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带一路” 建设的中国要素分解
及其外部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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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带一路” 建设的关键在于促进多元共建、 利益共享。 基于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６ 年中国与 “一带一路” 国家的双边经贸数据， 分别从对外贸易、 对外直接投

资和对外承包工程三个方面对参与 “一带一路” 的中国要素进行了分解， 通过面板

回归检验了中国要素与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关系。 结果显示： “一带一路” 倡议明显

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 但前提是要素之间的相互协同， 如果要素之间相互挤

出， 要素投入的作用就会大幅降低甚至被抵消。 当前， 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中国

要素主要是对中贸易，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当地承建工程的增长效应尚不显著。
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又显著改善了沿线国家市场环境， 提高了当地市场效率， 而这

恰是 “一带一路” 国家持续发展的关键。 为了更好地平衡沿线国家短期经济增长和

长期市场秩序扩展的难题， 中国在参与 “一带一路” 时就要强化对外直接投资的引

领作用， 特别是通过出口平台型等投资方式来带动东道国产业链的综合发展， 从而

优化其对外贸易结构。 同时也应注重中国在外承建工程的产业发展效应， 构建多元

化主体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机制， 完善沿线国家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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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１３ 年以来， “一带一路” 倡议从理念走向行动， 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

国家在基础设施、 产能、 金融、 民生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 取得了丰硕成果。 与

此同时， 来自国际舆论的争议也从未中断。 有人质疑 “一带一路” 直接服务于中

国转移国内过剩产能， 忽略了沿线国家的产业发展 （Ｄａｖｉｄ Ｄｏｌｌａｒ， ２０１５） ［１］； 也有

人质疑中国借助 “一带一路” 输出中国模式 （Ｋａｄｉｒａ Ｐｅｔｈｉｙａｇｏｄａ， ２０１７） ［２］， 忽略

了沿线国家的发展实际从而易引发债务危机； 更有甚者质疑 “一带一路” 服务于

中国地缘扩张战略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ｎｄ Ｋｕｒｔ， ２０１６） ［３］， 指责中国借助 “一带一路” 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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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针对上述质疑， 国内专家学者从多个方面进行了回应 （蔡
昉， ２０１７［４］； 苏立君和葛浩阳， ２０１７［５］； 宋瑞琛， ２０１７［６］）， 但是争议并未就此停止。
本文认为， 回应争议的关键在于中国究竟为 “一带一路” 国家带来了什么？ 如果是

正面的促进作用， 其作用机制是什么？ 如果产生了负面影响， 其原因又是什么？ 归纳

现有相关文献， 个案研究较多， 从整体意义上进行定量评价的较少； 研究 “一带一

路” 倡议对中国影响的较多， 对 “一带一路” 建设的东道国效应研究较少。 因此，
本文尝试定量分析中国对 “一带一路” 国家经济的贡献及其作用机制。

本文接下来首先是基于 “一带一路” 的实践， 分别从对外贸易、 对外直接投

资和对外承包工程三个方面对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的中国要素进行了分解， 在

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中国要素输出 （贸易输出、 资本输出和基建能力输出） 对沿

线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作用机制。 考虑到经济增长的复杂性和 “一带一路”
建设的长期性， 本文进一步从市场秩序扩展角度 （包括市场环境和市场效率两个

方面） 考察中国要素输出的外溢效应， 最终理清中国要素之间的协同关系， 发现

“一带一路” 建设的薄弱环节， 提出对策建议。

一、 “一带一路” 的范围界定与建设方式

（一） “一带一路” 的范围界定

“一带一路” 源于历史上连接亚洲、 欧洲和非洲的丝绸之路商业贸易路线。
“一带一路” 不仅涵盖了地理维度上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 沿线国家 （地区）。 “一带一路” 倡议更是一个超越地理概念的、 开放性和

包容性都非常强的合作框架， 任何秉承共商、 共建、 共享原则的国家 （地区） 都

可以参与进来， 本文秉承了这一开放性思路。 但是为了便于分析， 本文选取了地理

沿线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 ４ 个非洲节点国家， 共计 ６９ 个 “一带一路” 国家作

为研究对象 （表 １）。 从经济规模、 发展水平来看， “一带一路” 国家的梯度发展态势

非常鲜明。

表 １　 “一带一路” 国家分类

发展阶段 １ 发展阶段 ２ 发展阶段 ３ 发展阶段 ４ 发展阶段 ５

要素驱动
要素驱动向

效率驱动转型
效率驱动

效率驱动向
创新驱动转型

创新驱动

人均 ＧＤＰ
＜２０００ 美元

人均 ＧＤＰ
（２０００－２９９９ 美元）

人均 ＧＤＰ
（３０００－８９９９ 美元）

人均 ＧＤＰ
（９０００－１７０００ 美元）

人均 ＧＤＰ
＞１７０００ 美元

东帝汶、 柬埔寨、 老挝、
缅甸、 摩 尔 多 瓦、 阿 富
汗、 巴 基 斯 坦、 孟 加 拉
国、 尼泊尔、 叙利亚、 也
门、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
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印度、 埃塞俄比亚、 肯尼
亚、 吉布提 （１８ 个国家）

