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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生存持续期
及其决定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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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联合国服务贸易数据库并结合生存分析方法， 实证考察了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联系的生存状况及其决定因素。 测算研究发现： （１） 中

国服务贸易出口的生存持续期较短， 仅占整个观测期的 １ ／ ３ 左右； 从生存概率来

看，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生存状况与货物贸易相比缺乏稳定性， 其既不存在负时间

依赖特征， 也不存在生存时间门槛， 在观测期内一直处于持续衰减状态。 （２） 中

国不同服务行业的出口生存状况存在一定的差异， 传统服务业的出口生存持续期与

生存率基本优于新兴服务业。 （３） 从跨国比较来看，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整体的生

存状况基本介于欧美发达国家与亚洲国家之间。 实证研究表明， 首次出口额、 出口

市场和出口产品多元化、 出口经验等因素对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联系的生存状况均

存在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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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世界各国经济日益融合， 国际分工协作逐渐从传

统的制造环节向生产性服务业等高端环节延伸， 进而引发了全球新一轮的经济结构

调整与升级， 从而带动了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 使其成为了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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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 服务贸易已成为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牵

引力量， 商务部等多个国家部委联合发布的 《服务贸易发展 “十三五” 规划》 明

确指出， 要夯实服务贸易产业基础， 着力增强服务出口能力， 扩大服务贸易规模，
进一步巩固中国的服务贸易大国地位。

保持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平稳发展是实现 “十三五” 规划战略目标的前提基

础， 只有切实提高中国与出口目的市场服务贸易联系的稳定性， 才能确保中国服务

贸易出口的稳步增长。 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 往往暗含着贸易关系一旦确立便保持

不变这一假定， 上述假定不但有悖于现实， 而且使得贸易总量和贸易结构分析在短

期内难以提供更多的洞见。 鉴于此， 亟需转换另一种视角来审视中国服务贸易出口

联系生存状况的动态演变， 并将中国置于跨国比较视角下进行研究， 方能更加深入

地揭示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在上述基础上， 对中国服务贸易出

口的生存持续期的决定因素进行深入的实证考察， 也有助于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以

及政府稳出口增长政策的落实提供相应的思路启迪。
目前国内与服务贸易相关的研究普遍局限于探讨中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 出口

潜力以及贸易结构等方面 （庄惠明等， ２００９； 陈虹和章国荣， ２０１０； 周念利， ２０１０；
余道先和刘海云， ２００８）， 与此同时， 对中国出口贸易生存持续期的研究则基本集中

于货物贸易层面 （邵军， ２０１１； 陈勇兵等， ２０１２； 冯伟等， ２０１３； 舒杏等， ２０１５； 毛

其淋和盛斌， ２０１３）， 迄今为止尚未有学者关注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生存状况。 为弥

补上述不足， 笔者将原先应用于医学生物领域的生存分析方法引入到中国服务贸易出

口的研究之中， 利用联合国服务贸易数据库提供的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的微观统计数据，
从整体以及分行业等层面刻画了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联系的生存特征， 并与全球部分代

表性国家进行横向比较， 在上述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分析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持续期

的决定因素， 一方面为深入理解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生存持续能力提供直观的经验

证据， 另一方面则为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政策的调整实施提供决策参考。

一、 生存分析法

（一） 数据处理

服务贸易出口联系持续期可以定义为来源国出口某一服务产品到某一目的市场

直至退出该市场所经历的完整时间段， 中间不存在任何时间间隔。 笔者使用联合国

服务贸易数据库的数据来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持续期展开测算并进行跨国比较，
该数据库由联合国统计司根据各国统计部门、 央行以及欧共体统计办公室的服务贸

易流量统计数据并基于 ＥＢＯＰＳ２００２ 规格汇总编制而成， 其涵盖了出口来源地－出口

目的地－行业 ３ 个维度， 具体包含了全球约 ２００ 个进、 出口国家 （地区） 以及运输

等 １１ 个服务行业， 样本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笔者对数据的处理有两点需要

交代： 一是数据删失问题。 一个出口贸易联系的持续时间段可能早于或者晚于所能

观察到的样本时间段， 譬如， 某一贸易联系的确立可能在样本数据的起始年份

２０００ 年之前， 但在实际样本中仅能观察到 ２０００ 年以及之后的数据， 这即是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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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删失问题。 同理， 当一个贸易联系存在于样本时间终点 ２０１５ 年时， 并不能确切

