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交出访会影响一国的出口贸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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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借助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 选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中国和 １００ 个贸易

伙伴的数据， 实证检验了中国和贸易伙伴之间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对贸易伙伴

向中国出口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对出口具有溢出效

应； 国家首脑出访、 双边互访、 单边主动出访、 双边访问依次比政府外长出访、 单

边访问、 单边来访、 多边访问对外贸有着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国家首脑、 政府外

长出访对贸易的影响具有国家异质性。 本文的研究为理解国家之间外交和贸易的关

系提供了证据， 为各国通过外交沟通营造和谐的国际贸易环境提供了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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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Ｍｏｏｎｓ 和 Ｂｅｒｇｅｉｊｋ （２０１３） ［１］指出外交在促进国际商业交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外交能够扫除或减少国际交易中由政治不确定造成的障碍。 本文试图研究外交和贸

易之间的关系， 为外交对贸易的促进作用提供理论支撑。 具体而言， 本文检验了中

国 １００ 个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额与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之间的关系。 之所以

把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作为研究的落脚点， 一是因为本文意在引起那些漠视外交

在贸易中有着重要作用的国家的关注； 二是本文仅把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视为一

个典型，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国， 分析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更具有代表性，
也能够镜像说明如果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额受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活动的影

响， 那么贸易伙伴对其他国家的出口额也会受双方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活动的

影响， 从而启示世界各国重视外交在外贸中的作用。

一、 文献综述

关于外交和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包括国际贸易对外交关系的影响、 外交关系对

国际贸易的影响， 国内学者主要定性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蔡洁 （２０１１） ［２］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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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会影响两国的政治关系。 金灿荣和戴维来 （２０１４） ［３］指出尽管中

美两国在产业发展战略等诸多领域具有竞争性， 但是多层次、 多领域、 多级别互动的

对话机制能够化解双方危机， 发挥政治互动在稳定贸易方面的作用。 迟永 （２０１５） ［４］

提出中国与相关国家双边贸易额度或比例的增加可以增加两国外交政策的相似度。
国外学者则主要定量分析外交活动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Ｐｏｌｌｉｎｓ （１９８９） ［５］

构建了一个公共选择模型， 用贸易伙伴双方发生冲突和合作的数据构建外交变量的

指标， 发现进口贸易额显著地受到双方外交活动的影响。 Ｍｏｒｒｉｓｅｔ （２００３） ［６］发现投

资出口促进机构对投资和出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投资促进机构的预算支出每增加

１０％会引起 ＦＤＩ 增长 ７ ５％， 平均每一个海外出口促进机构增加 １ 美元投入， 可以

促使贸易增加 ４０ 美元。 Ｖｏｌｐｅ 和 Ｃａｒｂａｌｌ （２０１１） ［７］用企业层面高度细分的数据研究

发现， 哥斯达黎加的海外出口促进机构有助于差异化产品的内延边际和外延边际的

增长， 但却无助于同质产品和参考价格产品的二元边际增长。 Ｎｉｔｓｃｈ （２００７） ［８］ 使

用 １９４８—２００３ 年美国、 法国和德国的数据发现， 贸易代表团促进了贸易合作， 对

不同国家外贸的影响从 ６％ 至 １０％ 不等。 Ｒｏｓｅ （ ２００７） ［９］、 Ｍｏｏｎｓ 和 Ｂｅｒｇｅｉｊｋ
（２０１３）、 Ｖａｎ 和 Ｙａｋｏｐ （２０１１） ［１０］都基本肯定了大使馆、 领事馆、 贸易代表团、 国

家首脑出访或海外出口促进办事机构等外交活动对贸易的积极影响， 并且大使馆对

外贸的影响更大， 而名誉领事馆对贸易根本没有影响。 但是 Ｇｉｌ 等 （２００８） ［１１］ 的研

究却发现， 西班牙的海外出口贸易机构对贸易的促进效应大于大使馆和领事馆， 并指

出海外区域贸易投资机构能为中小企业提供具体和针对性的服务， 而外交使团由于从

事更广泛的双边事务 （政治、 军事、 文化等）， 往往对企业缺乏针对性的服务。 Ａｉｄｔ
和 Ｇａｓｓｅｂｎｅｒ （２０１０） ［１２］验证了贸易代表团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在不同体制的国家中不尽

相同。 但是也有研究否认了贸易代表团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如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ａｒｔ
（２００７） ［１３］发现贸易代表团对贸易和投资模式几乎没有持久的影响， 因为许多已经宣

布和签署的交易并没有实现。 Ｈｅａｄ 和 Ｒｉｅｓ （２０１０） ［１４］ 发现加拿大的贸易代表团对贸

易的影响微不足道， 虽然加拿大政府与中国签订的销售订单增加了当时的出口总量，
但并没有对其他企业的出口产生长期影响。 这似乎是大多数文献中具有独特结论的研

究成果， 因为大多数研究认为经济外交通常与贸易流量增长有关， 外交引致长期的贸

易、 稳固的关系以及更多的就业机会， 并至少与其中一个贸易伙伴的贸易流有关。
以上研究大都认为外交会促进贸易的发展， 但这些研究主要局限于三个方面：

第一， 两者之间联系的理论基础、 作用机制仍然薄弱。 第二， 受制于研究方法、 样

本或指标选取， 研究结论尚未定论。 国内主要以定性分析方法为主， 鲜有定量方面

的实证研究， 从而缺乏说服力。 国外研究大量使用了定量实证研究方法， 但是样本

主要局限在发达国家层面， 由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经济、 文化、 制度发展水

平存在差异， 往往引致国家的贸易壁垒不同， 因此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外贸对

外交的依赖性可能不同， 在个别样本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不具有一般通用性。 国外研

