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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不断签署和离岸服务外包发展的重要性， 本文

从理论上探讨了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及其承诺深度对离岸服务外包的影响机制。 在实

证上， 本文选取中国签署的九个自贸区作为处理组， 采用合成控制法并结合引力模

型进行实证评估。 本研究认为，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主要通过降低服务贸易壁垒、 契

约环境不完全性以及服务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进而促进离岸服务外包承接， 其承诺

深度越大， 则促进效应越明显。 实证结果表明：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使得中国的离岸

服务外包承接额平均增加了 １２ ６７ 千万美元， 增长率为 １９ ２２％， 且不同自贸区的

承接效应存在异质性；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每增加一个部门的开放， 会使中国离岸服

务外包承接额至少提升 ９ ７７％。 此外， 本文采用敏感性分析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

差分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验证了合成控制结果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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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当前，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掀起的逆全球化思潮， 以及 ＷＴＯ 多边贸易体

制发展的停滞， 使得以区域贸易协定为主导的区域贸易网络正在成为新一轮推动全

球化的主导性力量。 为应对全球新一轮经贸规则的变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

出， 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改革， 加快多边、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据中国商务部

统计， 中国已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有 １９个， 除了亚太优惠贸易协定外， 其他 １８ 个

自由贸易协定均包含服务贸易议题， 共涉及到全球 ２５ 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 ２０２０
年 １１月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 涵盖了东盟 １０ 国、 日本、 韩

国等与中国贸易往来比较密切的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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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区域服务贸易协定 （ＲＳＴＡ） 的不断签署， 中国在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方面

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据商务部统计， 中国承接的离岸服务外包实际执行金额呈现连

年递增的态势， 已从 ２００６年的 １３ ５亿美元提升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０５７ ８ 亿美元， 增长

了近 ７８倍。 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市场也在逐步扩大， 从美国、 欧盟、 日本等传统市

场逐步拓展至东南亚、 大洋洲、 中东、 拉美和非洲等地区， 并覆盖到全球 ２００ 多个

经济体。 其中， 中国承接来自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缔约经济体的实际执行金额也获得

了较快增长， 从 ２０１４年的 ３０２亿美元增长到 ２０１９年的 ６２６亿美元， 占中国总承接

额的比重从 ３８％提高至 ４１％。 随着数字经济驱动的服务全球化和创新全球化的深

入发展， 服务贸易在经济体开放型经济中的战略地位越来越显著， 已经成为竞争的

核心， 也是重塑未来全球贸易新版图的关键因素 （王晓红等， ２０２０） ［１］， 而离岸服

务外包作为新兴服务贸易出口的重要方式， 日渐成为中国优化产业结构、 发展数字

经济以及实现创新增长的重要引擎， 因此， 研究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中国离岸服务

外包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实证研究方面， 囿于服务贸易数据的可得性， 探讨区域贸易协定与服务贸易

关系的文献比较少， 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使用引力模型。 已有文献既有研究服务贸易

整体的， 也有专门聚焦于航空等交通运输部门的 （Ｗｉｎｓｔｏｎ ａｎｄ Ｙａｎ， ２０１５［２］； Ｌｅｅ
ａｎｄ Ｃｈｏ， ２０１７［３］）， 研究结论也存在一定分歧。 Ｇｒｕｎｆｅｌｄ 和 Ｍｏｘｎｅｓ （２００３） ［４］研究

发现区域贸易协定对成员的服务贸易流没有显著影响， 然而， Ｋｉｍｕｒａ 和 Ｌｅｅ
（２００６） ［５］、 Ｌｅｅ 和 Ｃｈｏ （２０１７） 得到了相反的结论， 即区域贸易协定有利于成员服

务贸易流的提升。 Ｇｕｉｌｌｉｎ （２０１３） ［６］和周念利 （２０１２） ［７］研究发现， 区域服务贸易

协定显著促进了双边服务贸易流， 而未包含服务协定的区域一体化对服务贸易流的

影响却不显著。 此外， 也有个别文献专门考察了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及其承诺条款深

度对服务贸易的影响 （ Ｍａｒｃｈｅｔｔｉ， ２００９［８］； 刘洪愧， ２０１６［９］； 林僖和鲍晓华，
２０１８［１０］； 杨继军和艾玮炜， ２０２１［１１］ ）， 并一致认为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促进了服务

贸易流或增加值。
考虑到中国缔结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样本比较少， 本文主要采用了适用于个案

研究的合成控制法来进行实证分析。 Ａｂａｄｉｅ 和 Ｇａｒｄｅａｚａｂａｌ （２００３） ［１２］首次提出了

合成控制法， 该方法通过数据驱动的程序来选择控制组， 提高了控制组选择的客观

性， 进而较好地模拟了处理组在 “反事实” 情况下的发展轨迹。 近几年来， 基于

Ａｂａｄｉｅ等 （２０１０） ［１３］的研究， 合成控制法在评估区域一体化、 自贸区建设和行政

区划等经济、 政治、 社会政策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 （ Ｂｉｌｌｍｅｉｅｒ ａｎｄ Ｎａｎｎｉｃｉｎ，
２０１３［１４］；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３［１５］； Ｃａｍｐｏ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１６］； Ｊａｍｅｓ， ２０１４［１７］； 王贤彬和聂

