

率， 从而排除因不同进口产品结构对居民健康水平所造成的影响偏误， 具体分析结

果如表 ４ 所示。 其中， 第 （１）、 （２） 列为使用考察期末年每种商品进口额占省份

总进口额的比重作为计算省份加权平均进口关税税率的权重； 第 （３）、 （４） 列为

使用考察期间每种商品进口额占省份总进口额的平均比重作为计算省份加权平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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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关税税率的权重。 由表 ４ 可知， 各列的省进口关税税率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而其他

控制变量的显著性及方向也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 因此， 在排除进口产品结构的

影响之后， 本文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 ４　 进口贸易自由化对居民自评健康的影响 （不同进口结构）

变量
（１） （２） （３） （４）

自评健康 自评健康 自评健康 自评健康

省进口关税税率
－２４ ５８１∗∗∗ －２４ １４０∗∗∗ －２０ ８２７∗∗∗ －１７ ５３５∗∗

（６ ６４５） （７ ３７７） （６ ６５４） （７ ５６４）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４５ ７５１ ４０ ３６８ ４５ ７５１ ４０ ３６８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２６ ０ １０１ ０ ０２６ ０ １００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５％、 １％水平下显著。

３ 剔除个体迁徙的影响

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伴随着巨大的人口流动， 即人口主要是从农村流向城市、
从中西部流向东部沿海地区。 若受访者在考察期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存在上述迁徙行

为， 一方面， 其自评健康水平受到进口贸易自由化的影响程度很难被确定； 另一方

面， 其在考察期间的自评健康水平很有可能是由于迁徙行为所导致的结果。 上述两

方面的影响均有可能造成基准回归结果的偏误， 为进一步排除个体迁徙行为的影

响， 本文按照以下方法将总体样本加以重新划分： 第一， 剔除了包括 ２０１０ 年及之

后年份将户口迁移至本地的样本和不能确定户口迁移时间的样本， 并对剩余样本加

以估计 （剩余样本为 ４５ ３６０ 个， 其占删除前样本总数的 ９９ １５％）； 第二， 删除在

２０１０ 年及之后年份中才开始在本地居住的样本和不能确定何年开始在本地居住的

样本， 并对剩余样本进行估计 （剩余样本为 ２９ ６０９ 个， 占删除前样本总数的

６４ ７２％）。 上述估计结果如表 ５ 所示， 其中第 （１）、 （２） 列为剔除 ２０１０ 年及之后

户口迁移至本地的样本， 而第 （３）、 （４） 列为剔除 ２０１０ 年及之后才到本地居住的

样本。 由表 ５ 可知， 各列的省进口关税税率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而其他控制变量的显

著性及方向也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 因此， 在剔除个体迁徙的影响后， 本文的回

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 ５　 进口贸易自由化对居民自评健康的影响 （剔除个体迁徙后的样本）

变量
（１） （２） （３） （４）

自评健康 自评健康 自评健康 自评健康

省进口关税税率
－７ ８１４∗∗∗ －５ ３８２∗∗∗ －１０ ６０１∗∗∗ －１２ １８２∗∗∗

（１ ７８４） （２ ０８２） （２ ２７２） （２ ７２９）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４５ ３６０ ４０ ０３１ ２９ ６０９ ２６ １１０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２６ ０ １００ ０ ０２３ ０ ０９７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表示在 １％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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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采用 ＯＬＳ 回归方法

Ｆｅｒｒｅｒ－ｉ－Ｃａｒｂｏｎｅｌｌ 和 Ｆｒｉｊｔｅｒｓ （２００４） ［２６］ 的研究表明， 线性模型 ＯＬＳ 的估计结

果与定序回归模型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 （ＭＬ） 的估计结果没有显著差异。 因此，
为进一步验证前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将被解释变量居民自评健康视为连

续型数值变量， 即用 １、 ２、 ３、 ４、 ５ 分别表征居民自评健康中的 “很不健康、 比较

不健康、 一般、 比较健康、 很健康” 所对应的不同水平并对其进行 ＯＬＳ 回归估计，
分析结果见表 ６。 表 ６ 第 （１） 列为仅控制固定效应而不添加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
而第 （２） — （４） 列则分别为在第 （１） 列的基础上逐步添加个体特征变量、 家庭

特征变量以及省份特征变量的情形。 由表 ６ 可知， 各列的省进口关税税率的系数均

显著为负而其他控制变量的显著性及方向也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 因此， 在采用

ＯＬＳ 方法后， 本文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 ６　 进口贸易自由化对居民自评健康的影响 （ＯＬＳ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５）

