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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的匹配数据库， 基于 Ｔｏｂｉｔ 、 ＩＶ⁃
Ｔｏｂｉｔ 等多种计量方案实证研究了进口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国内增

加值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 （１） 总体来看， 一般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显著提升了对

应产品的出口质量， 且在高、 低研发强度企业及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得到一致结

果； 高研发强度企业加工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有利于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 低研发强

度企业则呈现负向影响。 （２） 无论是基于 ＯＥＣＤ 成员国、 “一带一路” 倡议抑或反

倾销调查分组还是针对高收入国家， 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均显著提升了同类产

品的出口质量， 但低收入国家则不显著。 对加工贸易而言， 来自非 ＯＥＣＤ 国家和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口产品质量会降低出口产品质量。 （３） 从影响机制看， 不

管是一般贸易还是加工贸易， 进口产品质量梯度均对进口产品质量影响出口产品质

量的促进作用形成正向调节效应； 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通过创新中介效应显著

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 但加工贸易下该效应则不确定。 （４） 进一步拓展研究发现，
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显著提高了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但加工贸易却降低了国内

出口增加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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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伴随着外贸经营权管理制度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深入推

进， 贸易门槛被极大地降低， 贸易规模效应迅速释放， 并铸就了被外界称之为

“出口奇迹” 的历史性跨越， 但长期推行的 “重出口轻进口、 重规模轻质量” 的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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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政策， 也导致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代表的对外贸易环境逐步恶化。 源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 “两头在外， 大进大出” 的外贸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 积极促成以 “优进

优出” 战略为代表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成为 “十三五” 时期外贸发展的必然选择。
尤其是， 进口紧缺先进技术、 关键设备和重要零部件， 出口高档次、 高附加值产

品， 推动产品、 技术、 服务的 “全产业链出口” （李克强， ２０１５）， 成为对外贸易

转型的有效路径。 根据李克强总理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 日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国装备

“走出去” 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所谓 “优进”， 就是从我国的长

远和根本利益出发， 根据国情， 有选择地进口紧缺先进技术、 关键设备和重要零部

件。 所谓 “优出”， 就是不仅要出口高档次、 高附加值产品， 还要推动产品、 技

术、 服务的 “全产业链出口”。 事实上， 对于近期贸易实践的观察也不难发现， 与

贸易规模膨胀相比， 我国进出口产品质量的表现不容乐观， “优进优出” 目标仍未

实现。 据估算，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间， 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缓慢上升 （施炳展，
２０１３） ［１］， 总体幅度约为 １５％ （余淼杰和张睿， ２０１７） ［２］， 贸易增加值率低位徘徊；
当然也有测算表明， 考察期内出口产品质量呈 Ｕ 型走势 （张杰等， ２０１４） ［３］， 甚至

略有下降。 而同期进口产品质量则由 ０ ４８２ 缓慢降至 ０ ４６５ （赵春明等， ２０１７） ［４］，
与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５］对中国企业进口的判断一致。

针对上述情况， 如何理解中国对外贸易 “量” 与 “质” 背离所塑造的贸易格

局对当前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显然对实现贸易强国梦和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而在此进程中， 解决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和全球价值

链攀升则至关重要。 一方面， 出口产品质量是科技创新、 资源配置、 劳动者素质等

因素的集成， 是我国企业和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重要体现； 另一方面， 出口产品

的国内增加值率也是形成一国产品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维度， 尤其是在国际分工

不断深化， 产品全球生产日益普遍的背景下， 从出口增加值的角度考察我国的出口

贸易利益显然比单一关注贸易规模更有意义。 来自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也发现， 进口

产品质量提升 （ “优进” ） 也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和全球价值链攀升 （ “优
出” ）， 尤其是对于国内无法满足的高质量产品需求， 通过进口可以获得企业出口

质量提升的有效渠道 （Ｂａ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ｕｓｓ－Ｋａｈｎ， ２０１５［６］； 许家云等， ２０１７［７］ ）。 同

时， 新形势下 “稳出口、 扩进口” 的政策导向也对 “优进优出” 提出了新要求。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 日， 国务院发布 《关于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意见》， 提

出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在稳定出口的同时， 主动扩大进口， 促进国内供

给体系质量提升， 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 实现 “优进优出”。

一、 文献及理论分析

对于竞争性产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直接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 已有

研究针对竞争性产品进口对出口产品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口竞争对企业生产

率、 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企业生产率、 企业创新提升能否有效促进出口两方面。 对于

后者， 国内外学者有较统一的观点， 认为生产率的提高会促进企业的出口 （Ｍｅｌｉｔ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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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８］）， 同时高生产率的企业通常出口高质量的产品 （樊海潮和郭光远，
２０１５［９］）。 但对于前者， 现有文献有较大分歧。 Ｃｏｎｎｏｌｌｙ （２００３） ［１０］ 基于全球 ７５ 个

国家 １９６５—１９９０ 年的数据， 研究了高科技产品进口对发展中国家创新的外溢效应，
发现来自发达国家代表高技术含量和高质量产品进口对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具有极强