究主要以大使馆、 领事馆或者海外办事机构作为外交的代理变量。 第三， 以往研究

只限于双边外交和国际贸易的研究， 多边区域性外交和国际贸易的关系极少涉及。
与已有文献相比，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从国家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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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 政府外长出访这一具体行为来衡量外交对贸易的影响， 克服了仅仅以大使馆、
领事馆等作为外交代理变量的限制； 第二， 本文选取中国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

的数据， 用多种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克服了以往研究由于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的单

一而难以保证结论普遍性和稳健性的缺点； 第三， 为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关系经

济学和国际经济学之间关系的研究进一步做铺垫。

二、 理论机制及理论模型

（一） 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影响贸易的理论机制

以 Ｄｅａｒｄｏｒｆｆ （１９９８） ［１５］为代表的学者指出， 冰川贸易成本的存在影响着国家间

的贸易流量， Ｇｒｉｎｂｌａｔｔ 和 Ｋｅｌｏｈａｒｊｕ （２００１） ［１６］指出不但地理障碍影响着两国的交易

成本， 边境、 语言、 法律体系等文化因素也能影响两国贸易的交易成本和贸易流，
Ｐｌｏｕｆｆｅ 和 Ｓｔｅｒｒｅｎ （２０１６） ［１７］进一步指出外交官能解决或降低外贸不确定性风险和

交易成本， 从而稳定市场预期以及市场信任机制的建立。 Ｇｒａｙ 和 Ｐｏｔｔｅｒ （２０１７） ［１８］

指出外交互动有助于解决贸易争端。 本文认为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主要通过

两条机制影响交易成本和贸易流： 第一， 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国家首脑、 政府外

长出访他国能够减少或消除两国的误解、 争议或摩擦， 为两国间贸易提供稳定的

政治背景， 减少不必要的贸易摩擦成本和沉没成本； 第二， 信任机制， 国家首

脑、 政府外长出访能够起到沟通两国民众感情、 增强两国人民互信的作用， 形成

有力的投资预期和创造贸易需求。
１ 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是一国重要的外交活动， 谈判的话题主要集中在政

治、 经济、 人权、 环境保护和文化等领域， 并可能涉及到具体的经济合作、 投资项

目等， 某些在制度、 深层次、 多领域层面影响具体商业关系的障碍， 只有通过国家

首脑、 政府外长之间的具体协商方能解除。 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是国家领导的重要

组成部分， 一些学者研究了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对贸易的影响。 正如 Ｋｏｓｔｅｃｋｉ
和 Ｎａｒａｙ （２００７） ［１９］、 Ｎａｒａｙ （２０１０） ［２０］指出， 国家首脑出访在协助私营部门克服交

易成本以及正式和非正式贸易障碍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为两国自由贸易铺平道

路， 维护和促进本国出口市场的发展。 国家首脑出访活动能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为贸

易和投资提供便利化 （Ｒｏｓｅ， ２００７）。 国家首脑对外出访时还常常伴随着一个由商

界人士组成的高级代表团， 代表团在出访之前已经就商业合作的范围、 合约条款做

了深入的准备， 经过国家首脑之间的沟通、 协调， 往往最终正式签订商业合同。
２ 信任机制

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间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相比函电会晤、 派驻领事馆或大使

馆具有便于沟通的优点， 有利于双方达成建设性的成果。 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

是一项国家重要的公关活动， 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和利益， 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

出国访问需要双方在人力、 物力方面提供大量支持， 并提前对他方国家诉求进行预

期、 预备谈判中可能遇到的难以协调问题的解决预案和谈判筹码、 提前熟悉对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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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繁杂的外交礼仪等， 所以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不远万里出访他国， 充分彰显了双

方建立互信的诚意以及两国相对友好国际关系的预示， 从而增强市场主体对两国政

治关系稳定的信心， 有助于企业形成有利的对外投资预期， 双方互信关系的建立能

减少企业寻找交易对象的信息搜索成本， 鼓励两国贸易。 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

能进一步促进两国民间的交流， 深化人民感情， 增强两国文化乃至产品对双方消费

者的吸引力， 从而创造贸易需求。
（二） 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影响贸易的理论模型

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能够影响包括贸易摩擦成本、 沉没成本、 信息搜索成

本在内的贸易交易总成本， 本文以 Ｄｅａｒｄｏｒｆｆ （１９９８） 的微观模型为基础， 将国家首

脑、 政府外长出访、 两国地理距离、 边境、 语言作为总交易成本的影响因子， 建立

一个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来分析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和贸易之间的关系。 模型

假定： 生产国为 ｉ ， 进口国为 ｊ ， 生产国生产的产品的出口价格为 ｐｉ ， 两国的交易

总成本为 ｔｉｊ （ ｔｉｊ ＞ １）， 进口国 ｊ 的消费者的消费偏好是 ＣＥＳ 形式， 则国家 ｊ 的 ＣＥＳ
效用函数表达为：

Ｕ ｊ ＝ （∑ ｉ
βｉｃｉｊ （σ

－１） ／ σ） σ ／ （σ－１） （１）

σ ＞ ０ 表示不同国家生产的产品之间的常替代弹性， ｃｉｊ 为国家 ｊ 从国家 ｉ 进口的

商品数量， βｉ 是常数。
尽管出口国的出口产品价格为 ｐｉ ， 但进口者除了支付产品的价格之外， 还要支付

进口活动涉及的包括运输、 文化差异、 贸易壁垒等方面的间接交易成本 ｔｉｊ ， 因此在进

口国 ｊ 市场， 消费者支付的实际价格为 ｔｉｊｐｉ 。 ｊ 国所有进口产品的价格指数可表达为：

ｐ ｊ ＝ （∑ ｉ
βｉ ｔ１

－σ
ｉｊ ｐ１－σ

ｉ ） （２）

ｊ 国消费者的预算约束为：
Ｙ ｊ ＝ ｐ ｊｃｉｊ （３）

Ｙ ｊ 表示 ｊ 国的国民收入。
ｊ 国消费者在预算约束条件下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消费， 可得到进口数量：