蒙 古 国、 菲 律
宾、 文 莱、 越
南、 阿 塞 拜 疆、
俄 罗 斯、 乌 克
兰、 不丹、 科威
特、 哈 萨 克 斯
坦、 埃及 （１１ 个
国家）

泰国、 印度尼西亚、 白俄
罗斯、 格鲁吉亚、 亚美尼
亚、 斯里兰卡、 伊拉克、
伊朗、 约旦、 阿尔巴尼亚、
保加利亚、 波黑、 黑山、
罗马尼亚、 马其顿、 塞尔
维亚、 土库曼斯坦、 南非
（１８ 个国家）

马来西亚、 马尔代
夫、 阿 曼、 黎 巴
嫩、 沙 特 阿 拉 伯、
土耳其、 波兰、 克
罗 地 亚、 拉 脱 维
亚、 立陶宛、 斯洛
伐克、 匈牙利 （１２
个国家）

新加坡、 阿联
酋、 巴林、 卡
塔尔、 塞浦路
斯、 希腊、 以
色列、 爱沙尼
亚、 捷克、 斯
洛文尼亚 （１０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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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分类依据来源于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以 ２０１８ 年数据
为准。

（二） “一带一路” 的建设方式

“一带一路” 倡议以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为

主要目标， 涵盖公共领域、 产业领域、 社会文化领域等多个方面的交流合作。 本文

着重从经济视角将中国参与 “一带一路” 的方式分为对外贸易、 对外直接投资和

对外承包工程三大类型。
１ 对外贸易。 长期以来， 中国与 “一带一路” 国家的经贸往来以贸易为主

（方慧和赵胜立， ２０１７） ［７］。 企业采用贸易方式进入这些国家的直接原因在于风险

管理， 例如安全问题导致投资风险较大， 贸易风险则相对有限并且可控。 根据世界

银行数据计算，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中国与 “一带一路” 国家 （地区） 贸易额占这些国

家 （地 区） 对 外 贸 易 总 额 比 重 依 次 为 ９ ９６％、 １０ １６％、 １０ ８７％、 １１ ５６％、
１２ ７２％、 １２ ９９％和 １１ ５６％， 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比重依次为 ２２ ２７％、 ２４ ０３％、
２４ ９３％、 ２５ ２８％、 ２６ １６％、 ２５ １２％和 ２６ ９３％。 目前， 中国与 “一带一路” 国

家的贸易已经超过中国对全球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 贸易结构方面， 中国对 “一
带一路” 国家的出口以机械设备和纺织服装为主， 中国从这些国家的进口则以能

源类、 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公丕萍等， ２０１５） ［８］。
２ 对外直接投资。 ２０１８ 年， 中国对 “一带一路” 国家直接投资超过 ７００ 亿美

元， 直接投资存量超过 １３００ 亿美元， 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由 １ ６０％上升

到了 ９ ５０％ （张艳玲， ２０１８） ［９］。 按照企业与国外实体之间是否产生股权关系， 对

外直接投资又分为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 “一带一路” 国家的产业结构、 劳动力成

本、 投资环境、 技术水平、 文化制度等方面多有不同， 决定了投资方式也应因地制

宜。 在较为发达的 “一带一路” 国家， 中国企业通常采用并购方式， 在较为落后

的 “一带一路” 国家， 特别是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的国家， 中国企业则以绿地投

资为主。
３ 对外承包工程。 据商务部统计数据 （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中国在 “一带一

路” 国家承包的工程已经占据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半壁江山， 合作共建项目近

２０００ 个， 项目融资总额超过 ２５００ 亿美元， 涵盖公路、 铁路、 港口、 机场、 通讯、
城市轨道等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 也有自贸区、 产业园区、 商业孵化器、 综合物流

等平台工程， 中国与 “一带一路” 国家共建的经贸合作区已达 ８２ 家， 入区企业

４０９８ 家， 上缴东道国税费近 ２２ 亿美元， 带动东道国就业近 ３０ 万人。

二、 理论分析： “一带一路” 上的中国要素作用机制

“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对外贸易、 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 分别对应

着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输出、 资本输出和基建能力输出， 三者共同构成了当地

经济增长的外源动力。 但是在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中， 要素发挥作用并非简单的

量的叠加， 要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可能， 同时还会受到外部环境等其他因素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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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要素输出的直接作用

１ 贸易输出。 多数 “一带一路” 国家的外向型特征明显， 长期以来对国际贸

易都非常倚重。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 ２０１７ 年， 贸易依存度在 ２０％以下的 “一
带一路” 国家数量为 ０， 贸易依存度在 ２０％—４０％之间的只有巴基斯坦、 也门、 埃

及、 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等少数国家。 接近半数的 “一带一路” 国家贸易依存度

达到了 １００％， 其中， 捷克、 爱沙尼亚、 马尔代夫、 匈牙利、 越南、 斯洛伐克、 阿

联酋、 新加坡等国家的贸易依存度在 １５０％以上。 随着欧美市场逐渐饱和， 与中国

的贸易往来使得 “一带一路” 国家的资源优势得到继续发挥。
２ 资本输出。 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 资本短缺也是困扰 “一带