自评健康 自评健康 自评健康 自评健康

省进口关税税率
－４ ９２４∗∗∗ －４ １７２∗∗∗ －４ ３５２∗∗∗ －２ ９１４∗∗∗

（１ ０７４） （０ ９６９） （１ ０１０） （１ ０９３）

个体特征变量 否 是 是 是

家庭特征变量 否 否 是 是

省份特征变量 否 否 否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４５ ７５１ ４５ ４８７ ４０ ３６８ ４０ ３６８

Ｒ２ ０ ０７７ ０ ２５４ ０ ２６１ ０ ２６１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表示在 １％水平下显著。

５ 考虑进口贸易自由化对居民自评健康的动态影响

本文研究所用样本数据的考察期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 尽管其时间跨度较小， 但

仍需进一步考察在上述年份内， 各省进口关税税率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是否存在

时间维度上的动态效应。 为确保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在分别对个体特征变量、
家庭特征变量、 省份特征变量、 省份固定效应和省份时间效应均加以控制的基础

上， 将年份与省进口关税税率的交互项也置于基准回归模型中加以估计， 分析结果

见表 ７。 由表 ７ 中第 （５） 列可知， 省进口关税税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不为零且符

号为负， 而省进口关税税率与年份的交互项也在不同程度上显著。 进一步分析可

知， 省进口关税税率对居民健康水平的促进作用在总体上呈现逐年衰减的趋势。
本文对此的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为： 当居民的健康水平达到一定峰值后， 其将处

于某种稳定状态而上升的空间会相应逐年减小。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 在考虑时间

动态影响的情况下， 进口贸易自由化对居民健康水平具有促进作用的估计结果是

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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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进口贸易自由化对居民自评健康不同年份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５）

自评健康 自评健康 自评健康 自评健康

省进口关税税率
－１２ ３０９∗∗∗ －１３ ０４９∗∗∗ －１２ ６９３∗∗∗ －８ ４１１∗∗∗

（２ ３０７） （２ ３５６） （２ ４７２） （２ ５７９）

２０１１ 年×省进口关税税率
－１ ６００ －１ １９１ －１ ９９５ －３ １５７∗∗

（１ ３７８） （１ ４３１） （１ ５３１） （１ ５１３）

２０１２ 年×省进口关税税率
４ ４７５∗∗∗ ５ １８７∗∗∗ ４ ９８８∗∗∗ ４ １４２∗∗∗

（１ ２４４） （１ ２３６） （１ ３２８） （１ ３８８）

２０１３ 年×省进口关税税率
３ ５５７∗∗∗ ３ ６４３∗∗∗ ３ ２４８∗∗ ２ ６４５∗

（１ １８９） （１ １９１） （１ ２８３） （１ ４０３）

２０１５ 年×省进口关税税率
２ ８１９∗∗ ３ ３５０∗∗ ２ ３０１ ５ １５４∗∗∗

（１ ２９７） （１ ３１６） （１ ４００） （１ ５９１）
个体特征变量 否 是 是 是
家庭特征变量 否 否 是 是
省份特征变量 否 否 否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４５ ７５１ ４５ ４８７ ４０ ３６８ ４０ ３６８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２７ ０ ０９８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１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下显著。

６ 处理 ＷＩＴＳ 关税数据的缺陷

本文在计算各省加权平均进口关税税率的过程中所用到的中国对每种 ＨＳ６ 位

编码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数据均来自于 ＷＩＴＳ 网站。 由于 ＷＩＴＳ 网站中缺失 ２０１２ 年

和 ２０１３ 年的中国对每种 ＨＳ６ 位编码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数据， 因此在数据处理过

程中， 本文将 ２０１１ 年的中国对每种 ＨＳ６ 位编码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分别沿用至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 即视为中国在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无进口关税税率的调整。 因此，
为进一步确保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通过采用剔除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中任意两年的

样本数据 （即仅保留其中一年数据） 的方法， 对余下的样本数据加以检验， 具体

分析结果如表 ８ 所示。 具体而言， 第 （１）、 （２） 两列为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 三年样

本的回归结果； 第 （３）、 （４） 列是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三年样本的回归结果； 第

（５）、 （６） 列为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三年样本的回归结果。 由表 ８ 可知， 各列的省

进口关税税率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而其他控制变量的显著性及方向也与基准回归结果

相一致。 因此， 在处理 ＷＩＴＳ 关税数据的缺陷之后， 本文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 ８　 进口贸易自由化对居民自评健康的影响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中任意剔除两年）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自评健康 自评健康 自评健康 自评健康 自评健康 自评健康