ｃｉｊ ＝
１
ｔｉｊｐｉ

Ｙ ｊβｉ （
ｔｉｊｐｉ

ｐ ｊ
） １－σ （４）

则出口国的出口价值为：

ｘｉｊ ＝ ｐｉｃｉｊ ＝
１
ｔｉｊ
Ｙ ｊβｉ （

ｔｉｊｐｉ

ｐ ｊ
） １－σ （５）

假定国家 ｉ 的消费者的消费按照 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 形式进行， 使用收入中固定份额

βｉ 的部分用于消费， 这一消费行为可表达为：
Ｙｉ ＝ ｐｉｘｉ ＝ βｉＹｗ （６）

Ｙｉ 表示 ｉ 国国民收入， Ｙｗ 表示世界的国民收入， 从方程 （５） 可以发现 βｉ ＝
Ｙｉ ／ ＹＷ ， 将 βｉ 带入方程 （５）， 可得国家 ｉ 向国家 ｊ 的出口额为：

ｘｉｊ ＝ Ｙ ｊ

Ｙｉ

ＹＷ
ｔｉｊ

－σ （
ｐｉ

ｐ ｊ
） １－σ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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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程 （７） 可以看出一国对贸易伙伴的出口是交易成本的单调函数， 控制其

他条件不变， 交易成本 ｔｉｊ 越大出口价值越小， 交易成本越小出口价值越大。 交易

成本的产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两国的语言越相似， 双方沟通的成本越低； 两国如

果接壤或者距离越近， 则贸易的运输成本越低； 两国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互访的次

数越多， 越能够减少信息搜索成本和不必要的外贸摩擦方面的交易成本。 参照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２１］的类似做法， 把两国贸易的交易成本写为以下函数形式：
ｔｉｊ ＝ （ＶＤＢＬ） －γ （８）

其中， Ｖ 表示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因子， Ｄ 代表两国的地理距离， Ｂ 代表

两国的边境是否接壤， Ｌ 表示两国语言的相似性， γ 表示常数。 将式 （８） 带入式

（７） 可得：
Ｌｎｘｉｊ ＝ ＬｎＹｉ ＋ ＬｎＹ ｊ ＋ ＬｎＹＷ ＋ σγＬｎＹｉ ＋ σγＬｎＶｉｊ ＋ σγＬｎＤｉｊ ＋ σγＬｎＢ ｉｊ

＋ σγＬｎＬｉｊ ＋ （１ － σ）Ｌｎｐｉ ＋ （１ － σ）Ｌｎｐ ｊ

（９）

从方程 （９） 扩展的引力模型可以看出， 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影响着出口

贸易流。

三、 计量模型设计、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 计量模型设计与指标选取

本文根据理论模型 （９） 构建检验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和贸易之间具体关

系的扩展引力模型：
Ｌｎｅｘｐｉｊｔ ＝ α ＋ β１ｄｉｐｉｊｔ ＋ β２Ｌｎｄｉｓｔｉｊ ＋ β３ ｌａｎｇｅｉｊ ＋ β４ｂｏｒｄｅｒｉｊ ＋ β５Ｌｎｃｇｄｐｉｔ

＋ β６Ｌｎｗｇｄｐ ｊｔ ＋ β７ ｔｆｐ ｊｔ ＋ β８ｏｐｅｎｉｔ ＋ εｉｊｔ

（１０）

其中， ｉ， ｊ，ｔ 分别代表中国、 贸易伙伴、 年份， εｉｊｔ 是随机误差项。 模型中各变

量的含义和度量如下。
第一， 被解释变量： ｅｘｐｉｊｔ 是贸易伙伴 ｊ 在 ｔ 年份对中国的出口额。
第二， 核心解释变量： ｄｉｐｉｊｔ 代表 ｔ年份中国 ｉ与 ｊ国之间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访问的

虚拟变量。 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他国是一个国家外交意志、 外交权利的集中体现和

最高代表， 故本文将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作为外交的代理变量。 文中的国家首脑主要包

括国家主席、 总理、 总统和首相， 政府外长特指外交部长， 由于国家政体不同而对国家

首脑和外交部长称谓不同， 本文对于国家首脑和外交部长的选择标准是实际权力而非称

号。 如果在第 ｔ 年， 中国 ｉ 和国家 ｊ 之间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有出访记录， 则 ｄｉｐｉｊｔ 赋值

为 １， 否则赋值为 ０。
第三， 主要解释变量： ｃｇｄｐｉｔ 、 ｗｇｄｐ ｊｔ 分别代表 ｔ 年中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贸易伙伴 ｊ 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ｄｉｓｔｉｊ 代表中国与贸易伙伴 ｊ 的地理距离，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提供了首都之间的距离、

人口加权的距离等几种国家之间距离的测量数据。 其中， 人口加权的距离， 是考虑

到不同国家之间由于存在边境效应， 地理层面上的首都距离会高估距离对贸易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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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障碍， 于是引入了两国的首都城市人口分别在其国家人口中所占的权重进行调

整， 与前者相比， 人口加权的首都距离更适合衡量不同国家之间的距离对贸易造成

的障碍， 本文选取人口加权的距离来衡量中国和贸易伙伴之间的距离。
ｌａｎｇｅｉｊ 、 ｂｏｒｄｅｒｉｊ 分别代表贸易伙伴 ｊ 与中国是否具有共同的官方语言、 是否拥

有共同边界的虚拟变量， 如果是， 则给这些变量赋值为 １， 否则赋值为 ０。
第四， 其他控制变量： ｔｆｐｊｔ 为贸易伙伴 ｊ在 ｔ年的全要素生产率； ｏｐｅｎｉｔ 代表中国在 ｔ

