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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中国海关月度贸易数据， 本文对中美进出口贸易统

计的 “偏年度误差” 进行测度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对美贸易企业的进出口

动态在跨月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从事进出口活动的新企业数量的各月平均占比

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呈下降态势； 采用日历年统计方式计算中国企业的年均进出口

增长率以及按月统计的年均进出口增长率， 前者会出现大幅高估的现象， 且以首个

贸易时间段最为明显， 而后者则会产生低估前 ８、 ９ 个月的进出口增长率以及高估后

３、 ４ 个月的进出口增长率的统计误差； 采用日历年统计方式来计算中国企业的相对

进出口水平， 会引发相对进出口额的低估以及相对进出口增长率的高估问题； 剔除

“偏年度效应” 后， 扩展边际在进出口增长分解中的贡献率显著上升， 这说明传统的

日历年统计方式低估了扩展边际的作用。 综上， 忽视 “偏年度效应” 容易引致贸易

统计指标出现失真失实等统计幻象， 针对此引入相应的修正方法并评估其政策效应，
应成为未来完善外贸统计标准与强化外贸统计分析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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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贸易统计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主要构成之一， 在一国或地区的科学决策与

科学管理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因此提高贸易数据统计质量不仅有助于揭

示一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真实情况， 而且能够为贸易、 产业政策的调整优化提供准确

可靠的决策参考。 当前，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核算多以月度为时间单位进行。 因

此， 在度量企业年度贸易规模和贸易增长率时， 通常的做法是直接将月度贸易数据

按日历年进行加总， 然后在此基础上计算得到贸易规模和贸易增长率。 上述日历年

统计方式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ｙｅａｒ ｂａｓｅ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长期以来在学界与业界得到了广泛和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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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①， 但严格来说， 其存在明显的瑕疵， 特别是在将高频数据转换为低频数

据后采用这一计算方法往往更容易引发统计误差。 对此， 本文以企业进入、 退出

市场两种情形为例进行说明。 首先， 考虑一家连续出口的企业分别在第一年的 １
月份或 １２ 月份作为新出口企业进入某一市场的两种情形②， 采用日历年统计方

式来计算该企业在上述两种情形下的出口规模与出口增长率， 不难发现两者间存

在显著的差异： 在第一种情形中， 统计时会记录该企业全年 １２ 个月的出口额并

将其作为首次进入出口市场的年度出口规模， 以此为基准可进一步计算得到年度

出口增长率； 在第二种情形中， 只记录了该企业的单月出口额， 而在日历年统计

方式下却以这一单月出口额充当其首次进入出口市场的年度出口规模， 并与第二

个日历年的全年 １２ 个月的出口额进行比较从而得到该企业在新出口的第一、 二

年间的出口增长率。 显然， 在情形 １ 中， 统计得到的年度出口规模及年度出口增

长率均为实际值， 而在情形 ２ 中， 对该企业第一年出口规模的统计则可能引致严重

的低估问题， 而由此得到的第一、 二年间的年度出口增长率则可能存在明显的高估现

象③。 其次， 考虑出口增长分解中企业进入、 退出出口市场的情形。 假定某一企业

在某一年的 ６ 月份新进入出口市场， 那么按照传统的日历年分解方式， 该企业仅在

当年的 ６－１２ 月被识别为新出口企业， 而实际上该企业在当年的 ６ 月份顺延至下一

年的 ５ 月这一段时间均应被视为新出口企业； 同理， 若上述企业在某一年的 ６ 月份退

出市场， 那么实际上该企业在当年的 ６ 月份往前回溯至上一年的 ７ 月份这一段时期均应

被视为退出企业， 而非传统的分解方式仅将该企业在当年的 １—６ 月视作退出企业。 由

上可见， 在出口增长分解中若采用日历年统计方式同样可能引致统计误差。
本文将贸易统计中因对企业贸易动态 （如进入、 退出市场） 的具体时间差异

未作区分而笼统按照日历年直接进行处理所造成的统计误差统称为 “偏年度误差”
（ｐａｒｔｉａｌ－ｙｅａｒ ｂｉａｓ）④。 尽管运用日历年统计方式进行贸易统计分析可能带来的 “偏
年度误差” 显而易见， 但遗憾的是， 既往研究普遍忽视了这一问题。 直至近年来，
Ｂｅｒｎａｒｄ 等 （２０１７） ［１］才对 “偏年度效应” 展开系统研究， 他们基于海关数据的测

算发现秘鲁出口贸易的 “偏年度效应” 很大， 使出口企业在考察期内第一年的出

口额被低估了 ５４％， 与此同时出口增长率的高估幅度则达到了 １１２ 个百分点。 杜威

剑和李梦洁 （２０１４） ［２］则从 “偏年度效应” 的角度考察了中国企业的出口增长之

谜， 发现新出口企业的低出口规模和高速增长主要源于出口统计偏差。 通过对相关

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 目前与 “偏年度效应” 相关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且基本集