海峰， ２０１０［１８］； 刘甲炎和范子英， ２０１３［１９］； 苏治和胡迪， ２０１５［２０］； 项后军和何

康， ２０１６［２１］； 刘乃全和吴友， ２０１７［２２］； 刘秉镰和吕程， ２０１８［２３］ ）。 综合以上分析，
本文以中国与东盟、 智利、 新西兰、 巴基斯坦、 秘鲁、 哥斯达黎加、 瑞士、 韩国、
澳大利亚签署的九个自贸区作为处理组来进行合成控制分析， 并进一步采用引力模

型来评估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承诺深度的承接效应。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补充了现有文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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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适用于个案研究的合成控制法来进行实证评估， 有助于弥补处

理组样本较少情况下可能存在的偏误， 并结合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 （ＰＳＭ－
ＤＩＤ） 方法， 对比分析了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平均处理效应； 第二， 补充了现有文

献的研究内容， 本文从区域制度安排视角分析了影响中国离岸服务外包承接的因

素， 并结合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承诺深度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第三， 本文基于服务

外包产品特性探索了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及其承诺深度的特有影响机制， 即区域服务

贸易协定有助于降低服务贸易壁垒、 契约环境不完全性等引致的固定成本， 并降低

了服务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 进而促进了中国离岸服务外包的承接。 综上而言， 本

文除了从理论上补充了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与离岸服务外包关系的文献外， 也为中国

通过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来推动服务外包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分析和政策

参考。

二、 影响机制分析

与货物贸易不同， 服务贸易往往是无形的， 这决定了服务产品的进出一般不需

要通过海关进行登记， 服务贸易壁垒也无法沿用传统的关税来衡量， 其主要表现为

缔结方对服务业进行管制的各种边境内措施， 并影响到服务贸易的进口数量、 进口

价格、 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 （Ｋｏｘ ａｎｄ Ｌｅｊｏｕｒ， ２００５） ［２４］。
具体到离岸服务外包方面， 不同于一般的服务贸易 （如旅游、 交通运输等），

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往往更具有针对性， 发包企业和承接企业需要实现业务上的精确

匹配， 这就使得搜寻匹配、 交付质量和契约环境尤为重要。 中间服务品的无形性和

质量的不确定性， 尤其对于使用专业知识投入的复杂服务 （如知识密集型服务），
使得服务外包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 这就导致了政策实施法规、 运营限制和市

场进入等服务贸易壁垒的存在， 如开业许可证及相关资质要求、 服务提供人员必须

具有当地认可的专业资格①、 对提供服务种类的限制等 （Ｋｏｘ ａｎｄ Ｌｅｊｏｕｒ， ２００５）。
服务贸易壁垒降低了承接企业进入发包国的市场准入机会， 同时也降低了发包企业

对中间服务品的选择范围和数量， 提高了企业搜寻匹配的难度， 进而加大了服务外

包活动中对固定成本的投入。 此外， 服务外包的某些或者所有流程主要发生在承接

国， 空间上的分离使得服务外包交付质量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 服务贸易壁

垒和契约环境不完全性是制约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发展的主要因素。 本研究认为， 区

域服务贸易协定主要通过降低服务贸易壁垒、 契约环境不完全性以及服务外包政策

不确定性等引致的固定成本， 进而促进了离岸服务外包承接， 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
第一，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承诺的核心是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条款。 市场准入条

款规定了服务业务经营范围、 服务提供商数量、 企业所有权或法人类型以及服务人

员流动等一系列限制性措施。 国民待遇条款则没有确定具体的限制， 任何损害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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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服务和服务提供商的措施都可以视为偏离国民待遇的行为， 如歧视性税收政策

等。 缔约方实施区域服务贸易协定， 直接减少了成员之间的服务贸易市场准入和最

惠国待遇限制， 降低了服务贸易壁垒， 并有效降低了服务外包活动中搜寻匹配等固

定成本的投入， 进而促进了服务外包规模的提升。
第二，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有效实施离不开缔约方国内制度的配套改革。 为实

现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中的服务减让承诺， 缔约方需要逐步完善国内服务贸易方面的

法律法规， 而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为服务外包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约环境和制度

保证 （周念利， ２０１２）。 同时，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均包含争端解决机制， 有助于提

高离岸服务外包活动中合同争端解决的效率。 此外，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能促使双边

政府重视在技术、 职业技能、 资格认证等方面开展交流合作， 使得双方更容易认同

对方的专业资格认证标准 （如信息技术资格认证， 金融、 会计、 律师等业务流程

外包标准等）， 有助于提高离岸服务外包交付质量。 无论是契约制度的改善， 交付

质量的保证， 还是争端解决效率的提升， 均能降低服务外包活动中质量监管和契约

管理等固定成本， 进而促进离岸服务外包发展。
第三，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通过以下两个方面降低了服务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

其一，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文本条款体现了 “可预测性” 原则， 如要求缔约方提

高其服务贸易政策的透明度和公开程度， 这种有效的承诺能够让服务外包提供商更

清晰地了解未来政策的走向， 提高了服务贸易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服务贸易

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会促使潜在服务外包提供商进入出口市场， 进而促进服务外包

的发展 （Ｈａｎｄｌｅｙ， ２０１４） ［２５］； 其二，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一般要求缔约方减少或不

鼓励使用进口数量限制、 服务产品种类限制、 经营范围限制等服务贸易壁垒来限制

服务进口， 即使缔约方没有做出较大的开放承诺， 也能限制服务贸易壁垒的上浮幅

度， 缩小缔约方之间服务贸易政策的异质性， 降低服务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 从而

促进双边服务外包规模的提升 （Ｈａｎｄ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ａｏ， ２０１５） ［２６］。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承诺深度存在较大的异质性， 即使在同一服务贸易协定