的促进作用。 Ｍａｒｔ Ｎ－Ｍａｒｃｏｓ 和 Ｊａｕｍａｎｄｒｅｕ （２００４） ［１１］利用西班牙 ７５ 个制造业行业

１９７９—１９９０ 年的数据， 证实进口带来的竞争压力对国内制造业各具体行业全要素

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基于企业层面的研究也发现类似的结论， 如 Ｔｒｅｆｌｅｒ
（２００４） ［１２］基于美国—加拿大自由贸易区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 发现随着关税的下

降， 进口竞争的增加， 美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未显著提升。 Ｄｅｍｉｄｏｖａ
（２００８） ［１３］通过放松 Ｍｅｌｉｔｚ 模型中企业进口的准入条件， 发现进口竞争使得生产要

素在行业内负向再配置， 进而降低了企业生产率。 高凌云和王洛林 （２０１０） ［１４］基于

我国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三位码工业行业面板数据， 研究发现进口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

和技术效率均产生了 “负溢出效应”。 此后， 诸竹君等 （２０１８） ［１５］分析进口中间品

质量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静态影响和动态效应， 并证实进口中间品质量静态

下与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显著负相关， 动态下全样本效应为负， 一般贸易不显著， 而

加工贸易显著为负。 王雅琦等 （２０１８） ［１６］也发现， 中间品进口的下降， 还会通过高

质量产品的进入减少、 退出增加， 而影响到出口产品质量的变动。
针对上述文献， 本文认为竞争性产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主要有竞争促

进和竞争抑制两个方向。 在竞争促进方面， 主要有以下两个路径： （１） 企业内的

促进效应。 竞争性产品进口的增加压缩了国内企业销售市场规模和利润空间， 使得

国内企业面临激烈的外部竞争。 面对竞争， 企业会更注重创新， 生产出更高质量的

产品。 而且， 高质量竞争性产品进口的增加也带来了相应的技术溢出效应， 有利于

国内企业通过向国外竞争对手的学习， 获得更多的产品技术信息， 进而提升企业自

身的产品质量。 （２） 企业间的促进效应。 根据 Ｍｅｌｉｔｚ 垄断竞争模型的分析， 面对

外部冲击带来的激烈竞争， 国内异质性企业通过生产率高低的自我选择， 一些低生

产率的企业会退出市场， 只有生产率水平足够高的企业， 才能够负担出口固定成本

从而选择出口。 这导致生产资源在企业内、 企业间和行业间重新配置， 流向优势竞

争行业、 高生产率企业和高成本加成产品上， 国内存活下来的高生产率企业拥有更多

资源进行创新， 进而可以出口更高质量的产品。 在竞争抑制方面， 由于竞争性产品进

口压缩了国内企业销售市场规模和利润空间， 不利于国内企业资本积累、 扩大投资、
推动研发和创新， 从而抑制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 基于以上分析， 在竞争性商

品进口对出口产品影响的路径方面， 企业创新是一个重要的中介机制路径。

二、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一） 计量模型构建

根据前文对于 “优进优出” 的分析， “优出”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出口

产品质量提升， 二是出口国内增加值提升。 因此， 本文的计量模型也围绕上述内容

展开， 首先， 为了考察进口产品质量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本文根据贸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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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将竞争性进口产品分为一般贸易进口和加工贸易进口两类， 分别考察不同贸易方

式下进口产品质量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式 １）。 与之类似， 进口产品质量影响

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计量模型也是将所有样本分成纯一般贸易、 纯加工贸易和

混合贸易。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 标准化之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数值在 （０， １） 之

间， 在考虑受限变量的基础上， 本文选取双约束 Ｔ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回归， 并给出了

ＯＬＳ 的回归对比结果。
　 ｅｘｐ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ｊｃｔ ＝ α０ ＋ β１ ｇ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ｊｃｔ ＋ β２ ｐｒｏ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ｊｃｔ ＋ β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ξ （１）
　 ＤＶＡＲｍｎｋｔ ＝ γ０ ＋ γ１ ｇ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ｎｋｔ ＋ γ２ ｐｒｏ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ｎｋｔ ＋ γ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ξ （２）
需要注意的是， 公式 （１） 中的 ｉ、 ｊ、 ｃ、 ｔ 分别代表产品、 企业、 国家和年份，

公式 （ ２） 中的 ｍ、 ｎ、 ｋ、 ｔ 则分别代表企业、 行业、 地区和年份； 因变量

ｅｘｐｑｕａｌｉｔｙ 和 ＤＶＡＲ 表示出口产品的质量和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 核心自变量

ｇ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 和 ｐｒｏｑｕａｌｉｔｙ 分别代表一般贸易进口产品质量和加工贸易进口产品质量； ξ
＝ ｖｎ ＋ ｖｔ ＋ ε ， ｖｎ、 ｖｔ 代表行业、 时间固定效应， ε 为随机扰动项； 在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的选择上， 两式存在一定差异， 根据许家云等 （ ２０１７）、 余淼杰和张睿

（２０１７） 等的研究， 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因素主要包括中间品进口行业关税