中在出口层面。 在国外方面， 除了 Ｂｅｒｎａｒｄ 等 （２０１７） 外， 关于 “偏年度效应” 的

直接测度文献仍非常鲜见， 仅有的几篇实证研究文献侧重于对 “偏年度误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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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本文将其简称为日历年统计方式， 与下文的调整年统计方式以示区分。
此处仅以出口情形为例进行说明， 进口情形与此相同。
类似地， 若该企业在其他月份新进入出口市场， 在统计出口规模与出口增长率时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

统计偏差。
又称 “偏年度效应” （ｐａｒｔｉａｌ－ｙｅａ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根据表述的需要下文将交替使用 “偏年度误差” 与 “偏年

度效应”。



修正 （Ｃａｒｂａｌｌ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３］； Ｍａｃｅｄｏｎｉ， ２０１７［４］； Ｇｕｍｐｅｒ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５］ ）； 在

国内方面， 尽管杜威剑和李梦洁 （２０１４） 对中国出口企业的 “偏年度效应” 有所

涉猎， 但并未对进口层面的 “偏年度效应” 进行深入的考察。
针对上述不足， 本文拟借鉴 Ｂｅｒｎａｒｄ 等 （２０１７） 的做法， 利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

中国海关月度贸易数据， 重点考察中美双边贸易的 “偏年度误差”， 除了考察中国

企业出口贸易的 “偏年度误差” 外， 本文还进一步考察中国企业进口贸易的 “偏
年度误差”， 从而对既有研究构成了有益的补充。 研究结果表明， 由于传统的日历

年统计方式忽视了企业贸易动态的差异， 从而引致按这一统计方式来计算中国企业

的贸易额和贸易增长率， 与按调整年统计方式的计算结果相比会出现大幅高估或低

估的 “偏年度误差”， 且在首个贸易时间点或时间段尤为明显。 此外， 日历年统计

方式还低估了扩展边际在贸易增长中的贡献率。 就整体情况而言， 忽视 “偏年度

效应” 会引致以下统计误差： 第一，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间出口企业的年均出口增长率

被高估 ５ ３６～８９ ７４ 个百分点， 进口企业的年均进口增长率则被高估 ４ ２ ～ ９３ ３８ 个

百分点； 第二， 对于按月统计的年均贸易增长率而言， 其中出口增长率在前 ７ 个月

中被低估 １１ ７５～７４ ６２ 个百分点， 而在后 ５ 个月中则被高估 ５ ７２ ～ １２８ ７２ 个百分

点， 进口增长率在前 ７ 个月中被低估 ８ ２１～６５ ５１ 个百分点， 而在后 ５ 个月中则被

高估 １７ １１～１０１ １１ 个百分点； 第三， 外贸企业的相对进、 出口规模分别被低估

９ １３～５３ ５４ 个百分点、 ４ ５１～３０ ０４ 个百分点， 而相对进、 出口增长率则分别被高

估 ４ ８３～１６２ ９８ 个百分点、 ５ ３６～８９ ７４ 个百分点； 第四， 视分解维度的不同， 扩

展边际在进、 出口增长中的净贡献率分别被低估 ２８ ８３ 和 ３９ ７８ 个百分点、 １２ ５２
和 １９ １７ 个百分点。

一、 “偏年度误差” 的近似估计： 理论简析

为了更好地理解 “偏年度误差”， 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对其近似估计进行简要

阐述。 此处以出口为例， 假定在某一日历年某企业完整的出口规模为 Ｘ ｆｕｌｌ
ｍ （按满 １２

个月计算）， 而在该日历年其实际出口规模为 Ｘｒｅａｌ
ｍ ， 那么上述两者间的关系可以表

示为 Ｘ ｆｕｌｌ
ｍ ＝ θｍＸｒｅａｌ

ｍ ， 其中， 下标 ｍ 表示开始出口的月份， θｍ 表示月度调整因子， 可

以将月度调整因子 θｍ 进一步表示为：

θｍ ＝ １ － ｒ１２

１ － ｒ１３－ｍ
（１）

其中， ｒ 表示恒定复合月均增长率， 即假定新出口企业数量在不同月份的平均

占比相同。 进而可将 “偏年度误差” 改写成对数差分的形式： β ＝ Δｌｎ Ｘ ｆｕｌｌ
ｔ( ) －

Δｌｎ Ｘｒｅａｌ
ｔ( ) ， 其中 ｔ 表示出口年份。 对于进入出口市场的企业而言， 其出口 “偏年

度误差” 又可写作：

β ＝ ∑
１２

ｍ ＝ １

Ｎｍ

Ｎ
ｌｎ

ｒ１３－ｍ － ｒ１３－ｍ＋１２

１ － ｒ１３－ｍ
æ

è
ç

ö

ø
÷ － ｌｎ

ｒ１２ － ｒ２４

１ － ｒ１２
æ

è
ç

ö

ø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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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Ｎ 表示出口企业的总数量， Ｎｍ 表示在月份 ｍ 出口的企业数量。 假定新进