一路” 国家的长期难题。 中国的资本输出首先增加了当地的资本存量， 使其物

质资本得以深化。 其次， 中国的资本输出为当地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要素， 使

其自然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开发， 提高了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 扭转了当地的资

本报酬递减趋势。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带动下， “一带一路” 国家有机会建立

自己的工业体系， 加大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和出口力度， 摆脱对自然资源的过度

依赖。
３ 基建输出。 多数 “一带一路” 国家基础设施条件较差， 由于投资规模大、

建设周期长、 利润回报低， 私营资本多不愿进入该领域。 中国的基建输出首先是扩

大了当地市场需求， 带动了就业增长。 基础设施之外， 中国还承建了许多产业园

区、 商业孵化器、 综合物流等项目， 辐射带动了周边区域功能的完善， 能够推动当

地产业和城市的综合发展。 从长远来看， 中国基建输出还优化了 “一带一路” 国

家的投资和贸易环境， 扩大了要素的流通范围， 提高了要素的流通速度， 从而能够

吸引更多企业集聚， 激发新一轮的生产和投资热情， 最终形成要素相互促进、 循环

累积的正向互动机制， 促进当地经济的持续增长。
（二） 中国要素输出之间的相互作用

１ 贸易和投资的相互替代。 贸易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但是贸易并不必然促进

一国的经济增长①。 Ｍｕｎｄｅｌｌ （１９５７） ［１０］认为在关税壁垒条件下， 跨国企业通过对外

直接投资消除了贸易障碍， 实现资本边际收益的均等化。 在投资限制条件下， 资源

禀赋差异也会刺激贸易的产生， 实现商品和要素价格的均等化。 最终， 贸易和投资

相互替代实现一种均衡 （李荣林， ２００２［１１］； 李海龙， ２０１７［１２］ ）。 贸易和投资相互

替代的关系表明， 中国与 “一带一路” 国家贸易增进的同时也可能会挤出投资，
反之亦然。 如果中国从 “一带一路” 国家的进口不能从原材料和初级产品转向工

业制成品， 不能从产品提供者转向市场提供者， 那么中国对 “一带一路” 国家的

贸易和资本输出相互替代的可能性就会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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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古典贸易模型中， 贸易的结果是唯一的， 基于自然资源优势的分工贸易总能符合所有国家的经济利

益。 但是在规模经济主导的现代社会， 国际贸易中存在固有的利益冲突， 贸易的结果是多重均衡， 其中一些

均衡对某些国家有利， 一些均衡则对另外一些国家有利， 详见拉尔夫·戈莫里和威廉·鲍莫尔 （２０１８） ［１５］ 的

文献。



２ 对外直接投资对其他要素的挤出。 根据投资目的， 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分为

水平型、 垂直型、 出口平台型和集聚垂直复合型四种类型， 不同类型投资的效果不

一样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８４） ［１３］。 从水平型投资到垂直型投资意味着从简单的输出低端

产能转向利用东道国的资源优势， 从垂直型投资到出口平台型投资和集聚垂直复合

型投资， 意味着从利用东道国资源优势转向发展东道国的加工制造业， 并在全球价

值链层面提升东道国的产业竞争力 （Ｂｌｏｎｉｇｅｎ， ２００７） ［１４］。 从长期来看， 无论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属于何种类型， 当资本输出累积到一定程度， 产业关联效应都终将带

动产业链上下游的配套投资。 但是在短期， 特别是在产业基础较为薄弱的国家， 如

果中国的资本输出以水平型投资为主， 只是为中国的初级加工产品寻找市场或者利

用当地更为廉价的生产要素， 这就相当于中国资本输出到了东道国的进口替代部

门， 从而会挤出这些国家的贸易。 考虑到 “一带一路” 国家市场规模有限， 中国

资本还可能会挤出第三方国家资本。 此外， “一带一路” 国家薄弱的产业基础决定

了中国企业在当地采购中间品的可能性很小。 由于上述原因， 除非中国的资本输出

达到相当规模， 否则中国资本输出的增长效应很有可能被抵消。
３ 基础设施建设的复杂影响。 基础设施建设对 “一带一路” 国家的意义重大，

但是由于建设周期较长， 中国在当地承建的许多基建工程的短期效果可能有限。 其

次， 尽管中国基建输出的规模很大， 但是多数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的营运方式还

较为初级， 工程导向明显， 拥有海外绿地投资、 并购投资经验的只是少数， 通过

ＰＰＰ 等多元化模式开展海外业务的就更少了。 这就可能会导致一些基建工程的产

业带动效应不足， 无法保证工程完成后的营运收入， 从而影响 “一带一路” 建设

的持续推进。 此外， 随着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 一些国家可能会减少同距离更远的

中国进行贸易或资本往来， 转而寻求与周边互补性更强的国家进行合作， 此时中国

的基建输出对中国资本和中国贸易就存在挤出的可能。

三、 实证检验： 中国要素输出与 “一带一路” 国家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 计量模型