地知道该贸易联系是否在下一年终止， 此即是所谓的右删失问题。 右删失问题在生

存分析方法中可以得到恰当的解决， 但对于左删失问题而言， 目前还没有特别好的

应对办法。 因此， 借鉴陈勇兵等 （２０１２） 的做法， 删除了左删失部分的观测值，
即将所有贸易联系始于 ２０００ 年的第一个出口时间片段予以剔除。 经过上述处理后，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联系的最长持续期为 １５ 年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年）。 二是多重出口时

间片段问题。 举例来说， 在样本期内中国出口某一服务产品到某一国家， 在持续一

段时间并中断至少 １ 年之后， 中国可能再次出口同一产品到同一国家， 这意味着一

个贸易联系可能存在多重出口时间片段。 对于具有多重出口时间片段的贸易联系而

言， 可以将各个时间片段视为相互独立分布 （Ｂｅｓｅｄｅš ＆ Ｐｒｕｓａ， ２００６ｂ）。 在下文的

测算分析中， 主要选取左删失处理后的贸易联系的第一个出口时间片段的观测值进

行分析， 并采用经间隔调整后的样本数据等来进行对比分析。

（二） 基于乘积极限法的生存估计方法

生存分析方法本是生物和医学领域的分析工具， 自从 Ｂｅｓｅｄｅš 和 Ｐｒｕｓａ
（２００６ａ） 将其引入到国际贸易领域之后， 该方法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应用于货物贸

易联系的生存估计研究之中。 同既有研究一样， 采用生存分析方法来对中国服务贸

易出口联系的持续期和生存概率分布特征进行刻画。 令 Ｔ 表示某一服务贸易产品

出口失败的时间， 假定 Ｔ 是一个随机离散变量， 其取值为 ｔｉ 且 ｉ ＝ １， ２， ３…ｎ， 概

率密度函数 ｐ（ ｔｉ） ＝ Ｐｒ（Ｔ ＝ ｔｉ） ， ｔ１＜ｔ２＜…＜ｔｎ。 某个服务贸易出口联系持续期超过 ｔ
年的概率， 可以表示为以下生存函数：

Ｓ（ ｔ） ＝ Ｐｒ （Ｔｉ＞ｔ） ＝ ∑
ｔｉ ＞ ｔ

ｐ（ ｔｉ） （１）

　 　 某个出口贸易关系在 ｔ－１ 期尚未失败但在 ｔ 期失败了的概率可以表示为以下的

风险函数：

ｈ（ ｔｉ） ＝ Ｐｒ（Ｔ ＝ ｔｉ ｜ Ｔ ≥ ｔｉ） ＝
ｐ（ ｔｉ）
Ｓ（ ｔｉ －１）

， ｉ ＝ １， ２， …， ｎ （２）

其中 Ｓ（ ｔ０） ＝ １。 生存函数和风险函数可以通过如下式子进行转换：

Ｓ（ ｔ） ＝ ∏
ｔｉ ＜ ｔ

１ － ｈ（ ｉ）[ ] （３）

为估计生存函数和风险函数， 假定有 ｎ 个观测值可以表示为 （ ｔｉ， ｃｉ） 且 ｉ ＝ １，
２， ３…ｎ， 其中 ｔｉ 表示生存时间， ｃｉ 表示删失变量 Ｃ 对应变量 ｉ 时的值。 如果一个

出口时间片段是完整的， 记 ｃｉ ＝ １， 若为右删失则记为 ｃｉ ＝ ０。 将出口失败事件的发

生次数记为 ｍ≤ｎ， 再将生存时间按照 ｔ（１） ＜ｔ（２） ＜…＜ｔ（ｍ）进行排序， 令 ｎｉ 表示在时间

ｔ（ ｉ）处于风险状态中贸易关系的出口时间片段的数量， ｄｉ 表示同一时期观测到的失

败的出口贸易关系的出口时间片段的数量。 综上所述， 可以利用乘积极限法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Ｌｉｍｉｔ Ｍｅｔｈｏｄ） 来对生存函数进行非参数估计：

Ｓ

(

（ ｔ） ＝ ∏
ｔ（ ｉ）≤ｔ

ｎｉ － ｄｉ

ｎｉ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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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ｔ＜ｔ（１）时有 Ｓ