年的市场开放程度， 用中国相应年份的进出口总额与其国民生产总值 ｃｇｄｐ 之比表示。
为减少数据异方差造成的不利影响， 本文对 ｅｘｐｉｊｔ 、 ｃｇｄｐｉｔ 、 ｗｇｄｐ ｊｔ 、 ｄｉｓｔｉｊ 进行了

对数化处理。
（二） 数据来源和变量统计性描述

本文选取 ２０１７ 年对中国出口前 １００ 名的贸易伙伴， 这些贸易伙伴向中国的出口额

占据当年中国进口总额的 ７０ ４％， 其中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额占当年中国进口总额的

５８％。 然后实证检验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中国与这些国家间的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对后

者向中国出口的影响。 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

站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中 “外交动态—外交日程” 板块中记录了中国国

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他国， 他国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来华访问的详细信息， 本文

对此资料经过手工整理， 形成了中国和贸易伙伴间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的数

据； 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额数据来自联合国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 中国、 贸易伙

伴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伙伴的全要素生产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发展指数数据库

（ＷＤＩ）②， 其中，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 １９７８ 年的价格为基期进行平减， 贸易伙

伴的国内生产总值以 ＷＤＩ 提供的以 ２０１０ 年价格为基期调整的实际值来表示； 中国

和贸易伙伴之间地理距离、 语言相似性、 边境等数据来自法国的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③。

表 １　 主要变量统计性描述

变量符号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变量符号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ｅｘｐｉ ｊ ｔ ３ ４９Ｅ＋１０ ３ ４９Ｅ＋１０ ４ ３４Ｅ＋７ １ ９５Ｅ＋１１ ｃｇｄｐｉｔ ８ ０８Ｅ＋１２ １ ３１Ｅ＋１２ ６ １０Ｅ＋１２ １ ０１Ｅ＋１３
ｄｉｐｉ ｊ ｔ ０ ６４４ ０ ４７９ ０ １ ｄｉｓｔｉ ｊ ８ ３８Ｅ＋３ ４ ３３Ｅ＋３ ８ ０９Ｅ＋２ ３ ８４Ｅ＋４
ｃｃｖｉ ｊ ｔ ０ １６４ ０ ３７０ ０ １ ｃｏｍｌａｎｇｅ ０ ０４１ ０ １９６ ０ １
ｃｏｖｉ ｊ ｔ ０ １６１ ０ ３６８ ０ １ ｂｏｒｄｅｒｉ ｊ ０ １１１ ０ ３１３ ０ １
ｗｃｖｉ ｊ ｔ ０ ２８１ ０ ４６９ ０ １ ｔｆｐ ｊ ｔ ０ ５２５ ０ １５４ ０ ２０１ ０ ８９８
ｗｏｖｉ ｊ ｔ ０ ２８１ ０ ４５０ ０ １ ｏｐｅｎｉ ｔ ０ ４８２ ０ ０５８ ０ ３８８ ０ ５４５
ｗｇｄｐ ｊｔ ７ ２４Ｅ＋１１ １ ９６Ｅ＋１２ １ ８３Ｅ＋８ １ ７３Ｅ＋１３ 　 ／ ／ ／ ／ ／

（三） 历年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次数和贸易伙伴对中国的总出口额

从图 １ 可以看出， 除了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间中国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

总次数、 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出访次数大致呈递增趋势，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出现小幅递减

趋势， 并在 ２０１７ 年出现上扬趋势。 图 ３ 显示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额在同期也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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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ｄｔ＿ ６７４８７９ ／ ｗｓｒｃ＿ ６７４８８３ ／ 。
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 （ＷＤＩ）：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ｃａｔａｌｏｇ ／ 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ｐｉｉ ｆｒ ／ ＣＥＰＩＩ ／ ｅｎ ／ ｂｄｄ＿ ｍｏｄｅｌｅ ／ ｂｄｄ ａｓｐ。



相同的变化趋势。 并且， 图 １ 中除了 ２０１２ 年以外， 中国外长出访次数和图 ３ 中贸易

伙伴对中国的总出口额也存在相同的变化趋势。 再结合图 ２ 和图 ３ 也发现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和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总额基本呈现共同变化的趋势。 综合图 １—图 ３，
可以发现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与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额可能存在某种关联。

图 １　 中国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次数 图 ２　 外国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来访次数

图 ３　 贸易伙伴对中国的总出口额

资料来源： 图 １、 图 ２ 数据整理自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官方网站中 “外交动态—外交日程” 中的记
录， 图 ３ 数据来自联合国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

四、 实证检验

（一） 基准回归结果

针对本文的平衡面板数据， 考虑到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不能检验那些不随时间变

化的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缺点， 而某些不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又是一些研究者所

关心的指标， 本文首先用面板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检验， 并进行了各种稳健性检验。
１． 总样本检验结果

表 ２ 第 （１） 列报告了针对全样本的检验结果， 限于篇幅， 本文仅仅报告了核心

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 下文类同不再赘述。 从表 ２ 第 （１） 列可以看到， 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变量 ｄｉｐ 的系数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为 ０ ２５２， 说明了与国家首脑、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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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长不出访相比， 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能够促进贸易伙伴向中国的出口增加

２５ ２％， 即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有利于贸易伙伴向中国出口。 表 ２ 第 （２） －
（４） 列分析了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若干年后对贸易的影响。 实证结果显示， 除

了第 ２ 年以外， ３ 年内发生的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事件仍对贸易伙伴向中国的出

口有着深远的影响， 且滞后第 ３ 年的效应大于滞后第 １ 年和第 ２ 年的效应。

表 ２　 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与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额的基准回归