中， 每个缔约方的承诺情况也存在较大不同， 这就意味着承诺深度对离岸服务外包

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从理论上讲，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承诺开放度越大， 则服务外包

企业在国际市场中面临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类的限制性措施越少， 服务外包监管

政策的差异性越低， 则越能降低服务外包企业在市场进入、 企业搜寻以及业务匹配

等方面的交易成本。 同时， 一国在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中的承诺开放度越大， 则其对

国内相关配套制度、 边境内措施的改革力度也越大， 服务外包相关政策的透明度和

可预见性也越强， 有助于降低契约环境不完全性、 服务外包政策不确定性的程度，
并对离岸服务外包产生更大的影响。 因此，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承诺开放度越大，
则承接效应越明显。

三、 实证研究设计

（一） 实证研究设计

借鉴 Ａｂａｄｉｅ等 （２０１０） 的合成控制法， 本文将中国与其他国家 （地区）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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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结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作为政策干预事件， 以中国离岸服务外包承接额为结果变

量， 利用合成控制法来拟合处理组 “反事实” 情况下的发展轨迹， 并通过比较处

理组和合成控制组的差异来评估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政策效应。
假设有 Ｊ＋１个对象国， 第一个国家 （ ｉ ＝ １） 与中国签订了区域服务贸易协定，

定义为处理组， 其余 Ｊ 个国家 （ ｉ ＝ ２， …， Ｊ＋１） 均没有实施该项政策， 定义为控

制组。 Ｓｅｒｏｆｆ Ｎ
ｃｉｔ表示 ｔ 时刻中国 （用下标 ｃ 表示） 与 ｉ 国未实施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时

的离岸服务外包承接额， ｉ∈ （１， …， Ｊ＋１）， ｔ∈ （１， …， Ｔ０ ）， 其中， Ｔ０为实施区

域服务贸易协定之前的时期， １≤Ｔ０≤Ｔ。 进一步定义， Ｓｅｒｏｆｆ Ｉ
ｃｉｔ表示 ｔ 时刻中国与 ｉ

国签署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时的离岸服务外包承接额， ｔ∈ （Ｔ０＋１， …， Ｔ）。 在 Ｔ０时
刻之前，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中国的离岸服务外包承接额没有影响， 即对于 ｔ∈
（１， …， Ｔ０） 和所有国家 （地区） ｉ∈ （１， …， Ｊ＋１）， 存在 Ｓｅｒｏｆｆ Ｉ

ｃｉｔ ＝ Ｓｅｒｏｆｆ Ｎ
ｃｉｔ 。 在

Ｔ０时刻之后，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中国离岸服务外包的承接效应可表示为 αｃｉｔ ＝
Ｓｅｒｏｆｆ Ｉ

ｃｉｔ－Ｓｅｒｏｆｆ Ｎ
ｃｉｔ 。 现实中， 中国与 ｉ 国在 （Ｔ０＋１， …， Ｔ） 时期实施了区域服务贸

易协定， 因此， 可以观察到 Ｓｅｒｏｆｆ Ｉ
ｃｉｔ 。 但 Ｓｅｒｏｆｆ Ｎ

ｃｉｔ是假设中国与 ｉ 国没有实施区域服

务贸易协定情况下的离岸服务外包承接额， 在现实中无法观察到。 基于此， 本文采

用 Ａｂａｄｉｅ 等 （２０１０） 提出的因子模型来估计：
ＳｅｒｏｆｆＮｃｉｔ ＝ δｔ ＋ θｔＺｃｉ ＋ γｔ μｉ ＋ εｃｉｔ （１）

其中， δｔ是影响中国承接所有国家 （地区） 的离岸服务外包额的时间固定效

应； Ｚｃｉ是可观测到的反映处理组特征的预测变量； θｔ是未知参数向量； γｔ表示不可

观测的公共因子向量； μｉ是不可观测的国家固定效应； εｃｉｔ是随机误差项， 表示不

能观测到的短期冲击， 其均值为 ０。
（二） 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一是结果变量， 为中国离岸服务外包承接额。 已有文献普遍使用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ＩＭＦ） 收支平衡表或国际服务贸易数据项下与服务外包高度相关的服务贸易

额进行近似度量 （吕延方和赵进文， ２０１０［２７］； 魏浩和黄皓骥， ２０１２［２８］； 霍景东和

夏杰长， ２０１３［２９］； Ｐｅｔｅｒ， ２０１９［３０］； 苗翠芬等， ２０２０［３１］ ）。 基于此， 本文选取与离

岸服务外包密切相关的信息技术、 通讯、 金融、 保险、 建筑以及其他商务服务六个

服务行业的出口额作为离岸服务外包承接额的近似度量， 数据来源于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 （ＯＥＣＤ） 服务贸易数据库①。 鉴于国际收支平衡表统计方法的调整， 本文

将同 时 使 用 扩 大 的 国 际 收 支 服 务 分 类 （ ＥＢＯＰＳ ） ２００２ （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年 ）、
ＥＢＯＰＳ２０１０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 两个数据集进行实证分析。 此外， 本文还结合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中国商务部统计的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数据进行辅助分析， 包括离岸

服务外包实际执行金额、 承接合同数量指标。
二是预测变量， 包括人均 ＧＤＰ、 ＧＤＰ 增长率、 人口密度、 服务贸易对外依存

度、 制度质量以及结果变量的滞后项。 其中， 人均 ＧＤＰ、 ＧＤＰ 增长率、 人口密度、
制度质量衡量了宏观经济相似度的关键特征变量。 服务贸易对外依存度衡量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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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地区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 直接影响到离岸服务外包的发展规模； 结果变量