入出口市场的企业数量的各月占比均相同， 那么当月度复合增长率介于 ０ ～ １０％之

间即 ｒ ∈ １ ０， １ １( ) 时， 上述基于对数差分形式的 “偏年度误差” 可以近似地表

示为：
β ＝ ３ ３６４ － ２ ５４６ｒ （３）

上述是对 “偏年度误差” 一个严格意义的理论分析， 至于中国进出口贸易

“偏年度误差” 的数值量级则有待下文进行系统深入的测度分析。

二、 数据来源与测算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 来考察中国企业与美国进出

口贸易的 “偏年度误差”①。 这一高度细化的微观贸易数据涵盖了企业—产品—出

口目的地 （进口来源地） 三个维度， 翔实记录了通关企业在考察期间的月度信息，
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外贸企业的基本信息， 如企业代码、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联系信息、 企业所有制类型等； 二是产品层面的基本交易信息， 包括贸

易额、 贸易数量、 贸易产品的计量单位、 ＨＳ－８ 分位产品编码等； 三是有关贸易模

式和交易对象的信息， 包括贸易类型、 运输方式以及出口目的地 （进口来源地）
等。 为了确保测算质量， 本文借鉴施炳展 （２０１３） ［６］的做法， 首先对海关贸易数据

进行处理， 剔除了企业名称、 进口来源地、 出口目的地以及产品名称等信息缺失或

存在明显错误的样本。
（二） 测算方法以及处理步骤

在完成对海关贸易数据的处理工作后， 本文借鉴 Ｂｅｒｎａｒｄ 等 （２０１７） 的做法，
对中国外贸企业的 “偏年度误差” 展开测算。 限于篇幅， 此处仅以出口为例， 简

要阐述中美出口贸易统计的 “偏年度误差” 的修正方法以及处理步骤， 进口情形

与此同理。 一是将产品层面的出口贸易额按照年—月这一时间频度加总到企业层

面， 在此基础上分别计算样本企业在日历年统计口径和调整年统计口径下的出口

额②。 二是样本约束与变量构造。 首先， 仅保留新进入出口市场的企业样本。 参照

Ａｌｂｏｒｎｏｚ 等 （２０１２） ［７］的做法， 定义新出口企业为第 ｔ 年未曾出口而在第 ｔ ＋ １ 年开

始出口的企业， 对本文而言即保留 ２００１ 年存在出口交易记录而 ２０００ 年不存在的这

一部分企业。 然后， 根据下文实证研究的需要， 保留至少连续 ４ 年出口且不存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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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采用这一时期的贸易数据进行研究的原因在于， 尽管目前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已更新至 ２０１４ 年， 但其仅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存在月份标识， 对本文而言月份是估算 “偏年度误差” 的一项必不可少的信息。
所谓调整年统计方式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ｙｅａｒ ｂａｓｅ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即根据出口企业进入市场年份中首次存在出口交

易记录的月份， 将始于该月往下顺延的连续 １２ 个月视作一个调整年， 在此基础上重新计算新出口企业的出口

规模， 对于新出口企业接下来年份出口规模的统计依次类推。 举例来说， 假定某一连续不中断的出口企业

从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份开始进入出口市场， 那么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这一段时间即构成一个完整的调

整年。



间间隔的对应日历年和调整年两种统计口径的企业样本， 记为样本一①。 其次， 在

上一步的基础上保留企业识别码、 基于调整年统计口径得到的出口额以及调整年年

份， 然后按照企业—调整年维度重新计算出口平均值， 生成剔除 “偏年度效应”
后的样本， 记为样本二。 接着， 根据企业、 年份这两项识别标志将样本一与样本二

进行匹配合并， 并重新生成基于企业—年份层面的日历年出口额、 调整年出口额以

及与出口的开始、 终止年份等相关时间信息， 继而构造得到进入出口市场的 ４ 个年

份哑变量， 分别表征开始出口的第一、 二、 三、 四年。 最后， 分别生成日历年出口

额、 调整年出口额的对数值， 并通过一阶差分计算得到上述两种不同统计口径的出

口增长率， 同时考虑到样本数据的最后两年即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的出口增长率可能

存在统计误差， 因此对上述时段的观测值进行剔除。 基于上述步骤构建得到的样本

数据， 便可以进行与 “偏年度误差” 相关的测度分析， 具体包括中国企业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间的出口动态 （新出口企业数量的各月平均占比）、 年均出口增长

率、 按月统计的年均出口增长率以及相对出口水平等。

三、 测算结果分析

利用前文构建的数据， 本文将基于进、 出口两个层面， 从贸易额与贸易增长率

的指标角度出发， 对中美两国的进出口贸易统计的 “偏年度误差” 展开测度分析。
鉴于企业的贸易动态差异是引致 “偏年度误差” 的根源， 故本文首先对中国外贸

企业新进入美国市场的时间差异进行分析， 然后计算整体的年均贸易增长率以及按

月统计的年均贸易增长率， 进而构建计量模型并通过参数估计的方式进一步得到企

业的相对贸易额以及相对贸易增长率， 在上述基础上比较各指标按日历年统计方式

以及按调整年统计方式两种不同口径间的差值， 以此度量 “偏年度误差”。
（一） 中国企业的贸易动态差异分析

表 １ 汇总了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间中国参与对美贸易的新企业数量的各月平均占比，
可以发现中国外贸企业的贸易动态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 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 中