本文使用引力模型检验中国要素与 “一带一路” 国家经济增长的关系。 考虑

到 “一带一路” 建设的长期性和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选取 “一带一路” 国家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共计 ７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 基本模型设定如下：
ＩｎＰｇｄｐｉｔ ＝β０＋β ｊ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ｊｔ＋∑ｍ βｍＸ ｉｍｔ＋ＢＲＩｉｔ＋Ｓｔａｇｅｉｔ＋γｔ＋μｉ＋εｉｔ （１）

其中， 被解释变量 ＩｎＰｇｄｐｉｔ 表示第 ｉ 个 “一带一路” 国家第 ｔ 年的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 为使数据更加平稳并减少异方差问题， 本文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 核心解

释变量 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ｔ 表示中国要素输出的对数化数据， 其中， 下标 ｊ 依次表示中国的贸

易输出、 资本输出和基建输出； Ｘ ｉｍ 为控制变量， 依次控制沿线国家的工业化水平、
城市化水平、 民营化水平和人口规模； ＢＲＩｉｔ 为 “一带一路” 倡议的虚拟变量；
Ｓｔａｇｅｉｔ 为沿线国家发展阶段的虚拟变量； γｔ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 μｉ 代表沿线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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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固定效应； εｉｔ 为随机干扰项。
（二） 指标与数据来源

１ 人均 ＧＤＰ。 为了消除汇率波动、 物价变动等因素， 本文使用 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

美元衡量 “一带一路” 国家的经济增长水平，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
２ 中国要素。 中国要素输出分别使用中国与 “一带一路” 国家的海关货物进

出口总额、 中国对 “一带一路” 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中国在 “一带一路”
国家承包工程总额进行衡量。 其中， 海关货物进出口和在外承包工程数据来源于历

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和国家统

计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历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３ 控制变量。 包括 “一带一路” 国家的工业化水平、 城市化水平、 民营化水

平和人口规模四个变量， 分别使用工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

重、 私营部门国内信贷占 ＧＤＰ 比重和人口总数进行衡量，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公

开数据库。
４ 虚拟变量。 ＢＲＩｔ 为 “一带一路” 倡议的虚拟变量， 鉴于本文所列的 “一带

一路” 国家并非全部加入了 “一带一路” 合作框架， 例如印度。 沿线不同国家参

与 “一带一路” 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有的国家仅仅与中国签订了合作备忘录， 有

的国家则是签订了经贸合作协议并且开展了具体的项目谈判或者已经进入实施阶

段。 此外，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是

否派出国家元首参加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各国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视程度。
综合上述因素， 本文将 “一带一路” 国家划分为深度参与国家 （３８ 个） 和非深度

参与国家 （３１ 个） 以衡量 “一带一路” 倡议的影响。 深度参与国家的值设为 １，
非深度参与国家的值设为 ０。 Ｓｔａｇｅｋ （ ｋ ＝ １， ２， ３， ４） 为发展阶段的虚拟变量， 以

衡量不同发展阶段可能产生的影响。 根据表 １， 若该国处于要素驱动阶段， 则

Ｓｔａｇｅ１ ＝ １， Ｓｔａｇｅ２ ＝ Ｓｔａｇｅ３ ＝ Ｓｔａｇｅ４ ＝ ０； 若该国处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型阶段，
则 Ｓｔａｇｅ２ ＝ １， Ｓｔａｇｅ１ ＝ Ｓｔａｇｅ３ ＝ Ｓｔａｇｅ４ ＝ ０， 依此类推， 若沿线国家属于创新驱动阶

段， 则 Ｓｔａｇｅ１ ＝ Ｓｔａｇｅ２ ＝ Ｓｔａｇｅ３ ＝ Ｓｔａｇｅ４ ＝ ０。
（三） 检验结果

根据上述计量模型， 本文对 “一带一路” 国家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

回归， 分别使用混合效应、 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三种方法进行拟合， 所有回归均采

用以国家为聚类变量的聚类稳健标准差 （以下同）， 同时通过测试时间虚拟变量的

系数联合显著性来检验模型是否包含时间效应。 通过构建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模型，
结果显示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优于混合效应模型、 豪斯曼检验表明固定效

应回归模型优于随机效应回归模型、 综合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和显著性。 本文认为

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较好地拟合了 “一带一路” 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 如前所述，
投入要素并非简单地转化为产出， 考虑到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可能性， 本文在模型

中加入了中国要素的交互项， 并再次进行了系数联合显著性检验和豪斯曼检验， 结

果表明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仍然优于随机效应回归模型。 回归结果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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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检验， 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１） “一带一路” 倡议的虚拟变量系

数非常显著， 深度参与 “一带一路” 倡议的国家人均 ＧＤＰ 增长了 ６％以上， 表明

“一带一路” 倡议确实为许多国家提供了重大发展机遇。 （２） 中国对 “一带一路”
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来源于贸易输出， 也就是对中贸易。 中国与 “一带一路”
国家的贸易额每提高 １％， 当地人均 ＧＤＰ 就能够提高 ４ ８％。 但是， 中国资本输出