的滞后项能提高合成控制的拟合优度 （Ａｂａｄｉ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除了结果变量的滞后

项外， 其他预测变量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①。
三是政策变量， 为是否缔结区域服务贸易协定， 以生效时间作为干预节点。 本

文使用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年的样本对东盟、 新西兰、 巴基斯坦、 秘鲁、 智利 ５个处理组进

行合成控制评估， 使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的样本对哥斯达黎加、 瑞士、 韩国、 澳大利亚 ４
个处理组进行合成控制评估。 其中， 中国承接来自东盟地区的离岸服务外包额用均值

进行衡量。 本文的处理组即为东盟、 新西兰、 巴基斯坦、 秘鲁、 智利、 哥斯达黎加、
瑞士、 韩国、 澳大利亚共 ９个经济体 （见表 １）。 控制组为非处理组的国家 （地区），
并剔除样本考察期内与中国签署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中国澳门

特别行政区、 格鲁吉亚， 以及服务外包承接额和预测变量缺失的观测值②。 本文最终

筛选出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年中国承接来自 ５ 个处理组和 １４２ 个控制组的平衡面板数据、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中国承接来自 ４个处理组和 １４８个控制组的平衡面板数据。

四是承诺深度， 本文借鉴 Ｍｉｒｏｕｄｏｔ等 （２０１０） ［３２］改进后的频度计算方法进行承

诺深度指标构建。 按照 ＷＴＯ服务行业分类 （ＭＴＮ ＧＮＳ ／ Ｗ ／ １２０）， 本文将 １１ 个

服务行业涉及到的 １５５个服务子部门、 ２类限制性措施 （市场准入、 国民待遇） 项

下 ４种服务模式 （跨境交付、 境外消费、 商业存在、 自然人流动） 的承诺情况区

分为完全自由化承诺 （ｆｕｌｌ）、 部分自由化承诺 （ｐａｒｔｉａｌ） 和不作出任何承诺 （ｕｎ⁃
ｂｏｕｎｄ） 三类， 进而计算出每个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总承诺频次与潜在承诺频次的

比值。 该比值取值范围在 ０～ １ 之间， 其值越大， 表明该经济体在区域贸易协定中

的承诺开放度越高。 由于在同一服务贸易协定下， 缔约方所做的承诺程度存在不

同， 因此， 本文取中国与发包国 （地区） 承诺深度的平均值。

表 １　 中国与处理组签订的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一览表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 处理组经济体 生效时间

中国—东盟
越南、 新加坡、 菲律宾、 缅甸、 马来西亚、 老挝、 文
莱、 印度尼西亚、 柬埔寨、 泰国

２００７ ０７

中国—新西兰 新西兰 ２００８ １０
中国—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２００９ １０

中国—秘鲁 秘鲁 ２０１０ ０３
中国—智利 智利 ２０１０ ０８

中国—哥斯达黎加 哥斯达黎加 ２０１１ ０８
中国—瑞士 瑞士 ２０１４ ０７
中国—韩国 韩国 ２０１５ １２

中国—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２０１５ １２
数据来源： 中国商务部自由贸易区网站。 ｈｔｔｐ： ／ ／ ｆｔａ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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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
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在 ２００３年 １２月生效， 政策实施前样本期间较短不利于合成控制； 中

国－冰岛自贸协定于 ２０１４年 ７月生效， 但其预测变量存在缺失； 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协定于 ２０１８年 １月生效，
政策实施后样本太短， 不适用合成控制。



四、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的处理组包括东盟、 秘鲁、 智利、 新西兰、 巴基斯坦、 哥斯达黎加、 瑞

士、 韩国以及澳大利亚。 鉴于中国与这九个经济体在不同的时点缔结了区域服务贸

易协定， 因此， 本文将采用逐一合成控制的方式进行实证分析。
（一） 合成控制结果分析

图 １是合成控制结果， 其中， 实线表示中国承接处理组的服务外包额， 虚线表

示合成控制组的拟合值， 垂直虚线表示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实施的时间节点。 从合成

控制结果可以看出， 在实施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之前， 合成控制组的离岸服务外包额

非常准确地反映了处理组的真实发展轨迹， 表明合成控制组确实提供了一个合理的

“反事实” 近似值， 即拟合了处理组假如不实施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情况下的离岸服

务外包发展轨迹。 在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实施之后， 真实线和拟合线立即开始明显分

化。 真实值和拟合值之间的差距即为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承接效应， 若真实值位于

拟合值之上， 则表明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中国离岸服务外包的承接具有正效应， 反

之， 则具有负效应。
以东盟为例， 在 ２００７年政策实施之前， 合成东盟高度拟合了中国承接来自东

盟的服务外包发展轨迹， 在政策实施以后， 真实值位于合成值的上方， 表明中国—
东盟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实施促进了中国离岸服务外包的承接规模。 类似地， 中

国—智利、 中国—秘鲁、 中国—巴基斯坦、 中国—新西兰、 中国—哥斯达黎加、 中

国—瑞士、 中国—韩国、 中国—澳大利亚服务贸易协定也均有利于中国离岸服务外

包的承接。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有利于离岸服务外包的发展， 主要得益于成本机制和

服务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机制的存在， 即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减少了服务外包市场的市

场准入和国民待遇限制， 降低了服务贸易壁垒导致的搜寻匹配等固定成本。 同时，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为服务外包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约环境和制度保证， 有助于降

低服务外包活动中的质量监管和契约管理等成本。 此外，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服务