（ ｉｎｔａｒｆ）、 企业生产率 （ ｌｎｔｆｐ）、 行业集中度 （ｈｈｉｇｂ４）、 政府补贴 （ ｓｕｂｒ）、 企业融

资能力 （ ｆｉｎａｌ）、 企业年龄 （ａｇｅ）、 企业规模 （ ｌｎｓｉｚｅ） 和企业要素密集度 （ ｌｎｌａｂ⁃
ｃａｐ）； 就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而言， 我们还额外控制了加工贸易出口占比 （ｐｒｏ⁃
ｅｘｐｒ）、 企业品牌优势 （ ｒｅｐｕ） 和企业所有制 ［ｄｐｕｂ、 ｄｆｏｒｇ、 ｄｈｋ、 ｄｃｏｌｌ 分别表示企

业是否是国企、 外企 （非港澳台）、 港澳台企业和集体企业］。
（二） 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

１ 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研究中的核心变量和控制变量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其中， 海关数据库提供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间中国企业进出口

记录， 包括贸易方向、 贸易伙伴国、 贸易类型、 贸易金额、 产品价格、 贸易数量等

经济指标； 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样本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间我国所有国有工业企业和

５００ 万以上主营业务收入的非国有企业， 具体指标包括企业名称、 企业属性、 企业

资产状况、 负债状况、 销售指标、 利润指标等相关经济数据。 对于上述数据， 我们

按照 Ｃａｉ 等 （２００９） ［１７］、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等 （２０１１） ［１８］ 和田巍和余淼杰 （２０１３） ［１９］ 提供的

思路对原始数据进行筛选。
２ 变量描述

（１） 产品质量

对于进出口产品质量的测算， 本文主要参照施炳展和邵文波 （２０１４） ［２０］和施炳

展和曾祥菲 （２０１５） ［２１］的做法。 其中， 出口产品质量的测算公式为：
ｌｎｑｆｈｃｔ ＝ αｈ － σｌｎｐｆｈｃｔ ＋ αｃｔ ＋ ｐｇｄｐｆｔ ＋ εｆｃｈｔ （３）

其中， ｆ、 ｈ、 ｃ、 ｔ 分别代表企业、 产品、 出口目的国和年份， ｑ、 ｐ 分别代表产

品的出口数量与出口价格， ｐｇｄｐ 代表企业所在省份的 ｇｄｐ， αｈ和 αｃｔ分别代表企业

和国家—年份固定效应， ε 为随机扰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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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产品质量的测算与出口产品质量类似， 计算公式为：
ｌｎｑ

ｆｈｃｔ
＝ － σｌｎｐｆｈｃｔ ＋ αｔ ＋ εｆｈｃｔ （４）

由于进口产品数量与价格存在明显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借鉴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２０１０） ［２２］的做法， 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改进。 首先， 考虑到企业产品种类是市场规模

的函数， 本文通过加入进口来源国人口规模来控制企业的水平产品种类。 相对于控

制 ＧＤＰ 的做法， 一国人口与出口产品质量相关性较小，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

内生性问题的影响。 其次， 由于运输费用和产品价格相关但不直接影响消费者购买

数量， 出口国汇率变动对出口价格有影响但也不直接影响消费者购买数量， 所以我

们引入运输成本和汇率作为产品价格的工具变量， 既能克服内生性问题， 又能避免

样本大量损失， 保证测算结果的准确。 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华盛顿苹果效应， 即产品

运输成本与质量可能相关， 本文将各国首都到北京的距离与国际原油价格相乘作为

各国产品到我国的运输费用。 因而， 最终的测算公式为：
ｌｎｑ

ｆｈｃｔ
＝ － σｌｎｐｆｈｃｔ ＋ αｈ ＋ αｃｔ ＋ αｃｔｐｏｐ ＋ εｆｈｃｔ （５）

（２） 出口国内增加值

当前， 测算企业层面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主流的方法为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方法， 但存在忽略混合贸易方式、 考察样本范围偏小的缺陷， 而且均忽视了加工贸

易中资本品的进口行为。 因此， 本文基于吕越等 （２０１５） ［２３］的测算框架， 考虑进口

资本品在贸易增加值中的份额， 构建本文的测算方程：

ＤＶＡＲ ＝
Ｘ － ｛ＭＰ

Ａ ＋ ＸＯ［ＭＯ
ＡＭ ／ （Ｄ ＋ ＸＯ）］｝ － ０ ０５｛ＭＴ － ＭＰ

Ａ － ＸＯ［ＭＯ
ＡＭ ／ （Ｄ ＋ ＸＯ）］｝ － ０ ０４１７（ＲＣＡＰ）

Ｘ
（６）

（３） 主要控制变量

本文主要控制变量如下： ①中间品进口行业关税 （ ｉｎｔａｒｆ）， 本文参照毛其淋和

盛斌 （ ２０１３ ） ［２４］ 的 方 法 进 行 计 算。 ② 企 业 生 产 率 （ ｌｎｔｆｐ ）， 利 用 使 用 ＬＰ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Ｐｅｔｒｉｎ） 方法计算。 ③行业集中度 （ｈｈｉｇｂ４）， 以 ＧＢ４ 位行业代码下的