省进口关税税率
－１３ ０３７∗∗∗ －７ ４０３∗∗∗ －３３ ６９５∗∗∗ －２９ ７７０∗∗∗ －２３ ８４５∗∗∗ －１８ ３０７∗∗

（３ １０４） （２ ８１９） （１０ ７２２） （８ ７２７） （７ ９７６） （８ ７４６）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１６ １２３ ２２ ３０７ １７ ７８０ ２７ １９７ ２５ ５１６ ２６ ６７４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３０ ０ １０３ ０ ０１４ ０ ０９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９２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５％、 １％水平下显著。

２６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 年第 ９ 期



（三） 关于内生性问题的讨论

内生性问题始终是经济计量实证研究中所要面临的一个挑战。 为此， 本文采用

工具变量法来进一步解决核心自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具体而言， 本文借鉴

王玉泽等 （２０２０） ［２７］选取历史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的方法来加以处理。 由于本文研究

所用数据的样本期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 而 ＣＧＳＳ 数据库所对应的最早调查年份始于

２００３ 年， 因此本文选取 ２００３ 年省级层面的加权平均进口关税这一历史变量作为工

具变量进行回归估计。 采用历史变量作为有效工具变量的原因主要在于： 一方面，
作为我国对外贸易政策中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本文研究样本期内的进口关税水平

是历史进口关税水平的继承和延续， 二者之间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天然联系， 因此其

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假设条件； 另一方面， 历史关税与误差项中可能存在的影响

本研究样本期内居民健康水平的营养状况、 饮食偏好和生活习惯等遗漏变量并不相

关。 历史关税除了通过影响当前省级层面的进口加权关税水平之外， 其与居民目前

的健康水平之间并不存在其他明显的作用机制。 与此同时， 由于历史关税只能单方

向地影响本文研究样本期内的居民健康状况而后者却无法影响前者， 因此， 采用历

史关税作为工具变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消弭本文研究中因变量与核心自变量由于双

向因果关系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因此其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说条件。
如前文所述， 由于本文的因变量———居民自评健康在基准回归和稳健性检验中

分别被视为有序变量与连续变量， 因此在内生性问题处理过程中相应地基于扩展回

归模型 （ＥＲＭ）① 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进行估计， 回归结果分别见表 ９
的第 （３） 列与第 （１） 列。 在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弱工具变量的检验中，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 的 Ｆ 统计量大于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中 １０％偏误的临界值， 从而拒绝原

假设， 表明本文所选取的历史关税变量并非弱工具变量。 另外， 由于本文只使用了

一个工具变量， 因此在内生性问题处理过程中并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 通过表 ９ 第

（１） 列、 第 （３） 列分别与第 （２） 列的 ＯＬＳ 回归结果、 第 （４） 列的有序回归结果

进行对比后发现， 在采用工具变量进行估计后， 省进口关税税率对居民自评健康的影

响系数尽管绝对数值有所减小但始终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其意味着在解决了内

生性问题后， 进口贸易自由化对居民的自评健康水平仍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 ９　 内生性问题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自评健康 自评健康 自评健康 自评健康

省进口关税税率
－１ ０２８∗∗∗ －２ ９１４∗∗∗ －１ ００７∗∗∗ －５ ５３０∗∗∗

（０ ３８０） （１ ０９３） （０ ３７４） （２ ０６５）

工具变量
０ ６３３∗∗∗

— ０ ６８１∗∗∗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Ｎ ４０ ３６８ ４０ ３６８ ４０ ３６８ ４０ ３６８
Ｒ２或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２０８ ０ ２６１ — ０ １０１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表示在 １％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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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异质性分析： 进口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受教育程度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 进口贸易自由化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居民

中具有异质性。 本文将居民受教育程度具体划分为小学及以下、 中学与大专及以上

三种情形， 对上述假说加以检验， 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１０。

表 １０　 进口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受教育程度居民自评健康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自评健康 自评健康 自评健康

进口关税税率
－５ ９０８∗∗∗ －６ ５１５∗∗∗ －３ ８３３∗

（１ ８８８） （１ ９７９） （２ １３９）

中学×进口关税税率
－３ ０５９∗∗∗ －２ ７４１∗∗∗ －２ ８３７∗∗∗

（０ ８９３） （０ ９３５） （０ ９３８）

大专及以上×进口关税税率
－３ ７３５∗∗∗ －３ ００７∗∗ －３ ０８１∗∗

（１ １５４） （１ ２３７） （１ ２３９）

中学
０ ４０２∗∗∗ ０ ３１５∗∗∗ ０ ３１９∗∗∗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２）