贸易政策透明度和公开要求的有效承诺， 有利于提高服务贸易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

测性， 并促使潜在服务外包提供商进入出口市场， 进而促进离岸服务外包的发展。
本文的实证结果验证了理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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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合成控制结果

（二）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承接效应

根据合成控制结果， 本文进一步计算了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具体承接效应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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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从平均效应上看， 在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的样本区间内，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使得中国

承接来自东盟、 智利、 巴基斯坦、 秘鲁、 新西兰的离岸服务外包承接额平均增加了

５ ７千万美元， 平均增长率为 ３２ ０４％。 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的样本区间内， 区域服务贸

易协定使得中国承接来自哥斯达黎加、 瑞士、 韩国、 澳大利亚的离岸服务外包承接额

平均增加了 ２１ ３７千万美元， 平均增长率为 １６ ９４％。 从所有处理组样本来看， 区域

服务贸易协定使得中国承接来自九个处理组的离岸服务外包承接额平均增加了 １２ ６７
千万美元， 平均增长率为 １９ ２２％。 以上数据表明，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中国离岸服

务外包承接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 从异质性效应上看，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承接效应

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 中国—新西兰、 中国—巴基斯坦服务贸易协定的承接效应最

大， 增长率在 ７０％以上； 第二， 中国—东盟、 中国—智利、 中国—秘鲁、 中国—哥斯

达黎加服务贸易协定的承接效应相对较大， 增长率在 ２０％以上； 第三， 中国—瑞士、 中

国—韩国、 中国—澳大利亚服务贸易协定的承接效应相对较小， 但也均在 １５％以上。

表 ２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承接效应

（单位： 千万美元）
Ａ组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年）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 真实值 合成值 承接效应 增长率

中国—东盟 ６６ ５５ ５２ ８１ １３ ７３ ２６ ００％
中国—智利 ２２ ４８ １７ ９１ ４ ５７ ２５ ５４％
中国—秘鲁 ７ ７９ ６ ４１ １ ３８ ２１ ５４％

中国—巴基斯坦 １１ ００ ６ ３０ ４ ７０ ７４ ６０％
中国—新西兰 ９ ６４ ５ ４５ ４ １９ ７６ ８８％

平均 ２２ ４９ １７ ７９ ５ ７０ ３２ ０４％
Ｂ组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 真实值 合成值 承接效应 增长率

中国—哥斯达黎加 ３ ０２ ２ ４９ ０ ５３ ２１ ６４％
中国—瑞士 １８３ ４２ １５９ １９ ２４ ２３ １５ ２２％
中国—韩国 ２７３ ３５ ２３３ １９ ４０ １６ １７ ２２％

中国—澳大利亚 １３０ １３ １０９ ５８ ２０ ５５ １８ ７６％
平均 １４７ ４８ １２６ １１ ２１ ３７ １６ ９４％

注： 真实值、 合成值为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实施当年至样本结束期间的均值； 承接效应 ＝真实值—合成值， 增
长率＝承接效应 ／合成值×１００％。

根据影响机制分析可知，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离岸服务外包可

能与其承诺深度有关， 即服务外包承诺开放度越高， 其对离岸服务外包的促进效应

越大。 根据 Ｍｉｒｏｕｄｏｔ等 （２０１０） 的频度指数法， 本文对服务外包行业的承诺深度

进行了测算。 中国—新西兰、 中国—巴基斯坦、 中国—秘鲁、 中国—哥斯达黎加、
中国—智利、 中国—东盟的服务外包承诺开放度分别为 ０ ５１、 ０ ４６、 ０ ４１、 ０ ３８、
０ ２２、 ０ ２０， 其中， 中国—新西兰和中国—巴基斯坦的承诺开放度位于较高水平，
均超过了 ４５％， 服务贸易壁垒的大幅降低使得中国承接来自新西兰和巴基斯坦的

服务外包额也呈现较大幅度的提升； 中国—智利和中国—东盟的服务外包开放度相

对较小， 基本维持在 ２０％左右， 服务贸易壁垒的小幅度削减使得中国承接来自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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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东盟的服务外包增长率也相对较小； 中国—秘鲁、 中国—哥斯达黎加的服务外

包开放度也比较大， 但其承接效应却没有那么明显， 可能的原因是受到发包市场强度

和服务外包发展水平的约束。 在样本区间内， 中国与秘鲁、 哥斯达黎加的服务外包水平

和 ＧＤＰ规模均处于最低水平， 发包市场强度的相对薄弱不能很好地发挥区域服务贸易

协定的成本机制， 进而使得中国承接来自秘鲁、 哥斯达黎加的服务外包额并不会出现较

大幅度的提高。 此外， 中国—瑞士、 中国—韩国、 中国—澳大利亚的承诺深度均维持

在 ０ ４５左右， 较高的承诺开放度使得中国承接来自瑞士、 韩国和澳大利亚的服务外包

额均获得较大量的增长， 而由于承接基数比较大， 可能会使得增长幅度偏小。
（三） 有效性检验

借鉴 Ａｂａｄｉｅ 等 （２０１０） 的研究， 本文采用安慰剂方法来检验合成结果的有效

性， 主要有两种思路： 一是比较平均变动平方和 （ＭＳＰＥ） 的水平值； 二是比较平

均变动平方和的比值 （Ｐｏｓｔ ／ Ｐ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ＳＰＥ）①。
１ 比较 ＭＳＰＥ水平值