赫芬达尔指数衡量。 ④政府补贴 （ ｓｕｂｒ）， 政府补贴可以通过降低企业自身生产成

本和创新成本对企业创新起到促进作用 （杨洋等， ２０１５）， 本文将其量化为政府补

贴与企业销售额的比值。 ⑤企业融资能力 （ ｆｉｎａｌ）， 本文用利息支出与固定资产净

值平均余额的比值来表示。 ⑥企业年龄 （ａｇｅ）， 本文使用当年年份与企业开业年

份差值再加一的方法来衡量企业年龄。 ⑦企业规模 （ ｌｎｓｉｚｅ）， 根据需求引致创新理

论假说， 市场份额的增加会促进企业创新。 本文将其量化为企业销售额， 并对其进

行对数化处理。 ⑧要素密集度 （ｌｎｌａｂｃａｐ）， 本文以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年末

从业人数比重来衡量。
３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１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我们发现， 出口产品的平均质量为

０ ５１５， 且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平均出口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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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劳动密集型， 研发强度高的企业比研发强度低的企业平均出口质量要高

４ ２７％。① 进口产品质量与之类似， 但不同贸易方式的进口产品质量存在较大差

异， 即加工进口的产品质量明显高于一般进口， 这一现象在资本 ／劳动密集型企业

和研发强度高 ／低的企业间均存在。 图 １ 分别描绘了竞争性一般贸易进口产品质量

和加工贸易进口产品质量对同类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从中可以看出， 随着进口产

品质量上升， 出口产品质量也逐渐上升， 这意味着企业进口产品质量与性别工资差

距是正相关的。 当然这可能是由其他因素所导致的， 如企业的生产率水平、 企业规

模、 行业竞争状况及人力资本水平等， 因此更有意义的结论有待后文严谨的实证研

究得出。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全体样本 资本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研发强度高 研发强度低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ｅｘｐ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５１５ ０ １４２ ０ ５２８ ０ １４１ ０ ５１４ ０ １４２ ０ ５１５ ０ １４２ ０ ４９３ ０ １５１

ｇ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５３０ ０ １８７ ０ ５３６ ０ １９６ ０ ５２６ ０ １８４ ０ ５３０ ０ １８７ ０ ５３２ ０ １８７
ｐｒｏ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５５１ ０ １８５ ０ ５５４ ０ １９６ ０ ５４２ ０ １７５ ０ ５５１ ０ １８５ ０ ５５０ ０ １８７

ｉｎｔａｒｆ ９ ５５２ １ ８８３ ９ ６４５ １ ６４８ １０ ０２１ ２ ２０８ ９ ４８４ １ ８０５ ９ ５８２ １ ９１４
ｌｎｔｆｐ ７ ２０２ １ １１４ ７ ３７１ １ １９０ ７ １０１ １ ００４ ７ ３８６ １ ２１０ ７ １２５ １ ０６１
ｈｈｉｇｂ４ ０ ０２５ ０ ０５０ ０ ０３１ ０ ０６０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９ ０ ０３０ ０ ０５４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８

ｓｕｂ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５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６０
ｆｉｎａｌ ０ ０７９ ０ ９４２ ０ ０９６ １ ３４５ ０ ０６０ ０ １４９ ０ ０６３ ０ ２０２ ０ ０８６ １ １１７

ａｇｅ ９ ２５７ ６ ９７０ ９ ６３２ ７ ６２６ ８ ３３３ ５ ７８８ １０ ０６５ ８ ６５５ ８ ９１３ ６ ０８２
ｌｎｌａｂｃａｐ ２ ８９８ ０ ５５９ ２ ９９３ ０ ５４５ ２ ７８６ ０ ４７０ ２ ９０１ ０ ５４６ ２ ８９６ ０ ５６４

ｌｎｓｉｚｅ １１ ０６６ １ ４００ １１ ４３２ １ ４９３ １０ ８２３ １ １９３ １１ ３７９ １ ５６２ １０ ９３３ １ ３０２
ｑｆｇｅｎｄｉｓｔ ８０５ ００１ ４７３０４ ０９０ ８０ ９８４ ５２２ ３５８ ５４ ８１９ １２２ ４６８ ８２０ ７７４ ４７７９５ ７００ ５０ ３３２ ４５２ ９３２

ｑｆｐｒｏｄｉｓｔ ４４ ８１４ ８００ ９３７ ９０ ４３０ １５１７ ５５１ ２２ ３６２ ５４ ６８７ ４４ ７１１ ８０２ ２４８ ４９ ６９９ ７３６ ２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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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进口产品质量与出口产品质量的相关关系

８３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９ 年第 ７ 期

①对于高低研发强度的划分， 与下文一致， 以企业研发投入占总产值比重的均值为区分。



三、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基准回归

表 ２ 报告了竞争性产品进口质量对出口质量的基准回归结果。 列 （１） 为 ＨＳ６
产品代码层面的回归结果， 研究显示， 无论是一般贸易， 还是加工贸易， 进口产品

质量均显著提高了同类出口产品的质量。 列 （２） 为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后， 稳健标

准误 ＯＬＳ 回归结果。 列 （３） 为双约束的 Ｔｏｂｉｔ 模型回归结果， 显示一般贸易下进

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显著促进了同类产品出口质量的提升； 但加工贸易下竞争性进