(

（ ｔ） ＝ １。 对风险函数的估计可以利用给定时间 ｉ 时失败的出口

贸易联系的时间片段的数量 ｄｉ 与处于风险状态中贸易联系的出口时间片段的数量

ｎｉ 两者的比率来表示， 由此可以得到如下的风险函数非参数估计表达式：

ｈ

(

（ ｔ） ＝
ｄｉ

ｎｉ
（５）

基于式 （４） 和式 （５）， 便可以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生存状况进行整体及分

组估计。

二、 测算结果分析

表 １ 汇总了基于左删失处理后的不同样本、 区分不同初始出口额以及不同出口

产品种类的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生存状况， 图 １、 图 ２ 和图 ３ 则分别刻画了中国整

体、 分行业以及跨国层面的服务贸易出口生存曲线。

表 １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生存状况

分类标准 数据样本
生存时间 Ｋ－Ｍ 方法估计的生存率

均值 中位数 １ ８ １５
失败事件

数量
出口时间
片段数量

贸易关系
数量

左删失处
理后样本

第 １ 个出口
时间片段

４ ５７ ４ ０ ７９２ ０ ２９０ ０ ０３７ ２５７ ３０８ ３０８

唯一 １ 个出口
时间片段

５ １０ ４ ０ ７８２ ０ ３２３ ０ ０００ １２４ １２４ １２４

左删失处理
并调整 １ 年
间隔的样本

第 １ 个出口
时间片段

５ ２４ ５ ０ ９１２ ０ ４０３ ０ ０００ ３０８ ３０８ ３０８

初始出口额
≥１ 万美元 ４ ６１ ４ ０ ７９４ ０ ２９５ ０ ０４０ ２３７ ２８７ ２８７
≥１０ 万美元 ４ ７５ ４ ０ ８４１ ０ ３４１ ０ ０５１ １８３ ２３２ ２３２

产品
种类

２０５ ５ ３５ ５ ０ ８８９ ０ ４６７ — １９ ２７ ２７
２３６ ５ ２４ ５ ０ ９０３ ０ ４８７ — ２１ ３１ ３１
２４５ ４ ４０ ４ ０ ７３９ ０ ２３１ — ２２ ２３ ２３
２４９ ３ ５２ ３ ０ ７５０ — — ２４ ２８ ２８
２５３ ４ ８５ ４ ０ ８０７ ０ ４５５ ０ １０１ ２１ ３１ ３１
２６０ ３ ７２ ３ ０ ６１５ ０ １１５ — ２６ ２６ ２６
２６２ ４ ４３ ４ ０ ７１４ ０ ２５０ — ２８ ２８ ２８
２６６ ４ ０６ ３ ０ ７７８ ０ ２０４ — ２３ ２７ ２７
２６８ ４ ６５ ４ ０ ９０３ ０ ３８３ — ２４ ３１ ３１
２８７ ３ ９１ ３ ０ ６８８ ０ １７７ — ２８ ３２ ３２
２９１ ４ ５９ ４ ０ ９１７ ０ ２９１ — ２１ ２４ ２４

资料来源： 作者计算整理得到； —表示不存在。

结合表 １ 和图 １ 来看，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整体生存状况呈现以下特征：
（１）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生存持续期较短。 综合左删失处理后的 ３ 种不同样

本的估计结果来看， 中国对外服务贸易出口的生存持续期的均值介于 ４ ５７ ～ ５ ２４
年之间， 中位数介于 ４～５ 年之间， 约占整个观测期 （１５ 年） 的 １ ／ ３。 （２） 中国服

务贸易出口的生存状况与货物贸易相比缺乏稳定性。 从生存概率来看， 不同处理样

服务贸易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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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情况虽然不尽相同，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国对外服务贸易出口的生存概率急

剧下降， 到第 ８ 年生存率锐减至 ４０％以下， 而到了第 １５ 年生存率已趋近于 ０。 图 １
的 Ｋ－Ｍ 生存曲线更加直观地刻画了左删失处理后的第 １ 个持续时间段和唯一 １ 个

时间段以及左删失处理并调整 １ 年间隔这 ３ 个样本的服务贸易出口的生存持续期，
从中可以观察到， 上述 ３ 个样本的生存率均呈现连续下降趋势， 而并没有出现持续