ＭＳＰＥ刻画了真实值与拟合值的平均变动平方和， 该值越小说明合成控制组的

拟合效果越好。 在进行 ＭＳＰＥ水平值比较时， 本文剔除了控制组 ＭＳＰＥ 值超过处理

组 ２倍②以上的样本。 本文安慰剂合成结果显示， 在服务贸易协定实施之前， 处理组

和控制组的承接效应均不明显， 说明合成控制的拟合程度均比较高； 在政策实施以

后， 处理组得到的承接效应较控制组相对更明显。 以东盟为例， 在删除大于其 ＭＳＰＥ
水平值 ２倍以上的 ２５个控制组样本后， 只有一个控制组的承接效应在 ２０１０年后超过

了东盟， 而其他控制组的承接效应均不明显。 则说明在数据干预的随机排列下， 获得

与东盟的承接效应一样大的概率为 １ ／ １１８＝０ ００８５， 这说明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在 １％水

平上显著促进了中国的离岸服务外包承接。 本文结果表明， 除了澳大利亚在政策实施

第 １年 （即 ２０１６年） 不显著外， 东盟、 秘鲁、 智利、 巴基斯坦、 新西兰、 哥斯达黎

加、 瑞士、 韩国以及澳大利亚的合成控制结果均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 从整体上讲， 本

文的合成控制结果是有效的。
２ 比较 Ｐｏｓｔ ／ Ｐ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ＳＰＥ比值

Ｐｏｓｔ－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ＳＰＥ表示政策实施后的平均变动平方和， Ｐ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ＳＰＥ
表示政策实施前的平均变动平方和， 该方法的优势是不用剔除拟合情况不好的控制组

样本。 本文的分布结果显示， 处理组的 Ｐｏｓｔ ／ Ｐ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ＳＰＥ比值均比较大， 基

本位于整体分布的前列。 以东盟为例， 其比值排在 １４３个样本中的第 ３位， 如果要在

数据中随机分配干预， 则获得与东盟 Ｐｏｓｔ ／ Ｐ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ＳＰＥ比值一样大的概率为

３ ／ １４３＝０ ０２１０，说明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在 ５％水平上显著促进了中国离岸服务外包的承

接。 智利排在第 ３位、 秘鲁排在第 １０位、 巴基斯坦排在第 ３位、 新西兰排在第 １０位，
其相应的概率值分别为 ０ ０２１０、 ０ ０６９９、 ０ ０２１０、 ０ ０６９９， 也均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 哥

斯达黎加、 瑞士、 韩国、 澳大利亚的比值分别排在 １４９个样本中的第 ４位、 第 ４位、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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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限于篇幅， 未报告有效性检验结果， 备索。
本文借鉴了 Ａｂａｄｉｅ等 （２０１０） 的选取标准。



１１位、 第 ４位， 其相应的概率值分别为 ０ ０２６８、 ０ ０２６８、 ０ ０７３８、 ０ ０２６８， 也均在 １０％
水平上显著， 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果的有效性。

（四） 外生性讨论

借鉴 Ｂｅｃｋ等 （２０１０） ［３３］的研究， 本文采用了两种方法来检验区域服务贸易协

定政策的外生性： 第一种方法是使用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实施之前的服务外包承接均

值对政策实施时间点进行回归； 第二种方法是使用 Ｗｅｉｂｕｌｌ 生存模型进行分析， 即

服务外包承接规模能否解释政策实施前的生存时长。 表 ３ 第 （１）、 （３） 列估计结

果显示，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实施之前的服务外包承接水平与政策实施时点显著不相

关， 说明服务外包承接水平并不能解释政策实施的时间点。 第 （２）、 （４） 列

Ｗｅｉｂｕｌｌ生存模型回归结果显示，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实施前的服务外包承接水平在

生存分析回归中均不显著， 意味着政策实施前的服务外包水平并不能影响政策实施

时点。 以上检验结果表明， 在样本区间内，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实施的时间点具有一

定的外生性， 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实证结果的可靠性。

表 ３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外生性检验

变量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年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

服务协定实施时点
（１）

Ｗｅｉｂｕｌｌ生存模型
（２）

服务协定实施时点
（３）

Ｗｅｉｂｕｌｌ生存模型
（４）

服务外包承接额
－０ １２４ －０ ０１３ ０ ０３５ ０ ０４３
（－０ ８６） （－０ ５６） （１ ３２） （０ ６９）

样本量 １７７ １８６ １１７ １１７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的 ｔ值。

（五） 稳健性检验

１ 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分析即通过迭代的方式多次评估合成控制结果， 在每一次迭代中， 依次

删除合成权重最大的控制组。 若迭代合成结果较初始合成结果差异不大， 则在一定程

度上验证了合成控制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依次进行了六次迭代， 每次迭代合成路径与

初始合成路径都基本一致， 且均分布在初始合成值的周围， 说明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

离岸服务外包的促进效应是稳健的， 并不会因为控制组的变动而出现较大变化①。
２ ＰＳＭ－ＤＩＤ方法

Ｂａｉｅｒ和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２００９） ［３４］在评估区域贸易协定的贸易效应时， 采用了倾向

匹配得分 （ＰＳＭ） 方法。 考虑到中国与处理组缔结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时间存在

不一致性， 本文将结合 ＰＳＭ 和双重差分法 （ＤＩＤ） 进行稳健性检验。 ＰＳＭ 匹配的

方法为非替代性的一对一最近邻匹配， 匹配变量即为本文的预测变量 Ｚ。 在 ＤＩＤ模

型设定中， 本文将运用文献中普遍使用的引力模型来检验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承接