和基建输出与 “一带一路” 国家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并不显著， 且资本输出的系

数为负。 （３） 一旦考虑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带一路” 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来

源就变成了中国要素的交互项， 单纯地输出中国要素并不能保证促进沿线国家的经

济增长， 反而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由此可见， 中国的资本输出和基建输出并非不能

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 只是意味着作用前提和作用机制在于要素协同， 包括贸

易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协同、 基建输出和贸易输出的协同， 以及基建输出和资本输出

的协同。 （４） 当加入控制变量之后， 本文发现中国贸易输出的系数明显变小了，
且不再显著， 表明中国向 “一带一路” 国家的贸易输出是通过影响东道国产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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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传导至经济增长的， 只有当双边贸易带动沿线国家的产业成长， 特别是在当前工

业化和民营经济是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分别使用缩尾检验和分样本回归。 “一带一

路” 国家涵盖范围较广， 且类型众多， 异常数据问题可能会给检验带来较大误差。
为了使数据更加平滑， 本文通过缩尾检验将各个变量的 １％和 ９９％分位数范围之外

的数据进行替换 ［模型 （１） 至模型 （３） ］ 和删除 ［模型 （４） 至模型 （６） ］，
从而生成新的平滑数据， 在此基础上重新拟合。 豪斯曼检验表明固定效应模型的拟

合效果较优， 检验结果见表 ３。 对比前后两次回归结果可知， 各个变量的系数大小

及其显著性略有变化， 但是变化幅度不大， 各个变量的系数符号也没有发生显著

变化。

表 ３　 “一带一路” 建设的中国要素分解： 缩尾检验

因变量： 沿线国家人均 ＧＤＰ 固定效应回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核心
解释变量

贸易输出

资本输出

基建输出

贸易输出和
资本输出的交互项

贸易输出和基建
输出的交互项

资本输出和基建
输出的交互项

－０ ００２ 　 －０ ０４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１　 　 －０ ０７７∗ 　 　 　 　 ０ ０１２　 　
（－０ ０８） （－１ ７４） （０ ６５） （－０ ３７） （－１ ７６） （０ ４５）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５

（－２ ２３） （－０ ４５） （－１ ９６） （－１ ６０） （－０ ８７） （－１ ０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６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９６∗∗ ０ ０００

（１ ６６） （－２ ６３） （－０ ２０） （１ ２１） （－２ ２２） （０ ０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２ １１） （１ ５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８∗∗

（３ ０１） （２ ５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１ ８１） （０ ９４）

控制变量

工业化水平

城市化水平

民营化水平

人口规模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２ ７６） （３ ２８） （２ ９２） （２ ９８） （３ ６３） （３ ０４）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９

（１ ５１） （１ ０８） （１ ３４） （１ １４） （０ ７０） （１ １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４ ３４） （５ ００） （４ ４５） （４ １６） （４ ７４） （４ １７）
－０ ４６６∗∗∗ －０ ４８６∗∗∗ －０ ４７３∗∗∗ －０ ５４５∗∗∗ －０ ５７０∗∗∗ －０ ５４５∗∗∗

（－２ ８９） （－３ ０５） （－２ ９０） （－３ ３８） （－３ ６０） （－３ ３０）

“一带一路” 倡议
　 ０ ０６２∗∗∗ ０ ０６０∗∗∗ ０ ０５９∗∗∗ ０ ０６１∗∗∗ ０ ０５８∗∗∗ ０ ０５９∗∗∗

（３ ９７） （３ ８２） （３ ６８） （３ ６４） （３ ３７） （３ ４１）

发展阶段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组内 Ｒ２ ０ ６８ ０ ６９　 ０ ６８　 ０ ６９　 ０ ７０　 　 ０ ６８　

观察值 ２９１ ２９１ ２９１ ２７４ ２７４ ２７４

注： 括号内的值为 ｔ 检验值；∗∗∗、∗∗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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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样本回归方面， 本文根据地理分布将 “一带一路” 国家划分为北线国家和

南线国家两个分样本① ， 回归结果见表 ４。 结果表明， 中国对 “一带一路” 国家的

贡献主要还是来源于要素的协同作用， 如果没有这种协同， 单个要素输出的系数就

会显著下降甚至变为负数， 这一点与上述检验是一致的。 其他多数变量的系数和符

号也与之前没有大的变化， 表明本文的检验结果是稳健的。 但是分样本之间也呈现

出一定的差异， 例如中国的贸易输出系数在北线国家是负数， 在南线国家则是正

数； 基建输出在北线国家是正数， 在南线国家则是负数； 表明中国与南线国家的贸

易结构在当前较为合理， 与北线国家的贸易结构相对单一。

表 ４　 “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中国要素分解： 分样本回归

因变量： 沿线国家
人均 ＧＤＰ “一带一路” 北线 “一带一路” 南线

回归模型
固定效应回归 固定效应回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核
心
解
释
变
量