变量
总样本 ｔ－１ 期 ｔ－２ 期 ｔ－３ 期

贸易伙伴

收入水平

（１） （２） （３） （４） （５）

访问类别
双边

访问

多边访问
Ｇ２０ ＆ＡＰＥＣ ＡＰＥＣ Ｇ２０

（６） （７） （８） （９）

ｄｉｐ （ ｔ） 　 ０ ２５２∗∗∗　 ０ １１３∗∗ ０ ０６９ 　 ０ ２４４∗∗∗ ０ １１６∗ 　 ０ ３４３∗∗∗ －０ ０５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７
（０ ０５） （０ ０６） （０ ０６） （０ ０７） （０ ０６）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０５） （０ ０６）

ｄｉｐ （ｔ－１）
ｄｉｐ （ｔ－２）
ｄｉｐ （ｔ－３）

ｄｉｐ×Ｄｃｎｉ ０ ４６２∗∗∗

（０ １２）

Ｄｃｎｉ ０ ０６２
（０ １９）

ｃｏｎｔｒｏｌ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７２２ ０ ７１１ ０ ７０４ ０ ７３１ ０ ７１２ ０ ７３４ ０ ６６４ ０ ６６３ ０ ６６３
Ｎ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小括号中的值为标准误差； 上述模型中已经控制了
个体－时间维度的控制变量， 限于篇幅， 未汇报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常数项的估计结果。 后表类同， 不再赘述。

２ 贸易伙伴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对贸易伙伴向中国出口

的影响

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与较高的文化和制度障碍有关 （Ｍｏｏｎｓ， ２０１３）， 与

较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贸易、 投资活动可能会遇到更多的贸易障碍， 国家首

脑、 政府外长出访能够扫除或减少国际交易中的障碍， 因此预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

的国家的出口对出访指标更加敏感。 本文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贸易伙伴分为中

低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具体为： 人均收入水平低于 ３ ２２５ 美元的国家为中低收入

国家， 人均收入高于 ３ ２２５ 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 定义二值虚拟变量 Ｄｃｎｉ， 当贸易伙

伴为中低收入国家时， Ｄｃｎｉ ＝ １， 当贸易伙伴不是中低收入国家时， Ｄｃｎｉ ＝ ０。 表 ２
第 （５） 列的检验结果显示， 交互项 ｄｉｐ×Ｄｃｎｉ 的系数在 １％的显著水平为正值， 说

明相对于高收入贸易伙伴， 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对低收入贸易伙伴的出口有更

大的促进作用， 即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对贸易的溢出效应具有国家异质性。
３ 访问类别与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对贸易伙伴向中国出口的影响

访问类别主要包括双边访问、 多边访问。 双边访问是两个国家一对一的专门访

问活动。 多边访问是指多个国家为参加同一国际组织或某个活动而在一个地点会

面， 共同商讨覆盖各国事宜的活动， 本文将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出访 Ｇ２０ 或 ＡＰＥＣ
作为多边访问活动。

表 ２ 第 （６） 列是双边出访的检验结果， 可以发现， ｄｉｐ 的系数在 １％的显著水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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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３４３， 说明了双边访问有利于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 表２ 中第 （７） － （９） 列是针对

多边访问的检验结果， 可以看出各样本层面的多边访问 ｄｉｐ 的系数虽然为负值， 但是均

不显著， 表明多边访问对贸易伙伴向中国的出口无明显的促进效应。 多边访问因谈判主

题涉及多方利益而难以调和， 且谈判结果难以由各国严格执行， 所以经常不能高效且令

人满意地解决参与方共同面临的国际贸易问题， 短期内对贸易难以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宋伟 （２０１５）［２２］曾指出， 多边外交可以营造一种良好的政治氛围， 但由于涉及国家较

多， 利益关系比较复杂， 对实质性推进国家间关系的作用并不明显， 而双边外交具有一

定的选择性和针对性。
４ 国家首脑、 政府外交部长出访对贸易伙伴向中国出口的影响

Ｐｌｏｕｆｆｅ 和 Ｓｔｅｒｒｅｎ （２０１６） 发现， 外交代表团的级别对优惠贸易协定的形成有

着重要影响， 高级别的外交代表团具有更多的资源和权限来解决优惠贸易协定拟定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更加有利于优惠贸易协定的达成。 高级别出访意味着出访国和

接待国都需要花费更多的成本来组织出访和接待工作， 并且高级别出访官员具有更

多的资源和官方授权的优势， 因此， 高等级的出访更能促进双边合作。 本文将国家

领导出访 ｄｉｐｉｊｔ 细分为国家首脑和政府外长两种类型， 并针对两种类型的国家领导

出访数据进行检验， 具体细分类别如下。
ｃｃｖｉｊｔ 是第 ｔ 年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对 ｊ 国出访的虚拟变量， 如果有出访记录， 赋予

ｃｃｖｉｊｔ 值为 １， 否则赋值为 ０。 ｃｏｖｉｊｔ 是第 ｔ 年中国外交部长对 ｊ 国出访的虚拟变量， 如果有

出访记录， ｃｏｖｉｊｔ 赋值为 １， 否则赋值为 ０。 ｗｃｖｉｊｔ 是第 ｔ 年 ｊ 国国家主席、 总理、 总统或首

相对中国出访的虚拟变量， 如果有出访记录， ｗｃｖｉｊｔ 赋值为 １， 否则赋值为 ０。 ｗｏｖｉｊｔ 是第 ｔ
年 ｊ 国外交部长对中国出访的虚拟变量， 如果有出访记录，ｗｏｖｉｊｔ 赋值为 １， 否则赋值为 ０。

由表３ 第 （１）、 （３） 列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ｃｃｖ 和ｗｃｖ 的系数都在１％的显著水平为

正值； 而第 （２）、 （４） 列的检验结果显示， ｃｏｖ 和 ｗｏｖ 的系数尽管都显著， 但都分别小

于 ｃｃｖ 和 ｗｃｖ 的系数。 表明国家首脑相比政府外长访问更有利于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