口产品质量， 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不再显著。 列 （４） 为引入滞后一期进口

质量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的 ＩＶＴｏｂｉｔ 回归， 结果与列 （２）、 （３） 一致。 列 （５）
和列 （６） 可以视为对前文回归的稳健型检验， 其中， 列 （５） 使用 ＫＨＷ 方法重

新测算进口产品质量， 列 （６） 剔除了劳动密集型行业， 结果都表明一般贸易进口

产品质量显著提升了对应的出口产品质量， 但加工贸易进口产品质量对出口产品质

量的影响并不显著。 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 企业生产率、 资本密集度及企业所

在行业的集中度与出口产品质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企业规模、 进口中间品关税

则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政府补贴、 企业融资能力、 年龄与企

业出口产品质量不相关。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ＯＬＳ ＯＬＳ Ｔｏｂｉｔ ＩＶＴｏｂｉｔ 稳健性 １ 稳健性 ２

ｇ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００９ 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 ０１８ ０∗∗∗ 　 　 ０ ０１５ ３∗ 　 　 ０ ０４１ ５∗∗∗ 　 　 ０ ０３３ ８∗∗∗

（１６ ６７） （４ ６４） （４ ６５） （１ ９１） （１２ ２７） （６ ５９）

ｐｒｏ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００２ ３∗∗∗ －０ ００２ ７ －０ ００２ ７ －０ ０１６ ３∗ －０ ００１ ７ ０ ００７ ２
（３ ７１） （－０ ７４） （－０ ７３） （－１ ８３） （－０ ４６） （１ ４５）

ｉｎｔａｒｆ －０ ００２ ２∗∗∗ －０ ００２ 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 ００２ ２∗∗∗ －０ ００３ ０∗∗∗

（－５ ２１） （－５ ２１） （－４ ４７） （－５ １４） （－５ ３７）

ｌｎｔｆｐ ０ ００２ ７∗∗ ０ ００２ ７∗∗ ０ ００２ ８∗∗ ０ ００２ ６∗∗ ０ ００８ ３∗∗∗

（２ ３１） （２ ３２） （２ ４３） （２ ２７） （５ ４４）

ｈｈｉｇｂ４ ０ ０８８ ６∗∗∗ ０ ０８８ ５∗∗∗ ０ ０８７ １∗∗∗ ０ ０７７ ２∗∗∗ ０ １０１ ７∗∗∗

（６ ８３） （６ ８２） （６ ６２） （５ ９６） （７ ０３）

ｓｕｂｒ ０ ００３ ５ ０ ００３ ４ ０ ００３ ４ ０ ００４ ３ ０ ０２２ ４
（０ １７） （０ １７） （０ １７） （０ ２１） （０ ８１）

ｆｉｎａｌ ０ ００１ ５ ０ ００１ ５ ０ ０００ ９ ０ ００１ ３ ０ ００３ ９
（０ ６４） （０ ６５） （０ ４１） （０ ５９） （１ ５５）

ａｇｅ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２１） （０ ２１） （０ ０８） （０ １４） （－１ ８７）

ｌｎｌａｂｃａｐ ０ ００３ ５∗∗ ０ ００３ ５∗∗ ０ ００４ ２∗∗∗ ０ ００３ ５∗∗ －０ ００３ ５∗

（２ ５２） （２ ５１） （２ ９８） （２ ５５） （－１ ８５）

ｌｎｓｉｚｅ －０ ００３ ２∗∗∗ －０ ００３ ２∗∗∗ －０ ００３ ５∗∗∗ －０ ００３ １∗∗∗ －０ ００７ ４∗∗∗

（－３ ３３） （－３ ３４） （－３ ６１） （－３ ２３） （－６ ０３）
行业控制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控制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０ ５１１ ２∗∗∗ ０ ６１５ ５∗∗∗ ０ ６１６ １∗∗∗ ０ ６２６ ３∗∗∗ ０ ５９９ ８∗∗∗ ０ ４５４ １∗∗∗

（１１５３ １０） （２９ ７６） （２９ ７６） （２９ １４） （２８ ９６） （２８ ５８）
ＷＡＬＤ １４６ ５４

Ｎ １ ９２８ １０４ ５８ ６５３ ５８ ６５３ ５６ ９０１ ５８ ５４７ ３２ ２１８
Ａ－Ｒ２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６４ ８

注： Ｗａｌｄ 检验为工具变量检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下同。

９３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９ 年第 ７ 期 经贸论坛



（二） 企业特征异质性的估计

表 ３ 分别报告了不同研发强度和不同所有制企业进口产品质量对同类出口产品

质量的回归结果。 第 （１） 和 （２） 列以企业研发投入占总产值比重的均值为区分，
分别报告了高、 低研发强度企业回归结果， 实证发现， 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均

显著提升了同类出口产品的质量， 但加工贸易进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却在这两类企业

之间产生了分化； 其中， 高研发强度企业进口产品质量有助于提升其出口产品质

量， 而低研发强度企业的进口质量反而降低了其同类出口产品质量。 第 （３） 至

（５） 列报告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回归结果， 研究发现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般贸