效应。 除了双边 ＧＤＰ、 地理距离、 是否接壤、 是否有共同语言等常用变量外，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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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还控制了影响离岸服务外包的特有变量， 包括工资差距、 信息技术发展水平

（卢峰， ２００７［３５］； 霍景东和夏杰长等， ２０１３）。 ＤＩＤ模型设定如下：
ｌｎＳｅｒｏｆｆｃｉｔ ＝ β０ ＋ β１ＲＳＴＡｃｉｔ ＋ γＸｃｉｔ ＋ δｉ ＋ μ

ｔ
＋ εｃｉｔ （２）

其中， 下标 ｃ 表示承接方中国， ｉ 表示发包方， ｔ 代表年份。 Ｓｅｒｏｆｆｃｉｔ表示中国承

接来自 ｉ 国的离岸服务外包额。 ＲＳＴＡｃｉｔ为处理组和政策实施时间的交乘项， 当 ｔ 时
期中国与发包方实施了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时， ＲＳＴＡｃｉｔ取值为 １， 其他情况均取值为

０。 Ｘ 为控制变量， 包括发包方 ＧＤＰ 对数 （ ｌｎｇｄｐｉｔ）、 中国 ＧＤＰ 对数 （ ｌｎｇｄｐｃｔ） 、
地理距离对数 （ ｌｎｄｉｓｔ）、 工资差距对数 （ ｌｎｇｄｐｇａｐ）、 信息技术发展水平 （ ＩＣＴ）、
是否相邻 （ｃｂｏｒｄ）、 是否有共同语言 （ ｃｌａｎｇ）。 δｉ是发包方的个体固定效应， μｔ是

时间固定效应。 εｃｉｔ是随机误差项。
表 ４为 ＰＳＭ－ＤＩＤ估计结果。 在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的样本区间内，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平均承接效应分别为 ５５ ５８％、 １８ ５３％①。 从系数大小上看，
ＰＳＭ－ＤＩＤ 估计结果均存在一定的高估 （合成控制法估计结果分别为 ３２ ０４％、
１６ ９６％）， 这可能是因为在处理组样本较少的情况下， 利用 ＰＳＭ 方法匹配的控制

组并不能为处理组提供很好的反事实依据， 进而可能会导致 ＤＩＤ 估计结果存在偏

差。 从系数方向上看， ＰＳＭ－ＤＩＤ 估计系数也均为正， 与合成控制结果是一致的，
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表 ４　 ＰＳＭ－ＤＩＤ估计结果

变量 ｌｎＳｅｒｏｆｆ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年） ｌｎＳｅｒｏｆｆ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

ＲＳＴＡｃｉｔ

０ ４４２∗ ０ １７０∗∗∗

（１ ６９） （３ ８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１８０ １２０
Ｒ２ ０ ８４５ ０ ９９７

注： 限于篇幅， 未报告控制变量和常数项的回归结果， 备索， 下表同；∗∗∗表示在 １％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

五、 进一步分析：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承诺深度的承接效应

为进一步评估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承诺深度对中国离岸服务外包的承接效应， 本

文以方程 （２） 确定的引力模型计量方程进行固定效应估计。 除了使用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行业层面的数据外， 本文还利用中国商务部服务外包业务统计

数据进行辅助分析， 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 定义 ＲＳＴＡｄｅｐｔｈ
ｃｉｈｔ 为 ｔ 时期中国与发包方 ｉ

对 ｈ 服务外包行业的平均承诺深度， 并设定如下计量实证方程：
ｌｎＳｅｒｏｆｆｃｉｈｔ ＝ β０ ＋ β１ＲＳＴＡｄｅｐｔｈ

ｃｉｈｔ
＋ γＸｃｉｈｔ ＋ δｉ ＋ μ

ｔ
＋ ηｈ ＋ εｃｉｈ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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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是估计结果， 其中， ｌｎＰａ 表示中国商务部统计的离岸服务外包实际执行

金额的对数。 估计结果显示，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承诺深度与离岸服务外包承接规模

呈正比， 且均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 即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承诺开放度越大， 越有利

于中国离岸服务外包的承接。 从经济意义上说，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承诺深度每提高

０ １， 离岸服务外包承接额平均提高 ９ ７７％ ～１２ ３５％， 即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中每增

加 １个部门或 １５个子部门①的完全自由承诺， 将会使得离岸服务外包额至少提升

９ ７７％， 该实证结果验证了理论预期。

表 ５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承诺深度的承接效应

变量
ｌｎＳｅｒｏｆｆ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年）
ｌｎＳｅｒｏｆｆ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
ｌｎＰａ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

ＲＳＴＡ ｄｅｐｔｈ
ｃｉｈｔ

１ ２３５∗∗∗ ０ ９７７∗∗ １ ０６４∗∗

（５ ３１） （２ １７） （２ １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５４６ １ １４５ １１７
Ｒ２ ０ ８５５ ０ ６８２ ０ ８１６

注： 中国商务部服务外包业务统计数据是国家层面的数据， 所以无行业层面的固定效应； ∗∗∗表示在 １％水平

上显著，∗∗表示在 ５％水平上显著。

六、 影响机制检验

本文第二部分影响机制分析认为， 承诺深度越大， 则承接效应越明显， 并在第

二部分最后一段探讨了承诺深度和中介变量的关系。 本文在第五部分对承诺深度进

行回归的基础上， 进一步检验了承诺深度的影响机制。 首先， 对于服务贸易壁垒引

起的成本， 可以使用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对其进行刻画， 服务外包限制指数越大， 则