表 ３　 访问级别、 访问程度、 访问方向与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额的基准回归

变量
国家首脑、 政府外长访问

访问程度 访问方向
单边

访问

双边

互访

单边

出访

单边

来访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ｃｃｖ 　 ０ ２４８∗∗∗ 　 ０ ２３５∗∗∗

（０ ０６） （０ ０６）

ｃｏｖ 　 ０ １５４∗∗∗ ０ １３３∗∗

（０ ０６） （０ ０６）

ｗｃｖ 　 ０ ２９４∗∗∗ 　 ０ ３１１∗∗∗

（０ ０６） （０ ０６）

ｗｏｖ 　 ０ １０８∗∗ 　 ０ １１３∗∗

（０ ０５） （０ ０５）

ｄｉｐ 　 ０ ２０３∗∗∗　 ０ ２３３∗∗∗ 　 ０ １０１∗ 　 ０ １１４∗∗

（０ ０５） （０ ０７） （０ ０６） （０ ０５）
ｃｏｎｔｒｏｌ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６６９ ０ ６６９ ０ ７１７ ０ ６８８ ０ ６７２ ０ ７３７ ０ ７０４ ０ ６７０ ０ ６６２ ０ ７００
Ｎ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注： 同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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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还探讨了同一年中同时发生国家首脑和政府外长访问时， 两者对贸易是否

会同时发生作用及两者的作用方向。 由表 ３ 中第 （５） 列结果可以看出， ｃｃｖ 的系数

在 １％的水平显著为 ０ ２３５， ｃｏｖ 的系数在 ５％的水平显著为 ０ １３３， 说明当同一年中

有国家首脑访问 ｃｃｖ 时， 中国政府外长访问 ｃｏｖ 对贸易伙伴向中国出口额的影响仍

然显著。 第 （６） 列使用贸易伙伴国家出访数据进行检验， 仍然得出类似的结论。
每次出访不是独立的事件， 国家首脑和政府外长访问所谈判的主题是连续而又相关

的， 起到了相互铺垫或延伸的作用， 以更好地保证访问目标的实现。
５ 访问程度、 访问方向与国家首脑出访对贸易伙伴向中国出口的影响

根据国家首脑访问程度分为单边访问、 双边互访。 单边访问指在 ｔ 年仅仅只有

中国国家首脑曾经出访过贸易伙伴， 而不存在贸易伙伴国家首脑出访中国的情况；
或者相反， 仅仅只有贸易伙伴国家首脑出访中国， 而无中国国家首脑出访贸易伙伴

的情况。 在单边访问中， 根据访问方向不同又分为单边出访和单边来访。 前者指中

国国家首脑出访贸易伙伴， 后者指贸易伙伴国家首脑出访中国。 双边互访是在 ｔ 年
既有中国国家首脑出访贸易伙伴， 又有贸易伙伴国家首脑出访中国的情况。

表 ３ 第 （７） 列的检验结果显示， 单边访问的系数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为

０ ２０３， 说明单边访问有利于贸易伙伴向中国的出口。 第 （８） 列检验结果显示，
双边互访的系数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为 ０ ２３３， 大于单边访问的系数 （０ ２３３ ＞
０ ２０３）， 说明双边访问对贸易的溢出效应大于单边访问。 由于双边互访比单边访

问的访问程度更深， 更容易就贸易、 投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因而贸易伙伴对中国

的出口额随两国访问程度的加深而增加。
表 ３ 第 （９） 列单边出访的系数在 １０％的显著水平上为 ０ １０１， 第 （１０） 列单

边来访的系数在 ５％的显著水平上为 ０ １１４。 尽管两者的系数差异并不太大， 但是仍

然可以发现国家首脑来华访问比中国首脑出访更能促进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

（０ １１４＞０ １０１）， 从而说明主动出访他国比被动地接待他国访问对本国出口贸易的促

进效应更大。 通常， 对于发生出访行为的国家， 在协调两国国际贸易关系方面往往具

有更大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建性， 其国家首脑出访通常更有利于自身的出口。
（二） 稳健性检验

１ 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

贸易量和国家首脑出访由于反向因果关系引致的内生性问题， 还可以通过工具

变量法来解决。 Ｒｏｓｅ （２００５）、 Ｎｉｔｓｃｈ （２００７） 都曾使用两国间相互对旅客的吸引

力作为 “外交代表团” 或 “国家首脑出访” 的工具变量。 因为两国间相互对旅客

的吸引力是外生变量， 不会影响双边贸易量， 两国间互相对旅客的吸引力会影响国

家首脑对出访目的地的选择。 本文选择样本期间， 中国历年接待贸易伙伴旅游人次

的对数值、 贸易伙伴历年接待中国旅游人次的对数值作为 “国家首脑出访” 的两

个可选择工具变量。 相应旅游人次数据来自世界旅游组织 （ＵＮＷＴＯ） 发布的 《旅
游统计年鉴》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本文实证检验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首先检查工具变量 ＩＶ 和国家首脑出访变量的相关性， 检验结果显示各个回归的 Ｆ
统计量均远远大于 １０， 说明工具变量对国家首脑出访具有良好的解释能力；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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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分样本层面， 本文同时使用两个工具变量来克服内生性问题， 然后用 Ｈａｎｓｅｎ
ｔｅｓｔ 进行过度识别检验， 相应样本层面的检验结果均大于 ０ ０５， 从而没有拒绝原假

设， 证实了相应样本层面选择的工具变量是外生的； 然后使用 Ｄｕｒｂｉｎ－Ｗｕ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内生性的严重性， 显示 ｐ 均小于 ０ ０５， 说明了使用工具变量的必要性。 表 ４
和表 ５ 报告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第二阶段的检验结果， 可以发现各列检验结果虽