易进口产品质量显著提升了同类出口产品质量， 加工贸易进口产品质量对出口产品

质量没有影响； 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一致。 但特别的是， 国有企业的回归结果出现

了较大偏差， 不仅加工贸易竞争性进口产品质量对出口产品质量没有显著影响， 一

般贸易下的影响也不再显著。

表 ３　 区分研发程度和所有制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高研发强度 低研发强度 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

ｇ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０１３５∗ 　 　 ０ ０１９４∗∗∗ 　 　 ０ ０２３０ 　 　 ０ ０１４２∗∗ 　 　 ０ ０２２０∗∗∗

（１ ８８） （４ ２３） （１ １９） （２ ４４） （４ １２）

ｐｒｏ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０１３２∗ －０ ００８９∗∗ －０ ０２０７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２３

（１ ９３） （－２ ０３） （－１ １６） （－１ ２７） （０ ４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０ ６１６９∗∗∗ ０ ６２４５∗∗∗ ０ ７４７１∗∗∗ ０ ５８７８∗∗∗ ０ ６２８６∗∗∗

（１２ ６３） （２７ １５） （７ ４２） （１９ ８７） （２０ ６０）

Ｎ １７ １８１ ４１ ４７２ ２２ ０１ ２８ ０６０ ２８ ４６３

（三） 来源国特征异质性的估计

考虑到不同进口来源国发展阶段、 对外关系等特征差异， 会对进口产品质量影

响出口产品质量施加影响 （赵春明等， ２０１７）， 本文首先将进口来源国按是否是

ＯＥＣＤ 成员及是否为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行区分， 结果如表 ４ 所示。 从中可以

看出， 无论是基于 ＯＥＣＤ 成员还是基于 “一带一路” 倡议分组， 一般贸易下进口

产品质量均显著提升了同类出口产品的质量， 但加工贸易在不同的国家类型中则出

现明显差异， 即进口来源国为 ＯＥＣＤ 国家或非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时， 加工贸

易进口产品质量对同类出口产品质量影响不显著， 但当进口来源国是非 ＯＥＣＤ 国家

或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时， 进口产品质量反而降低了出口产品质量， 这主要与

我国对外贸易的市场结构及不同国家贸易品的产品结构有关。 长期的贸易实践表

明， 美国、 欧盟、 日本一直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 也是我国加工进口最重要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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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国， 这些国家多是 ＯＥＣＤ 成员， 但暂未实质性参与我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①；
而众多非 ＯＥＣＤ 国家和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不仅在我国加工贸易中所占份额

较少， 且由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的限制， 出口到我国的产品质量相对较

低， 因而不仅没有发挥进口质量对出口质量的提升作用，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同类竞争性产品出口质量。

表 ４　 区分是否 ＯＥＣＤ和 “一带一路” 来源国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ＯＥＣＤ 非 ＯＥＣＤ “一带一路” 非 “一带一路”

ｇ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０１３ ４∗∗∗ 　 ０ ０４２ ０∗∗∗ 　 ０ ０４０ ５∗∗∗ 　 　 ０ ０１４ １∗∗∗

（２ ９２） （５ ６８） （４ ３４） （３ ２８）

ｐｒｏ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００３ ９ －０ ０１３ １∗ －０ ０２３ ０∗∗∗ ０ ００２ ６

（０ ８９） （－１ ９４） （－２ ６５） （０ ６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控制 是 是 是 是

年份控制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０ ５８３ ８∗∗∗ ０ ６４１ ９∗∗∗ ０ ６６６ ０∗∗∗ ０ ５９８ ３∗∗∗

（２０ １８） （２２ ０２） （１８ １９） （２４ １８）
Ｎ ４３ ３８０ １５ ２７３ ９ ４６５ ４９ １８８

（四） 基于进口产品质量梯度的调节机制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 进口产品质量梯度所反映的技术溢出和多质量层次会对产

品进口质量影响企业出口质量起着调节作用， 本文通过引入进口产品质量与进口产

品质量梯度的交互项进行考察。 需要说明的是， 考虑到进口产品质量梯度与其进口

产品质量的交互项存在高度共线性， 即使中心化变换后与一般贸易下和加工贸易下

交互项的相关系数仍大于 ０ ５， 且在 １％内显著。 对此， 本文为剔除共线性的影响，
借鉴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２０１０） 等的做法， 在调节效应方程中去除了进口产品质量梯度变

量， 只保留了交互项。②表 ５ 报告了基于进口产品质量梯度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第 （１） 和 （２） 列、 第 （３） 和 （４） 列分别报告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下进口产

品质量梯度在进口产品质量影响同类产品出口质量中的调节效应。 从中可以看出，
进口产品质量梯度与进口产品质量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进口产品质量梯度

越大， 对进口产品质量影响同类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就越大， 这一结论无论在

一般贸易下还是加工贸易条件下均成立。 这一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本文在理论部分的

分析， 即进口产品的质量梯度越大， 其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 示范效应、 学习效应

越能促进不同层次的企业学习和吸收技术溢出， 最终从整体上提升同类产品的出口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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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欧盟有部分成员国参与了 “一带一路” 倡议， 但欧盟整体依然对 “一带一路” 抱有一定的怀疑和不信