一段时间后生存率趋于稳定的迹象。 与货物贸易出口持续时间的相关测算研究

（杜运苏和杨玲， ２０１３） 进行比较可以发现， 中国对外服务贸易出口的生存状况与

货物贸易出口的生存状况存在明显的差异， 其生存率在观测期内一直处于持续衰减

状态， 既不存在负时间依赖特征， 也不存在生存时间门槛， 这可能与中国的服务贸

易出口较为脆弱且其发展明显滞后于货物贸易等因素密切相关。 （３） 初始出口额

对服务贸易出口的生存持续期存在一定的影响。 从表 １ 中报告的基于左删失处理后

第 １ 个出口时间片段样本的区分不同初始出口额的生存持续期的估计结果来看， 当

初始出口额超过 １ 万美元时， 服务贸易出口生存持续期的中位数虽然与整体样本相

比保持不变， 但均值上升至 ４ ６１ 年， 略大于整体样本的生存持续期的均值； 对于

初始出口额超过 １０ 万美元的样本， 服务贸易出口生存持续期的中位数仍为 ４ 年，
但均值进一步上升至 ４ ７５ 年， 不但大于整体样本， 也大于初始出口额超过 １ 万美

元的样本。 上述情况表明， 初始出口额的大小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关系的生存状况

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图 １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生存曲线

接着， 笔者按照 ＥＢＯＰＳ２００２ 规格对服务行业进行归类， 在此基础上考察不同

类型的服务贸易产品的出口生存特征。 结合表 １ 和图 ２ 来看， １１ 个服务行业的出

口生存状况存在一定的差异， 这些行业的出口生存持续期的均值介于 ３ ５２ ～ ５ ３５
年之间， 中位数介于 ３～５ 年之间。 根据生存持续期的长短， 笔者将这 １１ 个服务行

业大致归为 ３ 个梯队。 其中， ２０５ （运输） 和 ２３６ （旅游） 属于第一梯队， 这 ２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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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中国不同服务行业的出口生存曲线

行业的出口生存持续期的均值、 中位数分别为 ５ ３５ 年和 ５ 年， 均领先于其他行业；
２５３ （保险服务）、 ２６８ （其他商业服务）、 ２９１ （政府服务）、 ２６２ （计算机和信息

服务）、 ２４５ （通讯服务） 和 ２６６ （特许权使用费和许可证服务） 为第二梯队， 上

述行业的出口生存持续期的均值介于 ４ ～ ５ 年之间， 中位数基本为 ４ 年； 第三梯队

有 ２８７ （个人、 文化和娱乐服务）、 ２６０ （金融服务） 和 ２４９ （建筑服务） ３ 个行

业， 这些行业的出口生存持续期的均值均不足 ４ 年， 中位数为 ３ 年。 利用 Ｋ－Ｍ 方

法估计的生存率显示， 在第 １ 年， ２９１ （政府服务）、 ２６８ （其他商业服务） 和 ２３６
（旅游） 这 ３ 个行业的出口存活率最高， 均达到 ９０％以上， 而 ２８７ （个人、 文化和

娱乐服务）、 ２６０ （金融服务） 这 ２ 个行业的出口存活率则最低， 尚不足 ７０％， 其

余行业的出口存活率则介于 ７０％～９０％之间； 到第 ８ 年， 各服务行业的出口贸易联

系的存活率明显下降， 其中以 ２３６ （旅游）、 ２０５ （运输） 和 ２５３ （保险服务） 这 ３
个行业的出口存活率最高， 均在 ４５％以上， 而 ２８７ （个人、 文化和娱乐服务）、 ２４９
（建筑服务） 和 ２６０ （金融服务） 这 ３ 个行业的出口存活率则最低， 均不足 １８％，
其余 ５ 个行业的出口存活率居于上述两类行业之间； 到了第 １５ 年， 除了 ２５３ （保
险服务） 的出口贸易联系仍然存活外， 其余服务行业均已退出了出口市场。

为了进一步考察服务贸易产品的出口生存持续特征的跨国差异， 笔者选取了美

国、 德国、 英国、 法国、 日本和印度等部分代表性国家作为参照系， 对中国与上述

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生存持续特征进行整体和分行业的比较分析。 图 ３ 首先描绘了

中国与上述 ６ 个国家服务贸易的整体持续生存曲线， 经观察可以发现， 样本国家的

对外服务贸易生存状况存在明显的分化现象， 其中美国、 德国、 英国和法国等欧美

发达国家形成了第一阵营， 而中国、 日本和印度等亚洲国家则形成了第二阵营。 第

一阵营的生存曲线在整个观测期内基本位于第二阵营的上方， 这意味着欧美发达国

家的对外服务贸易的整体生存率在大多数时间要高于中国， 但上述情况自第 １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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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中国与部分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生存持续期的比较