然在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方面有所变化， 但是并没有改变前文的研究结论。

表 ４　 国家首脑出访与伙伴国家对中国出口额－ＩＶ工具变量法

变量

总样本 访问级别 访问程度

首脑出访
中国国家

主席、 总理
中国外长

外国国家
主席、 总理

外国外长 单边访问 双边互访

ｄｉｐ 　 ０ ７７８∗∗∗ 　 ０ ６１３∗∗∗ 　 ０ ９２７∗∗∗

（０ １５） （０ ２３３） （０ １７）

ｃｃｖ 　 ０ ４４４∗∗∗

（０ １１）

ｃｏｖ 　 ０ ３８４∗∗

（０ １８）

ｗｃｖ ０ ４３０∗∗∗

（０ １１）

ｗｏｖ 　 ０ ２６０∗∗∗

（０ ０７）
Ｈａｎｓｅｎ ｔｅｓｔ ／ ０ １０ ０ １３ ０ １３ ０ １２ ／ ０ １２
Ｄ－Ｗ－Ｈ ｔｅｓｔ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０ ０ ０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７６３ ０ ６７１ ０ ６７５ ０ ７２８ ０ ６９１ ０ ６５０ ０ ６７３
Ｎ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注：∗∗∗、∗∗分别表示 １％、 ５％的水平显著。

表 ５　 国家首脑出访与伙伴国家对中国出口额－ＩＶ工具变量法

变量
访问方向

单边出访 单边来访

访问类别

双边访问
多边访问

Ｇ２０＆ＡＰＥＣ

贸易伙伴
收入水平

ｄｉｐ
－０ ０８７ ０ １５５∗∗ ０ ６９４∗∗∗ －４ １８ ０ ２３０∗∗∗

（０ １１） （０ ０８） （０ １３） （３ ６７） （０ ０３１）

ｄｉｐ×Ｄｃｎｉ ０ １０１∗∗

（０ ０５）

Ｄｃｎｉ ０ ０３３∗∗∗

（０ ０１）
Ｈａｎｓｅｎ ｔｅｓｔ ０ １７ ０ １７ ０ ２０ ／ ０ ２２
Ｄ－Ｗ－Ｈ ｔｅｓｔ ０ ０４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４ ０ ０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６００ ０ ７００ ０ ７６５ ０ ６４ ０ ７１０
Ｎ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注：∗∗∗、∗∗分别表示 １％、 ５％的水平显著。

２ 动态系统 ＧＭＭ 检验

本模型还可能存在其他内生变量， 考虑到国家首脑出访对贸易的影响存在延续

性， 动态系统 ＧＭＭ 检验方法又具有能较好解决多个内生解释变量引致的内生性问

题以及从变量内部方便寻找工具变量的双重优点， 本文用动态系统 ＧＭＭ 进行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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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检验， 检验结果见表 ６ 和表 ７， 可以发现检验结论仍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表 ６　 国家首脑出访与伙伴国家对中国出口额—系统 ＧＭＭ

变量

总样本 访问级别 访问程度

首脑出访
中国国家

主席、 总理
中国外长

外国国家
主席、 总理

外国外长 单边访问 双边互访

Ｌ ｌｎｅｘｐ 　 ０ ３１７∗∗∗ 　 ０ ２７４∗∗∗ 　 ０ ５４７∗∗∗ 　 ０ ３２８∗∗∗ 　 ０ ３８４∗∗∗ 　 ０ １９７∗∗∗ 　 ０ ２９４∗∗∗

（０ ０５）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３）

ｄｉｐ ０ ２３２∗∗∗ ０ ２０５∗∗∗ ０ ７２４∗∗∗

（０ ０７） （０ ０４） （０ ０４）

ｃｃｖ ０ ５８３∗∗∗

（０ ０７）

ｃｏｖ ０ ２３２∗∗∗

（０ ０５）

ｗｃｖ ０ ７６７∗∗∗

（０ １１）

ｗｏｖ ０ １１６∗∗∗

（０ ０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Ｐ （ＡＲ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Ｐ （ＡＲ２） ０ １７ ０ ２９ ０ ３２ ０ １７ ０ ０７ ０ １５ ０ ２８

Ｓａｒｇａｎ ／ Ｈａｎｓｅｎ
ｔｅｓｔ ０ ２２ ０ １１ ０ ５３ ０ ０８ ０ ３２ ０ ０９ ０ ０８

Ｎ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注： ∗∗∗表示在 １％的水平显著。

表 ７　 国家首脑出访与伙伴国家对中国出口额—系统 ＧＭＭ

变量
访问方向

单边出访 单边来访

访问类别

双边访问
多边访问

Ｇ２０＆ＡＰＥＣ

贸易伙伴
收入水平

Ｌ ｌｎｅｘｐ ０ ３１３∗∗∗ ０ ３４８∗∗∗ ０ ２６５∗∗∗ ０ ４８１∗∗∗ 　 ０ ３２３∗∗∗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３） （０ ０５） （０ ０１）

ｄｉｐ ０ １６９∗∗∗ ０ １９２∗∗∗ ０ ３５７∗∗∗ ０ １１６ ０ ３２８∗∗∗

（０ ０３） （０ ０２） （０ ０５） （０ ０８） （０ ０２）

ｄｉｐ×Ｄｃｎｉ ０ ０６７∗∗∗

（０ ０２）

Ｄｃｎｉ ０ ２７７∗∗∗

（０ ０３）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ｃｏｎｔｒｏｌ 是 是 是 是 是

Ｐ （ＡＲ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Ｐ （ＡＲ２） ０ １１ ０ ０６ ０ ２１ ０ １５ ０ １８

Ｓａｒｇａｎ ／ Ｈａｎｓｅｎ ｔｅｓｔ ０ １２ ０ １１ ０ ３３ ０ ４５ ０ ５８
Ｎ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注：∗∗∗表示 １％的水平显著。