国参与对美贸易的新企业数量的平均占比均在 １ 月份处于峰值， 而 １２ 月份的平均

占比则基本处于全年的末端； 第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国参与对美贸易的新企业

数量的月度平均占比出现下降态势。 从 ２ 月份开始， 外贸企业数量的平均占比相比

１ 月份下降了一半左右， 此后直至 ９ 月份前后大体保持稳定， 而 １０ 月份至 １２ 月份

新外贸企业数量的平均占比再次呈下降趋势。 上述特征事实意味着， 中国企业倾向

于在观测期的初始月份参与对美进、 出口活动， 而越到后面月份从事外贸活动的几

率则越低。
由上述分析可知， 中国参与对美贸易的新进、 出口企业数量的平均占比在跨月

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从而采用传统的日历年统计方式可能引致 “偏年度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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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考察期内不少出口企业多次进入或退出出口市场， 因而原始数据存在多重出口片段以及至少存在

一个日历年的时间间隔现象。 本文的数据处理方法能够确保年度出口存在间隔或出口构成一个完整的片段但

少于 ４ 个连续年份的企业均被排除在实证研究样本之外。



的发生。

表 １　 中国对美贸易新企业数量的各月平均占比

（单位：％）
　 　 　 月份

样本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出口 １３ ２７ ６ ９５ ７ ８９ ８ ７３ ８ ０１ ８ ６８ ９ ２９ ８ ５７ ８ ７２ ６ ５３ ６ ９４ ６ ４２
进口 １１ １４ ７ ９２ ９ ０９ ９ ２８ ８ ２１ ８ ２５ ８ ８９ ８ ６９ ８ ９６ ６ ３８ ６ ９２ ６ ２７

（二） 中国进、 出口贸易的 “偏年度误差” 分析

首先， 图 １ 刻画了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中国企业年均进、 出口增长率的整体变化情

况， 均分别对应日历年与调整年两种统计口径。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 按日历年计算

的各个时段的年均进、 出口增长率均高于按调整年计算的结果。 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

间， 按日历年统计方式计算得到的年均出口增长率高达 １２６ ３６％， 而按调整年统

计方式计算得到的年均出口增长率仅为 ３６ ６２％， 两者相差 ８９ ７４ 个百分点； 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年间， 按日历年统计方式得到的年均出口增长率分别

为 ３３ ２８％、 ２０ ０３％， 而按调整年统计方式得到的年均出口增长率则分别为 ２５％、
１４ ６７％， 两者相差 ８ ２８、 ５ ３６ 个百分点。 此外， 从年均进口增长率的计算结果来

看， 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间， 基于日历年统计口径的年均进口增长率介于 １３ ５％ ～
９８ ７８％之间， 而基于调整年统计口径的年均进口增长率则介于 ３ ５７％ ～ １１ ７７％之

间， 两者相差的幅度介于 ４ ２～９３ ３８ 个百分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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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中国对美贸易企业的年均出口、 进口增长率 （单位：％）

资料来源： 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
注： 左、 右图分别表示中国对美贸易企业的年均出口增长率与年均进口增长率， 日历年和调整年分别表示日

历年统计口径和调整年统计口径； 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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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偏年度效应” 的存在， 从而使传统的日历年统计方式显著高估了中国

企业的年均进、 出口增长率， 且在首个贸易时间段最为显著。 随着时间的推移， 日

历年统计方式存在的高估现象有所改观， 但高估幅度仍然不容小觑。
其次， 图 ２ 展示了分别按日历年统计方式与调整年统计方式计算得到的中国企

业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间按月统计的年均进、 出口增长率的变化情况①。 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中国企业按月统计的年均出口、 进口增长率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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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月统计的年均出口增长率采用所有年份－月份出口增长率的均值的离差表示。



采用日历年统计方式得到的年均贸易增长率除了波动性较为剧烈外， 同时还呈现出

以 ７、 ８ 月份为分水岭， 即前 ７、 ８ 个月与后 ４、 ５ 个月的出口增长率出现显著分化

的现象， 这与 Ｂｅｒｎａｒｄ 等 （２０１７） 在考察秘鲁的出口 “偏年度效应” 时的情形类

似。 在前 ７、 ８ 个月中， 中国企业的进、 出口均呈负增长态势， 期间随着月份的推

移负增长的幅度逐步下降； 而在 ８—１２ 月这段时期， 年均进出口增长率则转为正

值， 且随着月份的推移增长率迅猛增加， 与前 ７、 ８ 个月形成鲜明的反差。 采用调

整年统计方式剔除 “偏年度效应” 后， 最明显的变化是外贸企业按月统计的年均

进、 出口增长率的波动性大幅下降， 与日历年统计方式的计算结果相比有以下显著

不同： 一是在前 ７、 ８ 个月中， 对美出口企业在 ２、 ３、 ４、 ５ 这 ４ 个月份的出口增长

率均由负变正， 数值介于 １ ４１％ ～５ ８５％之间， 同时对美进口企业在 ２、 ３、 ４、 ５、
６ 这 ５ 个月份的进口增长率均由负变正， 数值介于 ４％ ～ ８ ４７％之间， １、 ６、 ７、 ８
这 ４ 个月份的出口增长率虽仍为负值， 但较之前的负增长幅度基本有所下降， １、 ７
这两个月份的进口增长率虽仍为负值， 但较之前的负增长幅度同样有所下降， 特别