贸易输出

资本输出

基建输出

贸易输出和资本
输出的交互项

贸易输出和基建
输出的交互项

资本输出和基建
输出的交互项

－０ ０１６ 　 －０ ０４６∗ 　 －０ ０７６∗∗ －０ ０１７ 　 ０ ０５４∗∗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０ 　 ０ ０５５∗∗

（－０ ７９） （－１ ９３） （－２ ４１） （－０ ８１） （２ ５２） （１ ７７） （０ ３９） （２ ４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４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１ ４９） （－２ ３８） （１ ４３） （－２ ７４） （－０ ３７） （－２ ４６） （－０ ２２） （－０ ６５）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５８∗∗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５９∗∗ －０ ０１０

（２ ２４） （２ ４５） （－２ ０８） （－１ １０） （１ ５１） （－１ ４９） （－２ ３２） （－１ ５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２ ５３） （２ ３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２ ４０） （２ １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２ ９６） （０ ４３）

控
制
变
量

工业化水平

城市化水平

民营化水平

人口规模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６６） （０ ６６） （０ ７９） （０ ７４） （１ ５８） （１ ６５） （１ ７７） （１ ５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１ ２４） （１ ２４） （１ ３２） （１ １７） （０ ９８） （０ ６７） （０ ５６） （０ ８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１ ７８） （１ ９０） （２ ０９） （２ ０６） （４ ３１） （３ ６６） （３ ５９） （４ １６）
－０ ５５１∗∗ －０ ５６５∗∗∗ －０ ５９４∗∗∗ ０ ６０６∗∗∗ －０ ４５４∗ －０ ５２３∗∗ －０ ５３７∗∗ －０ ４６８∗

（－３ ３７） （－３ ５６） （－３ ８２） （－３ ８７） （－１ ９０） （－２ ３３） （－２ ２４） （－１ ８５）

“一带一路” 倡议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７∗ ０ ０３９∗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５∗∗

（１ ９７） （２ １６） （２ ０２） （１ ７８） （２ ６１） （２ ８１） （２ ７８） （２ ６０）
发展阶段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组内 Ｒ２ ０ ５３　 ０ ５５ ０ ５５ ０ ５６ ０ ８４　 ０ ８５　 ０ ８５ ０ ８４
观察值 １７４ １７４ １７４ １７４ １６９ １６９ １６９ １６９

注： 括号内的值为 ｔ 检验值；∗∗∗、∗∗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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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线国家主要包括北向的陆路沿线国家 （２９ 个）， 南线国家主要包括海上的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２４
个）， 两条线路共同汇聚于欧洲， 因此北线和南线样本中再分别加上中东欧 １６ 个国家。



四、 扩展分析： 中国要素输出的外部性检验

对于 “一带一路” 国家而言， 中国要素毕竟是一种外部推动力量。 归根结

底， 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依靠本国产业的自主发展， 形成内生的发展动力。 这就

需要发挥中国要素的溢出效应， 对于中国要素主体而言， 这种溢出效应属于一种

外部性。 本文认为这种外部性集中体现为市场秩序的扩展。 市场秩序扩展的内涵

在于市场制度的进步 （哈耶克， ２０００） ［１６］ ， 包括市场环境改善和市场效率提高

两个方面。 为了考察中国要素输出是否有助于激发沿线国家的发展动能， 本文设

定如下计量模型：

ｙ ｉｋｔ ＝ λ０ ＋ λ ｉＩｎＣｈｉｎａ ｉｊｔ ＋ ∑
ｍ
λｍＸ ｉｍｔ ＋ ＢＲＩ ｉｔ ＋ Ｓｔａｇｅｉｔ ＋ γ ｔ ＋ μ ｉ ＋ ε ｉｋｔ （２）

其中， 被解释变量 ｙ ｉｋｔ 表示 “一带一路” 国家的市场秩序扩展指标； Ｘ ｉｍ 表示

控制变量， 依次为工业化水平、 城市化水平、 对外开放水平和民营化水平； 其他

指标的含义和数据来源同上一节， 市场秩序扩展的具体指标和含义如下： （１） 市

场环境， 包括市场的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两个方面。 其中， 硬件环境指的是基础

设施条件， 软件环境指的是市场制度条件， 包括公共治理制度和企业治理制度两

个方面。 （２） 市场效率， 由商品市场效率、 劳动市场效率和金融市场效率构成。
其中， 商品市场效率指的是国内外商品的竞争情况， 劳动市场效率包括劳资关系

的灵活性、 工资弹性、 聘用和解雇方式、 解雇成本等， 金融市场效率包括金融市

场的成熟度、 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情况、 贷款难易程度、 资本流动限制、 投资者保

护等。
上述指标的详细构成和数据均来源于世界经济论坛历年来发布的国际竞争

力报告。 本文使用 “一带一路” 国家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 根

据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模型和豪斯曼检验综合选择最优的回归方法， 通过缩尾删

除和缩尾替代两种方法检验上述回归的稳健性， 回归结果见表 ５ 和表 ６。
结果表明： （１） 中国要素 （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主） 对于改善 “一带一路”