３ 控制期初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额缓解内生性

借鉴宋凌云和王贤斌 （２０１３） ［２３］对内生性的处理方法， 在基准模型中加入期初贸

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额作为额外控制变量。 如果国家首脑出访是根据其历史贸易额而

选择出访次数， 即双方首脑可能会因为历史贸易额较少而增加出访， 以便开拓国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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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或进口更多的重要物资， 如果这些反向因果关系非常严重的话， 则控制样本期的出

口额后， 可能无法观察到国家首脑出访会提高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额的事实。 相反，
如果实证结果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则说明这种反向因果关系可能不太严重， 结论仍

然是稳健的。 控制了期初 （２０１０ 年） 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额后， 发现各个出访指

标的系数虽然都有所减少， 但是各系数符号的方向和显著性都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说明控制期初的贸易额缓和了内生性后， 本文的结论仍然没有发生变化①。

４． 控制经济周期的影响

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额还可能与经济周期有关， 本文借鉴 Ｅｓｌａｖａ （２０１３） ［２４］

的做法， 用相应年份世界经济 ＧＤＰ 的增长率作为时间固定效应， 但是结论仍然没

有实质性变化②。
５ 安慰剂检验

样本中， 中国与不同贸易伙伴国家首脑出访的次数存在较大的差异， 这就为安

慰剂检验提供了可能。 本文根据出访次数， 分为高出访贸易对和低出访贸易对， 具

体的划分依据是： 如果在第 ｔ 年， 中国和国家 ｊ 的任何类型的首脑出访指标的次数

值 ｘ ｊｔ 满足： ｘ ｊｔ ＞ ∑ ｎ

ｊ ＝ １
ｘ ｊｔ ／ ｎ ， 其中， ｎ代表国家数量， 即个体出访指标值大于其同类

平均值时， 则该贸易对是高出访贸易对； 反之， 该贸易对是低出访贸易对。 如果这

些低出访贸易对的出访指标都不显著， 就说明较少的出访对贸易伙伴向中国的出口

没有扩张作用， 间接验证了高频率的出访才会对贸易有扩张作用。
检验结果表明， 在高出访贸易对中， 出访的系数方向与基准回归一致， 且在那

些出访指标显著的检验结果中， 出访系数比基本回归中的系数略大， 进一步强调了

国家首脑出访对贸易伙伴向中国出口的扩张作用； 但低出访贸易对中， 出访的系数

都不显著， 验证了只有出访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对贸易伙伴向中国的出口有扩张作

用， 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③。

五、 结论与建议

本文旨在研究以国家首脑出访为代表的外交活动对贸易的影响， 在细分访问等

级、 访问程度、 访问方向、 访问类型、 国家收入水平维度上对外交活动对贸易的影

响进行了深入探讨， 研究结果表明， 国家首脑出访可以产生贸易创造效应， 其中，
首脑出访、 双边互访、 单边主动出访、 双边访问、 中低收入贸易伙伴的访问活动依

次比政府外长出访、 单边访问、 单边来访、 多边访问、 高收入贸易伙伴的访问对外

贸有着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本文得到的启示如下： 第一， 外交访问能直接化解两国的经济政策分歧、 扩大

共识、 增进互信， 进而扫除国际贸易障碍而直接促进对外贸易投资活动。 外交也能

通过对他国消费者建立起的信任机制创造贸易需求， 在全球经济深度融合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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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国家对外政治、 经济政策的调整都会对国内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产生影

响， 那种置对方国家利益于不顾的单边主义行为不但破坏了世界贸易秩序， 而且会

伤害两国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感情、 从而恶化本国的贸易环境并危及自身国家的经贸

利益。 第二， 提示国家间应当在遵守国际贸易规则的基础上， 充分利用国家首脑在

外交谈判中的威信、 政治权利和社会影响力而进行主动、 互动的外交谈判。 第三，
多边主义外交往往意味着低效率以及合作流于形式， 对于实质性推进国家间政治和

经贸关系的作用并不明显， 而双边外交在协调双边关系方面更有效率和可操作性。
鉴于此， 中国的外交应该增强双边外交的战略导向， 不能过分夸大多边区域一体化

外交战略的积极作用。 同时， 基于如今的多边外交活动还难以发挥贸易创造效应，
呼吁国际社会要继续对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分歧在秉持开放、 包容、 透明原则基础上

进行沟通和协调， 并鼓励私人部门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中的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 以

探索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新模式。 第四， 外交对贸易的影响力还取决于贸易伙伴的

经济发展水平， 贸易伙伴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伴随着较高的文化和制度壁垒，
因此与较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贸易、 投资活动会遇到更多的贸易障碍。 鉴于中国

与中低收入国家间的外交的贸易创造效应较强的事实， 建议中国政府的经济外交应

多关注具有巨大市场准入壁垒的发展中国家， 通过外交沟通降低中国企业进入发展

中国家市场时面临的文化和制度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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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ｕ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ｃａｎ ｂｅ ｍａｄｅ：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ｈｅａｄ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ｖｉｓｉｔｓ ｈａｖｅ ｍｏｒ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ｔｈａｎ ｌｏｗ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ｈｅａｄ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ｖｉｓｉｔｓ；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ｖｉｓｉｔｓ ｈａｖｅ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ａｎ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ｖｉｓｉｔｓ；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ｃｔｉｖｅ ｖｉｓｉｔｓ ａｌｓｏ ｈａｖｅ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ａｎ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ｖｉｓｉｔ；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ｖｉｓｉｔｓ ｈａｖｅ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ａｎ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ｖｉｓｉｔｓ Ａｄ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ｈａｓ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
ｔｙ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ｈａｖｅ ｐａｓｓｅ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ｅａｄ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Ｖｉｓｉｔ；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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