是 １ 月份， 剔除 “偏年度效应” 前后的出口、 进口增长率差值高达 ７４ ６２、 ６５ ５１
个百分点； 二是在后 ４、 ５ 个月中， 剔除 “偏年度效应” 后， 进、 出口增长率均大

幅下降， 其中， 出口增长率的高估幅度介于 ３２ ４３～１２８ ７２ 个百分点之间， 进口增

长率的高估幅度则介于 １７ １１～１０１ １１ 个百分点之间， 且高估幅度均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加大。 具体而言， 剔除 “偏年度效应” 后， 中国外贸企业在 １０、 １２ 月份的出

口增长率由日历年的高幅正增长变为轻微的负增长， 而 ９、 １１ 月份的出口增长率虽

仍为正值， 但数值显著下降， 降至 ８％以下。 中国外贸企业在 ８、 １０、 １２ 月份的进

口增长率由日历年的高幅正增长变为轻微的负增长， 而 ９、 １１ 月份的进口增长率虽

仍为正值， 但数值显著下降， 均在 ４％之下。
总之， 忽视 “偏年度效应” 会引致在计算按月统计的年均进、 出口增长率时

产生高估或低估的倾向， 这在本节中集中表现为基于日历年统计方式会出现低估前

７、 ８ 个月的贸易增长率以及高估后 ４、 ５ 个月的贸易增长率的现象。
在前文的分析基础上， 接下来通过计量估计的方式进一步探究按日历年统计方

式与调整年统计方式分别得到的企业相对贸易水平之间的差异。 本文根据第二部分

介绍的数据处理步骤， 分别筛选得到 ２ ８３５ 家连续出口不少于 ４ 年的企业样本和 １
３６９ 家连续进口不少于 ４ 年的企业样本， 然后分别采用日历年统计方式、 调整年统

计方式来计算新进出口企业的贸易水平， 并建立如下计量方程：

ｌｎＹｉｔ ＝ ｃｉ ＋ ∑
２

ｎ ＝ ０
δｅｎｔｒｙｉ， ｔ －ｎ ＋ τｉ ＋ εｉｔ （４）

其中， ｌｎＹｉｔ 表示企业 ｉ 在第 ｔ 年出口额或进口额的对数值； ｃｉ 为常数项； δｅｎｔｒｙｉ， ｔ －ｎ 表

示企业 ｉ是否在第 ｔ － ｎ 年开始出口或进口， 若是则赋值为 １， 反之为 ０； τｉ 表示企业

层面的固定效应； εｉｔ 为随机误差项。
表 ２ 报告了对应日历年和调整年两种情形的出口企业和进口企业第一年、 第二

年以及第三年进入出口市场和进口市场的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 可以发现所有估计

系数均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 本文以第四年 （２００４ 年） 为基期， 那么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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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系数的经济含义即表示企业在前三年中的某一年相对于第四年的平均贸易水

平， 由此可以计算得到中国企业出口或进口第一年、 第二年以及第三年相对于基年

的出口、 进口规模及各自对应的增长率 （均采用百分比表示）①， 具体结果依次描

绘于图 ３、 图 ４ 中。
由图 ３ 可以看出， 一方面， 按日历年统计方式得到的第一、 二、 三年的出口额

相比第四年分别低 ８３ ４１％、 ４１ ３２％和 １８ １５％， 而按调整年统计方式得到的第一、
二、 三年的出口额相比第四年则分别低 ５３ ３７％、 ３２ ７５％和 １３ ６４％； 另一方面，
按日历年统计方式得到的第一、 二、 三年的进口额相比第四年分别低 ７２ ２７％、
２５ ５３％和 １２ ６３％， 而按调整年统计方式得到的第一、 二、 三年的进口额相比第四

年则分别低 １８ ７３％、 １４ ２２％和 ３ ５％。 对两者作进一步比较不难发现， 采用日历

年统计方式会造成企业的相对进口规模与相对出口规模的低估， 对于前者低估的幅

度介于 ９ １３～５３ ５４ 个百分点之间， 而对于后者低估的幅度则介于 ４ ５１ ～ ３０ ０４ 个

百分点之间， 且均以第一年尤甚。 接着观察图 ４， 按照日历年统计方式得到的第一

年进、 出口增长率分别高达 １６８ ５３％、 １２６ ３６％， 而采用调整年统计方式修正后，
第一年的实际进、 出口增长率分别大幅下降至 ５ ５５％、 ３６ ６２％， 远低于前者。 此

外， 采用调整年统计方式修正后的第二、 三年的实际进、 出口增长率均明显低于采

用日历年计算方式得到的进、 出口增长率， 显见忽视 “偏年度效应” 会造成高估

相对进、 出口增长率的统计误差。

表 ２　 出口年份对企业出口规模的

影响的估计结果

（１） （２）
日历年 调整年

第一年
　 　 －１ ７９６６∗∗∗ 　 　 －０ ７６２９∗∗∗

（０ ０４１） （０ ０３４２）

第二年
－０ ５３３１∗∗∗ －０ ３９６７∗∗∗

（０ ０３０５） （０ ０２８７）

第三年
－０ ２００３∗∗∗ －０ １４６７∗∗∗

（０ ０２２１） （０ ０２１５）

常数项
１３ １８３４∗∗∗ １３ ２３５７∗∗∗

（０ ０１９６） （０ ０１８１）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１ ３４０ １１ ３４０
可决系数 ０ ３０５ ２ ０ ０９４ ２