国家市场硬件环境的作用较为显著， 但是对市场软件环境的改善作用不明显。 中

国的贸易输出有助于改善 “一带一路” 国家的市场硬件环境， 对市场软件环境

的改善作用也不明显。 但是当加入控制变量之后， 中国贸易输出与沿线国家市场

硬件环境的相关系数也不显著了， 再次表明贸易是通过沿线国家自身的产业成长

传导的， 尤其是提高工业化水平、 民营化水平、 对外开放水平对于扩展当地市场

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２） 中国的贸易输出改善了沿线国家的劳动市场效率， 但

是对商品市场效率和金融市场效率的改善不明显。 中国的资本输出有助于改善沿

线国家的商品市场效率和劳动市场效率， 但是同样没有改善沿线国家的金融市场

效率。 中国的基建输出则是对商品市场效率、 金融市场效率和劳动市场效率都没

有改善。 市场效率的提高以市场竞争为前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了沿线国家

的市场竞争强度， 同时倒逼沿线国家在税率、 税收、 产业政策、 就业政策等方面

进行革新， 因而提高了沿线国家商品市场效率和劳动市场效率。 中国在与沿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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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增进贸易的同时， 也会逐渐促进沿线国家降低贸易壁垒、 关税壁垒， 提高海关

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提高沿线国家的劳动市场效率。 无论是何种类型的中国

要素输出， 对沿线国家金融市场效率的作用都不明显， 表明中国企业与当地的金

融市场联系较为薄弱，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时更多的还是利用国内和国际资本市

场， 例如通过丝路基金、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融资， 因

而对沿线国家的金融市场没有产生太大影响。 （３） 中国的基建输出对于扩展当

地市场秩序的作用不显著。 本文推测， 中国承建的工程普遍较大、 建设周期较

长， 导致基建输出的效应在短期内未能体现。 这一结果表明， 中国在海外承包工

程时必须注重与投资和贸易活动的结合， 发挥要素的协同作用。

表 ５　 中国要素输出对 “一带一路” 国家的市场扩展效应检验 １

因变量
市场环境

硬件环境： 基础设施 软件环境： 制度条件

回归模型 随机效应回归 随机效应回归

检验方法
原样本检验 缩尾替换 缩尾删除 原样本检验 缩尾替换 缩尾删除

（１） （２） （３） （４） （１） （２） （３） （４）

核心
解释
变量

贸易输出

资本输出

基建输出

０ ０６８∗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３ 　 ０ ０６４∗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４

（１ ９０） （１ ４７） （１ ４４） （１ ３４） （１ ６５） （０ ８３） （０ ５１） （０ ６９）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７

（２ ８９） （２ ３６） （２ ２０） （１ ７５） （１ ３３） （１ １１） （１ ２１） （０ ５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３

（０ ４２） （０ ６２） （０ ６５） （０ ４６） （－０ ０８） （０ ３５） （０ ３４） （０ １０）

控制
变量

工业化水平

城市化水平

对外开放
水平

民营化水平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４∗∗

（１ ０１） （０ ９２） （０ ８３） （１ ７８） （２ ４９） （２ ２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８７） （０ ８８） （０ ８４） （１ ２６） （１ ０８） （１ ０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２ ０１） （１ ９３） （２ ３９） （０ ８４） （０ ６２） （０ ８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２ ０１） （１ ９３） （１ １９） （１ ２０） （１ ４９） （０ ９１）

“一带一路” 倡议
０ １３３∗∗ ０ １２０ ０ １２５∗ ０ １１２ ０ １１９∗ ０ １２４∗ ０ １１４ ０ １０７

（２ ０４） （１ ５３） （１ ６４） （１ ３６） （１ ６６） （１ ７５） （１ ５５）（１ ３９）

发展阶段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组间 Ｒ２ ０ ７７　 　 ０ ８０　 　 ０ ８０　 　 ０ ７９　 　 ０ ４２　 　 ０ ５８　 　 ０ ６１　　 　　０ ６０

观察值 ２８７ ２５９ ２５９ ２４３ ２８７ ２５９ ２５９ ２４５

注： 括号内的值为 ｔ 检验值；∗∗∗、∗∗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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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中国要素输出对 “一带一路” 国家的市场扩展效应检验 ２

因变量
市场效率

商品市场效率 劳动市场效率 金融市场效率

回归模型 随机效应回归 固定效应回归 随机效应回归

检验方法

原样本
检验

缩尾
替换

缩尾
删除

原样本
检验

缩尾
替换

缩尾
删除

原样本
检验

缩尾
替换

缩尾
删除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核心
解释
变量

贸易输出

资本输出

基建输出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２ 　 ０ ０８７∗∗ 　 ０ ０７７∗ 　 ０ ０９１∗∗ ０ ０３５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７
（１ ０１） （０ ７７） （１ ０１） （２ １０） （２ ００） （２ ２４） （０ ６０） （０ ３８） （０ １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２

（２ ７３） （２ ８９） （２ ６４） （１ ７８） （１ ７５） （１ ９４） （０ ６６） （０ ８０） （０ １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４∗∗∗ －０ ０５４∗∗∗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９