起有所改变， 具体表现为德国、 英国和法国的生存率加速下降， 且仅维持到第 １４
年， 在此之后中国的生存率领先于德国、 英国、 法国和日本， 仅落后于美国和印

度。 在第二阵营中， 在整个观测期内除了极个别年份外， 中国的生存率基本领先于

日本。 而与印度比较， 中国的生存率一开始也处于领先状态， 但自第 １０ 年开始，
印度的生存率后来居上， 开始反超并领先于中国。 概括而言， 在前 １０ 年中国的生

存率介于欧美发达国家和日本、 印度之间， 但在第 １０ ～ １１ 年之后中国的生存率仅

次于美国和印度， 而基本领先于德国、 英国、 法国和日本等国家。

三、 实证分析

（一） 计量模型设定

目前， 对贸易联系持续期影响因素的考察主要基于连续时间模型与离散时间模

型。 其中， 广为应用的连续时间模型有 Ｃｏｘ ＰＨ 模型、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模型以及 Ｗｅｉｂｕｌｌ
模型等风险模型。 对于风险模型而言， 其因变量均为风险率， 若某一影响因素的系

数符号为负， 表示该影响因素有利于降低风险率、 延长贸易联系的持续期， 反之则

表示该影响因素对贸易联系持续期具有阻滞效应。 Ｃｏｘ ＰＨ 模型的具体设定如下：
ｈ（ ｔ， ｘ， β） ＝ ｈ０（ ｔ）ｅｘｐ（ｘ′β） （６）

式 （６） 中， ｔ 表示生存时间， ｘ 为解释变量向量， β 为待估计系数向量； ｈ０

（ ｔ） 表示基准风险函数， 用以描述风险函数随生存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 ｅｘｐ
（ｘ′β）决定各因素如何对风险率产生影响。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模型、 Ｗｅｉｂｕｌｌ 模型的一般形

式则可以表示为： ｈ （ ｔ， ｘ， β ） ＝ ａｔα－１ ｅｘｐ （ ｘ′ β ）， 其中， α 表示分布参数。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模型、 Ｗｅｉｂｕｌｌ 模型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直接将基准风险函数 ｈ０（ ｔ） 视

为 １， 而后者则将基准风险函数 ｈ０（ ｔ） 设定为 ａｔα－１。 由模型设定推导出密度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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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运用最大似然法进行估计即可以得到待估系数。
随着后续研究的深入， 部分学者认为离散时间模型较之连续时间模型具有不需

要满足比例危险这一过于严格的假定， 且能够有效地处理结点以及右删失问题等优

点。 参照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和 Ｐａｕｎｏｖ （２０１５） 的做法， 笔者构建了如下考察中国对外服务

贸易出口持续时间的决定因素的 Ｃｌｏｇｌｏｇ 模型：
　 　 ｃｌｏｇｌｏｇ １－ｈ ｊ Ｘ ｜ ｖ( )[ ] ＝α＋βＭ ｊ＋γ ｊ＋μ （７）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Ｌｏｇｉｔ 模型的设定与上类似。 式 （７） 中， γ ｊ 表示区间基准风险

率， Ｘ 表示解释变量的集合， Ｍ ｊ 表示影响中国对外服务贸易出口持续时间的各种

因素， β 为各解释变量的待估系数， ｕ 为误差项， 服从正态分布。
笔者将首先采用风险模型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联系持续期的影响因素进行基准

考察， 继而采用离散时间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二） 变量构造

１ 因变量

在基准回归分析中， 因变量 ｈｒ 表示中国对其贸易伙伴的服务贸易出口风险率；
在稳健性检验中， 因变量 ｅｘｉｔ 则表示 ０ ～ １ 二值变量， 若中国与某一贸易伙伴的某