任， 如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欧洲议会外委会就欧中关系报告进行首次审议， 要求成员国在 “１６＋１”、 “一带一路”
倡议等问题上， 不应损害欧盟对华共同立场。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２０１３）、 Ｌｉｕ 和 Ｒｏｓｅｌｌ （２０１３） 在考察相关调节效应时也使用了这种只包括核心自变量和调

节交互项的分析方程， 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文的做法。



表 ５　 基于进口产品质量梯度的调节机制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Ｔｏｂｉｔ ＩＶＴｏｂｉｔ Ｔｏｂｉｔ ＩＶＴｏｂｉｔ

ｇ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０１９ ０∗∗∗ 　 　 ０ ０１８ ８∗∗ 　 　 ０ ０１７ ６∗∗∗ 　 　 ０ ０１５ １∗

（４ ９３） （２ ３５） （４ ５５） （１ ８９）

ｐｒｏ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００３ ３ －０ ０２０ 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 ８９） （－２ ３１） （－０ ８０） （－２ ２４）

ｑｆｇｅｎｄｉｓｔ ０ ０００ ０２∗∗∗ ０ ０００ ０２∗∗∗

（１４ １７） （１４ ０７）

ｑｆｐｒｏｄｉｓｔ ０ ００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０ ００８∗∗∗

（７ ０４） （７ ０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控制 是 是 是 是

年份控制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０ ６１３ １∗∗∗ ０ ６２４ ６∗∗∗ ０ ６１６ ４∗∗∗ ０ ６２８ ５∗∗∗

（２９ ６６） （２９ １０） （２９ ７９） （２９ ２５）
ＷＡＬＤ ４ ８５ ４ ８３

Ｎ ５８ ６５３ ５６ ９０１ ５８ ６５３ ５６ ９０１

（五） 基于创新的中介机制

表 ６ 报告了企业创新在竞争性产品进口质量影响出口产品质量中的中介作用。
其中， 第 （１） 列是进口产品质量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结果表明一般贸易下的竞争

性产品质量显著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加工贸易没有显著影响； 第 （２） 列报告了控

制企业创新能力以后， 进口产品质量对同类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表明企业创新能

力确实提高了出口产品质量； 第 （３） 和 （４） 列则是以进口产品质量的滞后一期

作为工具变量的实证结果， 结论基本稳健。 上述结果进一步表明， 一般贸易下进口

产品质量的提升， 确实通过企业创新路径， 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 但加工贸易

下竞争性产品进口质量的提升， 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并不显著， 其通过企业创新

路径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中介效应具有不确定性。 此后， 为考虑实证结果的可靠

性， 我们采用 Ｓｏｂｅｌ （１９８７） ［２６］的方法， 检验经过中介变量路径上的回归系数的乘

表 ６　 基于企业创新路径的中介机制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Ｔｏｂｉｔ ＩＶＴｏｂｉｔ

企业创新 出口质量 企业创新 出口质量

ｇ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 ８２７ １∗∗∗ 　 　 ０ ０２０ ８∗∗∗ 　 　 ８ ００４ １∗∗∗ 　 　 ０ ０１７ ５∗∗

（４ ２１） （４ ９５） （８ ４６） （２ ０２）

ｐｒｏ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０１５ ２ －０ ００３ ９ ３ ５０９ ９∗∗∗ －０ ０１６ ４∗

（－０ ０４） （－０ ９７） （３ ２２） （－１ ６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控制 是 是 是 是

年份控制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４６ ９７７ ９∗∗∗ ０ ６１２ ０∗∗∗ －５３ １００ ４∗∗∗ ０ ６２１ ４∗∗∗

（－１７ ８４） （２７ ６２） （－１９ ４１） （２６ ９６）
ＷＡＬＤ ６５ ０８ ４ ３５

Ｎ ６２ ４２９ ４９ ４１８ ６０ ２５６ ４７ ６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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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项是否显著。 通过检验， 我们计算了 Ｓｏｂｅｌ 检验值， 计算得到 Ｚ 值 ７ ２２９， 且在

１％水平上显著； 表明企业创新路径的中介效应是存在的。

四、 基于增加值率的拓展研究

表 ７ 报告了区分贸易方式的回归结果， 其中， 第 （１） 至 （３） 列分别为一般

贸易、 加工贸易和混合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 第 （４） 至

（６） 列是以进口产品质量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 研究结果均表明，
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显著提高了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但加工贸易却降低了国内

出口增加值率。 由于进口产品质量同时存在对出口国内增加值不同的作用机制， 因

此在不同贸易方式下有必要区分不同机制的内在差别。 首先， 进口产品质量提升直

接反映为价格提高， 当国内投入品和最终产出品价格不变时， 进口价格提升将降低

出口国内增加值。 其次， 高质量中间品进口会对国内同类产品产生挤出效应， 从而

降低国内出口增加值率。 再次， 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进口也可能会搭载更多的国内

相关配套产品， 提高国内增加值率。 最后， 进口中间品的质量升级效应有助于扩大

出口市场， 进而提高企业总收益， 当企业总收益增长大于进口产品支出的增长时，
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有促进作用， 反之则有抑制作用。 结合上述作用机制， 可