（０ ３６） （０ ４３） （０ ２９） （－３ ４０） （－３ ５８） （－３ １４） （０ ９８） （１ ０３） （０ ４５）

控制
变量

工业化水平

城市化水平

对外开放
水平

民营化水平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３∗∗

（３ ０８） （３ ０９） （２ ９７） （０ ４３） （１ ３５） （１ ０９） （１ ５０） （２ ３２） （２ ４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１５） （０ ０７） （－０ ００） （－１ ７６） （－２ １４） （－１ ９０） （０ ３９） （０ ２３） （０ １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３ ２８） （２ ９５） （３ ２２） （－０ ３７） （－０ ５２） （－０ １９） （１ ３０） （１ ０９） （２ １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２ ０８） （２ １５） （１ ６４） （－１ ０９） （－０ ４６） （－０ ４５） （４ ０６） （４ ４８） （２ ７０）

“一带一路” 倡议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４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８ ０ ０５５ ０ ０４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６） （０ １７） （０ ０７） （０ ８５） （０ ３２） （０ ４８） （０ ６３） （０ ５２） （－０ ０２）
发展阶段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７５　 ０ ７５　 ０ ７４　 ０ ５０　 ０ ５０　 ０ ５２　 ０ ４６　 ０ ４６　 　 ０ ４１　
观察值 ２５９ ２５９ ２４６ ２５９ ２５９ ２４１ ２５９ ２５９ ２４６

注： 括号内的值为 ｔ 检验值；∗∗∗、∗∗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五、 结论与对策建议

经过上述依次递进的分析检验， 中国对于 “一带一路” 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

已经得到证实， 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 倡议的确为沿线国家提供了重大发展机遇，
但是增加投入的前提是要素之间的协同， 避免要素的相互挤出。 当前， 中国要素参

与 “一带一路” 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例如， 中国的贸易输出促进了 “一带一

路” 国家的经济增长， 但是在扩展沿线国家市场秩序方面的作用还不明显。 中国

的资本输出有助于扩展 “一带一路” 国家的市场秩序， 但是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

促进作用尚不明显。 中国的基建输出则是在上述两个方面的作用都不显著。 造成这种

情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要素之间的协同机制没能理顺， 要素输出对东道国产业自主发

展的传导机制不够明显。 本文认为优化 “一带一路” 建设的关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 强化对外直接投资的引领作用， 优化双边贸易结构

当前， 中国对 “一带一路” 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原材料和初级制成品

等领域， 对当地产业链上下游的带动作用不明显。 随着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信息

化的发展， 地理位置、 交通条件、 资源禀赋等初始条件对分工的影响越来越小， 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应有选择地进入到出口平台部门， 将一些加工制造业逐渐转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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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国家， 增加当地工业制成品的出口。 这就要求中国企业着眼于在全球

价值链上优化资源配置， 从进口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向进口工业制成品转变， 从最初

的产品提供者向市场提供者转变。 同时强化对外直接投资的引领作用， 以出口平台

型和集聚复合型投资带动双边贸易增长和贸易结构优化， 提高 “一带一路” 国家

的产业自主发展能力。
（二） 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带动效应， 探索多样化的建设方式

中国在 “一带一路” 国家承包的许多工程投资巨大、 建设周期较长、 示范意义

重大， 但也容易导致工程建设追求大而全， 忽略了工程的产业发展效应。 由于许多工

程是依靠国家主权信用获得的融资贷款， 工程完成后的产业发展如果没有跟上， 还易

引起债务风险。 因此从持续发展角度考虑， “一带一路” 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必须稳步

推进， 把握好节奏。 树立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带动原则，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可行性

评价， 形成要素之间相互促进、 循环累积的正向互动机制。 为了实现这一点， 中国企

业还要注重探索多样化的建设方式， 例如通过海外直接投资、 并购投资、 ＰＰＰ 等多

元化模式开展海外业务， 构建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与东道国的利益共同体。
（三） 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 构建多元化的主体合作与竞争机制

长期的经济增长以市场秩序的扩展为基础， 这离不开多元化主体的合作、 竞

争。 “一带一路” 的重心虽然在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合作， 但也欢迎发达经济体

的加入。 因此， “一带一路” 建设过程中必须加强政策沟通， 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

等方式促进跨国界主体之间的合作， 尤其要将欧美发达国家纳入到 “一带一路”
建设体系， 实现多边参与， 共同开发。 此外， “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项目

仍以中国国有企业为主导， 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 产业发展的内容还很不完

备， 限制了中国要素的正向溢出效应， 不利于沿线国家产业链条的充分延伸。 因此

从长远来看， “一带一路” 建设还有赖于民间力量的广泛参与， 这就需要为民营企

业营造更有利的对外投资环境， 包括创造公正透明的竞争环境、 开辟多元化投融资

渠道、 加强政策引导和扶持等， 调动民营企业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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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ｄｒｉｖｅ ｔｈｅ ｈ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ｏｐｔｉ⁃
ｍｉｚｅ ｔｈｅｉ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ｂｕｉｌｄ 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ＢＲＩ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ｒｄ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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