一出口服务贸易联系在下一年终止， 则当年赋值为 １， 反之为 ０。
２ 自变量

引力类型变量： （１） 地理距离 （ ｌｎｄｉｓｔ）。 采用中国与出口目的国两国首都间的

空间距离来表示， 并以对数形式进入模型； （２） 通过下列虚拟变量来捕捉中国与出

口目的国在人文地理等方面的相似特征： 是否具有共同官方语言 （ｃｏｍｌａｎｇ）， 若是为

１， 反之为 ０； 是否接壤 （ｃｏｎｔｉｇ）， 若是为 １， 反之为 ０； 笔者预期人文地理因素的亲

近有助于降低中国与出口目的国之间的贸易成本， 从而促进服务贸易出口联系的延

续。 （３） 双边经济规模 （ｌｎｇｄｐ）。 采用中国与出口目的国的 ＧＤＰ 的乘积表示， 并以

对数形式进入模型。 （４） 双边的经济发展水平 （ｌｎｐｃｇｄｐ）。 采用中国与出口目的国的

人均 ＧＤＰ 的乘积来表示双边的经济发展水平， 同样以对数形式进入模型。
产品层面特征变量： （１） 行业的首次出口额 （ ｌｎｉｎｉｔｉａｌ＿ｅｘ）。 首次出口额越大，

表明进出口双方对该贸易联系的信心越大， 越有利于贸易关系的延续， 采用出口贸

易联系持续时间段的第一年的贸易额的对数值表示。 （２） 市场多元化 （ ｌｎｎｃ） 和

产品多元化 （ ｌｎｎｕｍ）。 很多研究表明， 一种产品的出口国或地区越广泛， 对每个

目的国或地区出口的产品种类数越多， 则贸易联系中断的概率越小。 前者采用一种

产品每年出口目的国或地区数量的对数值表示， 后者则采用每年出口到各个目的国

或地区的产品种类数的对数值表示。 （３） 出口经验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出口经验是一个虚

拟变量， 若前一年中国对某国出口的某种产品存在记录， 则当年取值为 １， 反之为

０， 预期出口经验可以延长中国对出口目的国的出口持续时间。 （４） 是否具有多个

出口时间片段 （ｍｕｌｔｉ）。 许多文献发现， 具有多个出口时间片段的某一贸易联系要

显著短于只有一个出口时间片段的贸易联系的持续期 （Ｂｅｓｅｄｅš ＆ Ｐｒｕｓａ， ２００６ａ
等）， 笔者将每个贸易联系是否存在多个出口时间片段这一虚拟变量纳入到计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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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之中。 （５） 产品竞争力 （ＲＣＡ）。 采用 ＲＣＡ 指数表示产品的竞争力， 计算公式为

ＲＣＡｉ ＝ （Ｅ ｉ
Ｃ ／ ＥＣ） ／ （Ｅ ｉ

Ｗ ／ ＥＷ）， 其中， Ｅ ｉ
Ｃ、 Ｅ ｉ

Ｗ 分别为中国和世界 ｉ 产品的出口额，
ＥＣ、 ＥＷ 分别表示中国和世界的总出口额。

国家层面特征变量： （１） 是否签署自由贸易协议 （ ｆｔａ）。 若考察期内中国与贸

易伙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 那么 ｆｔａ ＝ １， 反之为 ０。 （２） 是否同为 ＷＴＯ 成员

（ｗｔｏ）。 若考察期内中国与贸易伙伴同为 ＷＴＯ 成员， 则 ｗｔｏ＝ １， 反之为 ０。
以上各变量的数据来源如下： 其中， 中国对其服务贸易伙伴的出口风险率变量

以及中断出口变量均利用联合国服务贸易数据库提供的中国 １１ 个服务行业出口到其

贸易伙伴这一三维面板数据构造得到； 实际 ＧＤＰ 以及人均实际 ＧＤＰ 变量的原始数据

来自世界银行的 ＷＤＩ 数据库， 并采用 ２０１０ 年的不变美元价格表示； 其他引力类型控

制变量的原始数据均来自 ＣＥＰＩＩ 的 ＧｅｏＤｉｓｔ 数据库； 产品层面的特征变量基于联合国

服务贸易数据库构造得到； 是否签署自由贸易协议、 是否同为 ＷＴＯ 成员则根据 ＷＴＯ
官网的相关资料整理得到。 实证研究样本的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

（三） 基准回归分析

表 ２ 的第 （１） 列～第 （３） 列报告了基于生存模型的基准估计结果。 综合 Ｃｏｘ
ＰＨ 模型、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模型以及 Ｗｅｉｂｕｌｌ 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 （１） 具有共同官方

语言、 接壤两个引力模型控制变量均显著为负， 这说明人文地理亲近度有助于降低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联系的风险率。 地理距离同样显著为负， 这与预期有所不同。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等 （２０１５） 认为地理距离对服务贸易存在非线性影响效应， 这可能是导