大专及以上
０ ５２３∗∗∗ ０ ３３０∗∗∗ ０ ３３５∗∗∗

（０ ０５７） （０ ０６２） （０ ０６２）
个体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家庭特征变量 否 是 是

省份特征变量 否 否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Ｎ ４５ ４８７ ４０ ３６８ ４０ ３６８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９８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１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下显著。

表 １０ 各列显示， 进口关税税率的单独项以及居民受教育程度与进口关税税率

之交乘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表明进口贸易自由化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在不同受

教育程度的居民中具有显著的异质性。 在进一步的分析中， 相比具有中学与小学及

以下教育程度的居民而言， 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分类变量与进口关税税率之

交乘项系数的绝对值最大。 与此同时， 相比具有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居民而言

（参照组）， 受教育程度为中学的分类变量与进口关税税率之交乘项系数的绝对值

也较大， 说明进口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居民健康水平的促进作用会随其受教育程度的

提高而呈现梯度上升的特征， 即在进口贸易自由化对居民健康水平产生促进作用的

过程中， 具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居民最为受益， 中学受教育程度的居民次之，
而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居民受益程度最小 （见图 ２）。 与此同时， 回归结果表

明， 表 １０ 各列中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和教育程度为中学的单独分类项系数均显

著为正并且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单独项的系数绝对值最大， 说明在同等的条件下，
具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居民的自评健康水平相比其他教育程度居民的自评健康水

平也较高。 因此， 在上述两项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进口贸易自由化对具有大专及以

上教育程度居民自评健康水平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 综上所述， 进口贸易自由化对

居民健康水平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受教育程度居民中具有异质性的结论是稳健的， 进

而验证了之前的假说 ２。

４６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 年第 ９ 期



图 ２　 进口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受教育程度居民健康水平影响的异质性

四、 机制检验

在前文假说 ３ 中， 本文认为进口贸易自由化之所以能够提升居民的健康水平是

源于其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水平和减少环境污染程度。 为此， 本文将通过中介效应

模型来检验该假说。 本文分别选取 ＣＧＳＳ 项目中的 “您家去年家庭总收入” 的对数

表征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各省份二氧化硫的排放量表征环境污染程度， 并分别将其作

为机制检验的中介变量。 具体而言， 本文采用分步回归检验法进行中介分析， 其检

验模型设定如下：
Ｈｅａｌｔｈｉｐｔ ＝ β３ ＋ β

４
Ｔａｒｉｆｆｐｔ ＋ Ｃβ１ｃ ＋ δ１ｐ ＋ γ１ｔ ＋ ε１ｉｐｔ （３）

Ｍｅｄｉａｉｐｔ ＝ β５ ＋ β６Ｔａｒｉｆｆｐｔ ＋ Ｃβ２ｃ ＋ δ２ｐ ＋ γ２ｔ ＋ ε２ｉｐｔ （４）

Ｈｅａｌｔｈｉｐｔ ＝ β７ ＋ β８Ｔａｒｉｆｆｐｔ ＋ β９Ｍｅｄｉａｉｐｔ ＋ Ｃβ３ｃ ＋ δ３ｐ ＋ γ３ｔ ＋ ε３ｉｐｔ （５）

其中， Ｍｅｄｉａｉｐｔ 分别代表居民 ｉ 在 ｐ 省第 ｔ 年所在家庭年收入的对数和所在省份

的二氧化硫 （ＳＯ２） 排放量， 式 （３）、 （４）、 （５） 中的其他变量与式 （１） 中所对

应形式变量的含义相同。 依据 Ｂ－Ｋ 中介分析三步回归检验法的相应步骤， 本文检

验进口贸易自由化对居民健康水平影响的传导机制过程如下： 首先， 本文检验 β
４
是

否显著， 用于确保进口贸易自由化确实能够对居民的健康水平产生显著的影响； 其

次， 在保证 β
４
显著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检验 β６ 和 β９ 的显著性； 最后， 检验 β８ 的显著

性。 若 β８ 不显著， 则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即进口贸易自由化完全通过相应的中

介变量影响居民的健康水平。 若 β８ 显著， 则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即进口贸易自

由化会部分地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居民的健康水平， 具体机制检验结果见表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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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１　 进口贸易自由化对居民自评健康的影响机制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自评健康
家庭年收入