注： 括号内数值表示企业层面的聚类稳健性标准

误；∗∗∗ ｐ＜０ ０１。

表 ３　 进口年份对企业进口规模的影响
的估计结果

（１） （２）
日历年 调整年

第一年
　 －１ ２８２５∗∗∗ 　 －０ ２０７４∗∗∗

（０ ０６９２） （０ ０６２６）

第二年
－０ ２９４７∗∗∗ －０ １５３４∗∗∗

（０ ０５１４） （０ ０５５３）

第三年
－０ １３５∗∗∗ －０ ０３５７∗∗∗

（０ ０４２８） （０ ０４５７）

常数项
１２ １９５２∗∗∗ １２ １３７９∗∗∗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５）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５ ４７６ ５ ４７６
可决系数 ０ １３８１ ０ ００５

　 注： 同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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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表 ２ 第 （１） 列的估计结果为例， 若企业在第一年开始出口， 那么根据第一年开始出口哑变量的估

计系数并运用公式 ｅ－１ ７９６６－１＝ －０ ８３４１ 即可计算出新出口企业第一年的出口规模相对第四年低 ８３ ４１％， 其余

年份依此类推， 调整年以及进口情形与上同理。 另外， 相对出口增长率可以运用公式 ｅβｉ＋１－βｉ－１ 计算得到， 其

中 βｉ 表示企业在第 ｉ 年开始出口的哑变量的估计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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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中国对美贸易企业的相对出口、 进口水平 （单位：％）
注： 左右图分别表示中国对美贸易企业的相对出口、 进口水平。

图 ４　 中国对美贸易企业的相对出口、 进口增长率 （％）

注： 左右图分别表示中国对美贸易企业的相对出口、 进口增长率。

四、 扩展分析： 考虑 “偏年度效应” 的中美贸易扩展边际分解修正

随着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 外贸企业的进入、 退出行为

与其贸易扩展边际密切相关①。 与此同时， 贸易扩展边际具有重要的福利涵义， 其

关系到一国的产业结构、 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 鉴于此， 本文从贸易增长分解

的角度， 进一步考察 “偏年度效应” 对中美间贸易扩展边际的影响。 限于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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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异质性企业理论中， 一国的出口增长可以分解为集约边际 （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 与扩展边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 两者合称为出口二元边际。



此处的理论修正方法仅以出口情形为例进行介绍， 进口情形与此同理。 现考虑中国

企业进入、 退出美国市场的如下两种情形。
其一， 假定企业 ｉ 在第 ｔ 年的 ８ 月份开始出口， 按照传统的日历年统计方式仅

将该企业在第 ｔ 年的 ８－１２ 月这一时段识别为新进入企业， 这一忽视 “偏年度效应”
的做法很可能引致扩展边际在出口增长中的贡献被低估。 对此， 按照调整年的统计

方式， 将该企业在第 ｔ 年的 ８ 月份顺延至第 ｔ ＋ １ 年的 ７ 月份这一段时间修正为新进

入企业。 对于各日历年的各月而言， 本文将总出口分解为新出口企业与持续出口的

存活企业两者的贡献， 与此对应的修正公式如下：

Ｅｎｔｒｙｓｈａｒｅｔ ＝
∑ １２

ｍ ＝ １∑ ｊ ＝ ｎｅｗ
Ｘ ｊｍｔ

∑ １２

ｍ ＝ １∑ ｊ
Ｘ ｊｍｔ

（５）

其中， ｎｅｗ 表示某一企业在第 ｔ 年的月份 ｍ 或之前 １１ 个月的任一月份开始

出口。
其二， 假定企业 ｉ 在第 ｔ 年的 ８ 月份中断出口， 那么按照传统的日历年统计方

式仅将该企业在第 ｔ 年的 １—７ 月这一时段识别为退出企业， 上述忽视 “偏年度效

应” 的做法同样可能引致退出企业在出口增长中的贡献被低估。 按照调整年统计

方式的修正做法， 将该企业在中断出口的前 １２ 个月， 即从第 ｔ 年的 ７ 月份倒溯至

第 ｔ － １ 年的 ８ 月份这一段时间重新识别为退出企业。 至于退出企业在出口增长中

的贡献， 可通过统计其在退出月份回溯至前一年的某个月份构成一个完整的日历年

这一段时期的出口额来计算得到， 相应的修正公式如下：

Ｅｘｉｔｓｈａｒｅｔ ＝
∑ １２

ｍ ＝ １∑ ｊ ＝ ｄｉｅ
Ｘ ｊｍｔ

∑ １２

ｍ ＝ １∑ ｊ
Ｘ ｊｍｔ

（６）

其中， ｄｉｅ表示某一企业在第 ｔ年的月份 ｍ ＋ １ 或在接下来的 １１ 个月中的任一月

份中断出口。
表 ４ 和表 ５ 分别列示了中美出口、 进口贸易基于企业、 企业—产品—目的市场

两个不同层面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间的扩展边际的贡献率， 均对应日历年与调整年两