企业面临的服务外包壁垒也越大。 ＯＥＣＤ 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 ＳＴＲＩ） 涵盖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 ４２个经济体 （包含 ３４ 个 ＯＥＣＤ 经济体和 ９ 个非 ＯＥＣＤ 经济体） 的

２２ 个服务部门， 本文主要选取了与服务外包密切相关的银行、 保险、 会计、 法律、
通讯、 计算机、 建筑等服务行业的限制性指数 （ＳＴＲＩ） 进行衡量。 其次， 对于由

契约环境不完全性引起的固定成本， 可以使用制度质量指标对其进行刻画， 制度质

量越高的地区， 则面临的契约不完全性程度越低。 本文使用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数据

库中的法规指标 （ＲＬ）， 该指标衡量了社会信任和遵守法制规则的综合水平， 尤其

是合同执行质量。 再次， 对于服务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标， 可以借鉴贸易政策不确

定性指标度量方法， 即通常采用关税变化的差值 （余淼杰和祝辉煌， ２０２１［３６］； 余

智， ２０２１［３７］）， 鉴于此， 本文采用双边的服务外包政策监管异质性程度来进行近似

度量， 数据来源于 ＯＥＣＤ 服务贸易监管异质性指数 （ＳＴＲＩＨ）， 该指数越大，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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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监管政策异质性越大， 意味着服务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也越大。
基于方程 （３），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数据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

表 ６第 （１） 列回归结果显示，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承诺深化显著降低了双边服务外包

壁垒， 同时， 第 （２） 列的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承诺深度和服务外包限制性指数的系数

分别为 ０ ５９１和－０ ５７０， 且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可以通过

降低双边服务贸易壁垒， 促进中国离岸服务外包的承接。 第 （３）、 （４） 列回归结果

显示，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承诺深化有利于双方制度质量的改善， 即降低了契约不完全

性等导致的固定成本， 进而促进了中国离岸服务外包的承接。 第 （５）、 （６） 列回归

结果显示， 区域贸易协定承诺深化显著降低了双边服务外包监管政策的异质性， 即通

过降低服务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 促进了中国离岸服务外包的承接。

表 ６　 影响机制检验

变量

服务贸易壁垒 契约不完全性 服务外包政策不确定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ＴＲＩ ｌｎｓｅｒｏｆｆ ＲＬ ｌｎｓｅｒｏｆｆ ＳＴＲＩＨ ｌｎｓｅｒｏｆｆ

ＲＳＴＡｄｅｐｔｈ
ｃｉｈｔ

－０ １０６∗∗∗ 　 ０ ５９１∗∗∗ 　 ０ ３６０∗∗ 　 ０ １５９∗ 　 －０ ０５７∗∗∗ 　 ０ ４４２∗∗∗

（－４ ２５） （５ ３３） （２ ００） （１ ８２） （－４ ９９） （４ ０４）

ＳＴＲＩｃｉｈｔ
－０ ５７０∗∗

（－２ ５３）

ＲＬｃｉｈｔ
４ ４２２∗∗∗

（４ ９９）

ＳＴＲＩＨｃｉｈｔ
－１ ３１１∗∗

（－２ ０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５７ ２５７ ９９２ ９９２ ２５７ ２５７
Ｒ２ ０ ４７４ ０ ８７０ ０ ９２３ ０ ６９６ ０ ７５７ ０ ８７０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的 ｔ值 ；∗∗∗表示 １％水平上显著，∗∗表示 ５％水平上显著，∗表示 １０％水平上显著。

七、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采用合成控制法， 并结合引力模型实证考察了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及其

承诺深度对中国离岸服务外包的承接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 区域服务贸易协

定主要通过降低服务贸易壁垒、 契约环境不完全性以及服务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进

而影响到离岸服务外包发展， 其承诺开放度越大， 则承接效应越明显； 第二， 从平

均效应上看，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使得中国的离岸服务外包承接额平均增加 １２ ６７ 千

万美元， 增长率为 １９ ２２％， 从异质性效应上看， 中国—新西兰、 中国—巴基斯坦

服务贸易协定的承接效应最大， 其次是中国—东盟、 中国—智利、 中国—秘鲁、 中

国—哥斯达黎加， 再次是中国—瑞士、 中国—韩国、 中国—澳大利亚； 第三， 区域

服务贸易协定每增加 １个部门或 １５ 个子部门的完全自由承诺， 将会使得中国离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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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外包承接额平均提高 ９ ７７％～１２ ３５％。
结合以上研究结论， 中国要充分发挥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在推动服务外包高质量

发展中的作用： 第一， 在进行区域服务贸易协定谈判时， 政府要加大对服务外包业

务经营范围、 提供数量、 服务人员流动等市场准入措施的开放度， 同时， 要注重协

调国家间监管政策的差异， 如制定双方认可的技术标准、 职业资格认证等； 第二，
利用具有竞争优势的信息技术外包 （ＩＴＯ） 对外输出技术标准， 中国的 ５Ｇ 通讯技

术、 跨境电商业务、 支付宝和微信等移动支付工具、 离岸云外包等均处于世界先进

水平， 中国政府要以自贸区和 “一带一路” 倡议为契机， 主导电子商务、 数字贸

易等相关规则的制定， 并形成 “中式” 数字贸易规则模板； 第三， 要依托信息技

术优势推进 “服务＋”， 逐步提升医药研发、 产品设计、 管理咨询等知识密集型服

务外包的竞争力， 摆脱价值链 “低端锁定” 局面， 推动服务外包高质量发展； 第

四， 注重网络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服务外包人才培养体系， 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 为承接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和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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