以发现， 总体上进口产品质量提升因为生产率效应、 创新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等有

助于企业总收益的增长， 而且在加速效应的作用下， 总收益的增长往往大于进口支

出的增长， 因而最终能提高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但对一般贸易而言， 由于全部进口

原材料或零部件需要再出口， 因而高质量下的高价格对生产成本的提升以及因进口

竞争对国内同类产品的挤出效应作用更加明显， 最终抑制了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

提升。

表 ７　 进口质量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ｏｂｉｔ ＩＶＴｏｂｉｔ

纯一般贸易 纯加工贸易 混合贸易 纯一般贸易 纯加工贸易 混合贸易

ｇ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０３６ ９∗∗∗ 　 　 　 　 ０ ０４７ ８∗∗∗ 　 　 ０ ０８６ ７∗∗∗ 　 　 　 　 ０ １１４ ９∗∗∗

（６ １８） （６ ５６） （４ ６６） （５ ０３）

ｐｒｏ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０９０ ５∗∗∗ －０ ０９８ ２∗∗∗ 　 　 －０ １５９ ８∗∗∗　 　 －０ １５９ ５∗∗∗

（－１７ ２２） （－１３ ６４） （－９ ７９） （－８ ６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０ ９５５ ５∗∗∗ １ ０１４ ５∗∗∗ １ ００８ ６∗∗∗ ０ ９７９ ３∗∗∗ １ １４１ ７∗∗∗ １ ０６６ ４∗∗∗

（８１ ８０） （１０８ ３９） （７１ ６３） （５０ ４８） （６２ ０１） （４４ １７）

Ｗａｌｄ ８ ７７ １９ ４１ ２７ ０３

Ｎ ５４ ４５９ ７５ ６１５ ３９ ４３８ ２７ ５２６ ２４ ０２１ １９ ８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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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及政策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对外贸易的国内外市场环境发生深刻变革， 中美贸易摩

擦所凸显的国际贸易环境日趋恶化， 一些传统比较优势面临严峻外部挑战； 同时国

内经济转型升级和 “一带一路” 倡议的深入推进， 也为我国基于 “优进优出” 的

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新的机遇。 基于此，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

据的匹配数据库， 实证研究了进口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国内增加值

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 （１） 总体来看， 基于 Ｔｏｂｉｔ 、 ＩＶＴｏｂｉｔ 等多种计量方案均显

示， 一般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显著提升了对应的出口产品质量， 且在高、 低研发强度

企业、 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得到一致结果。 加工贸易进口产品质量对出口产品质

量的影响则不显著， 分所有制的估计结果与总体样本一致， 而高研发强度企业进口

产品质量有利于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 而低研发强度企业进口质量则降低了其出口

产品质量； 国有企业均不显著。 （２） 基于来源国特征异质性的分析也发现， 无论

是基于 ＯＥＣＤ 成员国， 还是 “一带一路” 倡议， 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均显著提

升了同类出口产品的质量， 高收入进口来源国也同样如此， 但低收入国家则不显

著。 对于加工贸易而言， 来自非 ＯＥＣＤ 国家和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口产品质

量会降低出口产品质量， 其余国家则不显著。 （３） 基于影响机制的研究发现， 不

管是一般贸易还是加工贸易， 进口产品质量梯度均对进口产品质量影响同类出口产

品质量的促进作用形成正向调节效应； 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通过企业创

新路径， 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 但加工贸易下产品进口质量的提升， 对企业创

新活动的影响并不显著， 其通过企业创新路径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中介效应具有不

确定性。 （４） 利用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拓展研究发现， 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

显著提高了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但加工贸易却降低了国内出口增加值率。
上述结论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加剧、 扩大进口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复

杂背景下， 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一是， 积极落实国务院 《关于扩大进口促进对外

贸易平衡发展的意见》， 着力发挥 “优进” 对 “优出” 的促进作用。 区分一般贸易

和加工贸易的不同作用机制， 进一步改善一般贸易下高质量、 高技术、 紧缺型、 实

用型产品的进口， 同时优化加工贸易产品进口质量和进口结构， 兼顾外贸持续稳定

增长的长期目标与加工贸易带动就业的短期目标的平衡。 二是， 注重进口产品质量

差异化和来源国差异化对国内出口产品质量的异质性影响， 除继续巩固传统贸易伙

伴关系外， 进一步优化同非 ＯＥＣＤ 国家、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贸

易结构， 促进双边贸易产品质量、 贸易产品种类的持续优化。 三是， 更加重视进出

口企业的自主创新， 释放企业创新能力在 “优进优出” 中的中介效应， 在一定程

度上避免对国外高质量进口产品的过度依赖。 最后， 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是表征中国

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尺度， 本文基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研究再次表

明， 提升进口质量是融入国际分工合作、 有效提升供给质量的重要途径， 尤其是一

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提升对于实现我国对外贸易 “优进优出” 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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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ａｄｄｅｒ ｈａ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ｓ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ｉｓ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④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ｆｉｒｍｓ ｅｘ⁃
ｐｏｒｔ ＤＶＡＲ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ｉ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Ｉｍ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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