种统计口径。 在表 ４ 和表 ５ 的 Ｐａｎｅｌ Ａ 的第一行中， 采用日历年统计方式分解得到

进入企业、 退出企业以及净进入企业分别对出口和进口增长的平均贡献率。 从中可

以发现， 扩展边际在出口增长中的贡献率相对较低， 其中进入企业的贡献率为

１３ ３３％， 退出企业的贡献率为 ８ ７９％， 而净进入企业对总体出口增长的平均贡献

率为 ３０ ９２％。 至于扩展边际在进口增长中的贡献率， 其中进入企业的贡献率为

１６ ４６％， 退出企业的贡献率为 １１ １７％， 而净进入企业对总体出口增长的平均贡献

率为 ５７ ２７％。 Ｐａｎｅｌ Ａ 的第二行报告了基于调整年统计方式的分解结果。 在修正

“偏年度误差” 后， 进入企业、 退出企业以及净进入企业对出口增长的平均贡献率

分别上升至 １７ ６％、 １０ ７８％以及 ４３ ４４％， 上升幅度介于 １ ９９～１２ ５２ 个百分点之

间； 而在进口的情形中， 进入企业、 退出企业以及净进入企业对出口增长的平均贡献

率分别上升至 ２２ ９６％、 １４％以及 ８６ １％， 上升幅度介于 ２ ８３～２８ ８３ 个百分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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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中国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贡献率

（单位：％）
Ｐａｎｅｌ Ａ： 企业

进入 退出 净进入

日历年 １３ ３３ ８ ７９ ３０ ９２
调整年 １７ ６ １０ ７８ ４３ ４４

Ｐａｎｅｌ Ｂ： 企业—产品—目的市场

日历年 ２４ ３３ １７ ０５ ４９ ０３
调整年 ３２ ２５ ２２ ０７ ６８ ２

表 ５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中国企业进口扩展边际的贡献率

（单位：％）
Ｐａｎｅｌ Ａ： 企业

进入 退出 净进入

日历年 １６ ４６ １１ １７ ５７ ２７
调整年 ２２ ９６ １４ ８６ １

Ｐａｎｅｌ Ｂ： 企业—产品—目的市场

日历年 ３６ ９５ ２５ ７ ８２ ０５
调整年 ４８ ７７ ３３ ０７ １２１ ８３

在表 ４、 表 ５ 的 Ｐａｎｅｌ Ｂ 中， 借鉴 Ｂｅｓｅｄｅš 和 Ｐｒｕｓａ （２０１１） ［８］的做法， 将扩展边

际的分解进一步拓展至企业—产品—目的市场这一三维层面。 在修正 “偏年度误

差” 后， 进入企业、 退出企业以及净进入企业对出口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分别由

２４ ３３％、 １７ ０５％、 ４９ ０３％上升至 ３２ ２５％、 ２２ ０７％以及 ６８ ２％， 上升幅度介于

５ ０２～１９ １７ 个百分点之间。 而从进口增长的分解结果来看， 修正 “偏年度误差”
后， 进入企业、 退出企业以及净进入企业对进口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分别由

３６ ９５％、 ２５ ７％、 ８２ ０５％ 上升至 ４８ ７７％、 ３３ ０７％、 １２１ ８３％， 上升幅度介于

７ ３７～３９ ７８ 个百分点之间。 相比之下， 企业—产品—市场这一三维层面的 “偏年

度效应” 较之企业层面更大。
以上对中美贸易增长的分解结果表明， 传统的日历年统计方式由于未将 “偏

年度效应” 考虑在内， 因此低估了进入企业、 退出企业的作用， 从而引致扩展边

际在贸易增长中的贡献率被低估的问题。

五、 结论性评述

利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的中国海关月度出口数据， 本文对中美进出口贸易统计的

“偏年度误差” 展开测算。 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 考察期内中国企业的进出口动态

在跨月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新进出口企业数量的平均占比均在 １ 月份达到全年

的最大值， 而在 １２ 月份则基本处于最低水平， 随着月份的推移新进出口企业数量

的平均占比基本呈现逐步下降的变化趋势； 第二， 采用日历年统计方式来计算中国

企业的年均进、 出口增长率以及按月统计的年均进、 出口增长率时， 对于前者会出

现显著高估的 “偏年度误差”， 且以首个贸易时间段最为明显， 而对于后者则会产

４４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９ 年第 ８ 期



生低估前 ８、 ９ 个月的贸易增长率以及高估后 ３、 ４ 个月的贸易增长率的统计误差；
第三， 以第 ４ 年作为基期， 采用日历年统计方式来计算中国企业的相对进、 出口额

以及相对进、 出口增长率时， 分别存在明显的低估、 高估现象， 且低估、 高估幅度

最大的年份均落在首个贸易年份； 第四， 采用调整年统计方式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增