对数
自评健康 自评健康

省 ＳＯ２

排放量
自评健康

省进口关税税率
－６ ２４１∗∗∗ －５ ０９３∗∗∗ －５ ５３０∗∗∗ －６ ６７４∗∗∗ １ ９１６∗∗∗ －５ ５３０∗∗∗

（１ ９６７） （１ ４７５） （２ ０６５） （２ ０４４） （０ ０５６） （２ ０６５）

家庭年收入对数
０ １３０∗∗∗

（０ ００９）

省 ＳＯ２排放量
－０ ６０７∗∗∗

（０ １６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４０ ３６８ ４０ ３６８ ４０ ３６８ ４０ ３６８ ４０ ３６８ ４０ ３６８

Ｒ２或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９８ ０ ２６９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９８０ ０ １０１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表示在 １％水平下显著。

首先， 本文考察居民家庭年收入的对数作为中介变量的情况。 如表 １１ 第

（１） — （３） 列所示， β
４
与 β８ 显著为负且后者的绝对值小于前者的绝对值， 同时 β６

和 β９ 的乘积与 β８ 的符号一致， 意味着进口贸易自由化会部分地通过提高居民家庭

年收入进而提升居民的健康水平。 同理， 本文继续分析省二氧化硫排放物作为中介

变量的情况， 如表 １１ 第 （４） — （６） 列所示， β
４
与 β８ 显著为负且后者的绝对值小

于前者的绝对值， 同时 β６ 和 β９ 的乘积与 β８ 的符号一致， 意味着进口贸易自由化会

部分地通过降低环境污染程度从而提升居民的健康水平。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 本文采用在 Ｓｏｂｅｌ 检验基础上经改进后的 ＫＨＢ 方法 （Ｋａｒｌ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２８］， 进一步检验上述各中介变量效应的显著性， 分析结果见表 １２。 由表

１２ 第 （４）、 （５） 列可知， 总间接效应系数与各中介变量的间接效应系数分别在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 意味着在居民家庭年收入的对数与省二氧化硫排放量同

时作为中介变量时所产生的中介效应均通过了 Ｓｏｂｅｌ 检验。 由表 １２ 第 （６） 列进一

步分析可知， 上述中介变量分别解释了进口关税税率 ８ ４７％和 １５ ８９％的影响。 综

上所述， 本文通过使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之前的假说 ３。

表 １２　 各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中介变量 总效应 直接效应 总间接效应 各中介变量的间接效应 中介效应 （％）

家庭年收入对数 －７ ３１１∗∗∗ －５ ５３０∗∗∗ －１ ７８１∗∗

（２ ０４４） （２ ０６５） （０ ８２３）

－０ ６１９∗∗∗

（０ １９４）
８ ４７％

省 ＳＯ２排放量
－１ １６２∗∗∗

（０ ３２６） 　
１５ ８９％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５％、 １％水平下显著。

６６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 年第 ９ 期



五、 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 ＣＧＳＳ 数据库考察了进口贸易自由化对于中国居民健

康水平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进口贸易自由化提高了中国居民的健康水平且该影响

会随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呈梯度上升的特征。 本文在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中发

现， 进口贸易自由化能够通过收入效应和环境效应两个传导机制影响并提高了中国

居民的健康水平。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进口贸易自由化对于提高中国居民的健康

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为今后更加深入地开展贸易与健康相关课题

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在新发展格局下， 为进一步充分发挥进口贸易自由化对

于提高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作用， 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 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力度， 积极扩大进口， 激发居民对进口产品的需求

潜力。 在当前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 在严格规范进口商品检验检疫措施的前

提下， 应积极利用进口贸易增加国内疫情防控物资、 生活必需品、 部分食品的国内

供应以及战略储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 应在继续巩固与传统

贸易国家进口市场规模的基础上， 积极开拓其他国家尤其是 “一带一路” 沿线国

家的进口市场渠道， 从而优化进口贸易市场结构，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健康生活需要。 同时， 应积极参与全球健康治理， 深化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在卫生健康领域的合作， 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第二， 进一步全面贯彻落实 “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的战略任务， 把保障

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深入贯彻实施健康中国行动。 同时， 应不断提

高卫生健康供给和服务水平， 加快形成有利于居民健康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方

式， 实现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 全方位干预影响居民健康水平的相关因素， 聚焦不

同受教育程度居民， 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知识普及宣传教育活动， 提高居民自我健

康管理能力和健康素养水平， 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营造和优化绿色

安全的健康环境， 切实解决影响居民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 加强对与居民健康密切

相关的饮用水、 空气与土壤等环境指标的监测与评价， 不断提升保障居民公共安全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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