长分解的 “偏年度误差” 进行修正后， 扩展边际的贡献率较之采用日历年统计方

式得到的分解结果明显上升， 这说明传统的日历年统计方式由于忽视了 “偏年度

效应” 的存在而引致了扩展边际在贸易增长中的作用被低估。
随着贸易理论和微观数据的日益完善， 近年来探讨企业层面的贸易行为和贸易

动态的实证文献不断涌现。 在考察企业的出口特征方面， 有不少学者发现新出口企

业第一、 二年间的出口增长率呈大幅飙升之势 （Ｅａｔ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９］； Ｌａｗｌｅｓｓ，
２００９［１０］； Ｂｕｏｎｏ ａｎｄ Ｆａｄ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２［１１］； Ａｌｂｏｒｎｏｚ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诸如， Ａｌｂｏｒｎｏｚ 等

（２０１２） 基于阿根廷的数据发现， 新出口企业第一、 二年间的出口增长率高达

１０４％～１９０％； 在本文中， 采用日历年统计方式计算得到的中国出口企业在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年间的整体出口增长率同样高达 １３２ ３４％。 通过比较日历年与调整年两种统

计口径下贸易统计指标的差异， 本文深入揭示了传统的统计方法因对外贸企业的进

入、 退出市场的时间差异未作具体区分， 而笼统按照日历年进行处理这一忽视

“偏年度效应” 的做法极易造成贸易统计指标出现虚高或偏低等失真失实现象。 因

此， 针对新出口企业第一、 二年间的出口规模呈超常规增长这一现象， 本文认为其

本质上可能是一种统计幻象， 需要谨慎看待。
诚如 Ｂｅｒｎａｒｄ 等 （２０１７） 所言， 对 “偏年度效应” 的测度分析虽看似微不足

道， 但 “小问题” 实则具有 “大蕴涵”。 一方面， 本文研究有助于澄清中国企业层

面的进出口事实特征， 并为重新审视贸易理论对现实的解析力度提供了评判标准，
这为构建与中国对美贸易事实相契合的理论分析框架奠定了相应的统计基础； 另一

方面， 本文研究表明指出采用日历年统计方式得到的贸易统计结果往往具有较强的

误导性， 由此带来的直接危害是可能引致对外贸形势的误判进而妨害贸易政策的科

学规划及制订， 这不但与现实情况以及政策实施的初衷背道而驰， 而且最终可能引

致对外贸易波动的加剧甚至危及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 鉴于目前国内外与 “偏年

度误差” 相关的研究尚处于初创阶段， 因此强化这一领域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特

别是探索 “偏年度误差” 的调整修正方法进而评估其政策效应， 以便在未来进一

步完善规范外贸统计标准和方法制度， 应成为加强外贸统计分析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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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ＥＡＴＯＮ，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ＭＡＲＣＥＬＡ ＥＳＬＡＶＡ，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ＫＵＧＬＥＲ， ＪＡＭＥＳ Ｒ， ＴＹＢＯＵＴ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Ｃｏｌｏｍｂｉａ：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Ｃ］．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Ｅｌｈａｎａｎ Ｈｅｌｐ⁃
ｍａｎ， Ｄａｌｉａ Ｍａｒｉｎ，Ｔｈｉｅｒｒｙ Ｖｅｒｄｉｅｒ， ２３１－２７２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１０］ＬＡＷＬＥＳＳ Ｍ Ｆｉｒｍ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９，
７７（２）： ２４５－２５４

［１１］ＢＵＯＮＯ Ｉ， ＦＡＤＩＮＧＥＲ Ｈ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Ｆｒｅｎｃｈ Ｆｉｒｍｓ［Ｒ］． Ｂａｎｃａ Ｄ’ Ｉｔａｌｉ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２，８８０

（责任编辑　 王　 瀛）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Ｙｅａ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ｉｎｏ－ＵＳ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Ｕ Ｈｏｎｇｄｕｏ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ｏｓｈａｎ　 ＬＩ Ｂ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Ｕｓｉｎｇ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１ ｔｏ ２００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ｙｅａｒ ｂｉａｓ ｏｆ Ｓｉｎｏ － ＵＳ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Ｏｕ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１）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ｔｒａｄ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ｆｏｕｎ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ｎｅｗ ｆｉｒｍｓ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ｔｒａｄｅ ｈａｓ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２） 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ｙｅａｒ ｂａｓｅ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ａｄ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ｂｙ
ｍｏｎｔ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ｗｉｌｌ ｂ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ｏｖ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ｂｏｔｈ ｏｖ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ｙｅａｒ
ｂｉ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ｃａｓ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ａｓ ｕｎｄ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ｖｅｎ ｏｒ ｅｉｇｈｔ
ｍｏｎｔｈｓ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ｔｈｒｅｅ ｏｒ ｆｏｕｒ ｍｏｎｔｈｓ． （３） Ｕｓｉｎｇ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ｙｅａｒ 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ｄ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ｂｏｔｈ ｕｎｄ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４） Ａｆｔｅｒ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ａｒ⁃
ｔｉａｌ ｙｅａｒ ｂｉａ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ｗｈｉｃｈ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ｙｅａ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ｕｎｄ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ｏｖｅｒｌｏｏ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ｙｅａ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ｍａｙ ｅａｓｉｌｙ ｌｅａｄ ｔ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ａｓ⁃
ｓｅｓｓｉｎｇ ｉｔ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ｉｃｒｏ⁃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ＳＡ； Ｔｒａｄ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Ｙｅａ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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