致地理距离对服务贸易出口联系的影响与货物贸易不一样的原因。 从双边经济规模

和经济发展水平来看， 中国与出口目的国 ＧＤＰ 总量规模的扩大不利于降低中国出

口服务贸易联系的风险率， 究其原因， 可能在于经济规模的扩大会导致出口目的国

的需求结构发生改变， 从而更容易导致贸易转移效应的发生； 而双边人均 ＧＤＰ 的

增加则有助于降低中国出口服务贸易联系的风险率。 （２） 从产品层面特征变量的

估计结果来看， 首次出口额对中国与贸易伙伴的服务贸易出口联系生存具有负向影

响， 但却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与货物贸易的发现有所不同； 产品竞争力对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风险率的影响不显著， 这可能与中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不强有

关； 出口市场、 出口产品多元化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号均为正， 但后者通过了显著性

水平检验而前者没有， 这说明出口多元化程度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联系的风险率的

影响不显著或者提高了风险率， 其原因可能在于出口市场多元化和出口产品多样化

的正面溢出效应尚未发挥出来， 从而没有表现出促进原有贸易关系延续下去的积极

效应； 具有多个出口时间片段的贸易联系的失败概率显著高于只有 １ 个出口时间片

段的贸易联系， 出口经验则有助于降低出口贸易联系失败的风险率， 这些估计结果

均与既有的研究结论高度一致。 （３） 从国家层面特征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 签署

服务区域贸易协议并无法降低中国与贸易伙伴的服务贸易出口联系的中断风险， 其

原因可能在于考察期内中国与贸易伙伴签署的服务贸易区域协议较少， 因此服务贸

易区域协议的正面影响尚未体现出来； 同为 ＷＴＯ 成员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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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贸易伙伴的服务贸易出口联系的中断风险， 说明 ＷＴＯ 具有贸易促进效应， 这

与 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 和 Ｗｅｉ （２００７） 的发现类似。

（四） 稳健性检验

作为表 ２ 前 ３ 列的稳健性检验， 表 ２ 后 ３ 列进一步采用离散时间模型进行估计，

表 ２　 计量估计结果

变量

连续时间模型 离散时间模型

（１）
Ｃｏｘ ＰＨ

（２）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３）
Ｗｅｉｂｕｌｌ

（４）
Ｘｔｃｌｏｇｌｏｇ

（５）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６）
Ｘｔｌｏｇｉｔ

ｃｏｎｔｉｇ

ｃｏｍｌａｎｇ

ｌｎｄｉｓｔ

ｒｃａ

ｗｔｏ

ｆ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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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ｇ ｐｓｅｕｄｏ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７０ ０８∗∗ －１００ ５∗∗∗ －８４ ４０∗∗ －１２４ ０∗∗∗ －６３ １６∗∗ －１３５ ６∗∗∗

（３３ ８０２） （３１ ９７５） （３６ ０９１） （３７ ４９８） （２４ ８４１） （４５ ０９１）
－６１ ４６∗∗ －８３ １７∗∗∗ －６９ １４∗∗ －１０３ ０∗∗∗ －５３ ６２∗∗∗ －１１４ ７∗∗∗

（２５ １０４） （２３ ９７６） （２７ １９２） （２７ ５０６） （１８ ０８１） （３３ １１２）
－１０２ ６∗∗ －１３９ ０∗∗∗ －１１６ ６∗∗ －１７１ ２∗∗∗ －８９ ６３∗∗∗ －１９１ ３∗∗∗

（４２ ４０５） （４０ ４５６） （４５ ８７７） （４６ ６７１） （３０ ８４７） （５６ ３２５）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４７ ０ ０９８ ０ ０７８ ０ １１６

（０ １５７） （０ １６５） （０ １９２） （０ ２１４） （０ １４８） （０ ２６３）
－１２ ８７ －２２ ２０∗∗ －１７ ７６∗ －２７ ４９∗∗ －１２ ９１∗ －２８ ４１∗∗

（９ ５９４） （８ ９２１） （１０ ０２７） （１０ ７８９） （７ １９９） （１２ ９４６）
１ ０８８∗∗ １ ０３６∗∗ ０ ４４５ １ ８０２∗ １ １５９∗ １ ９９３∗

（０ ５２６） （０ ４６７） （０ ４６２） （０ ９６９） （０ ６３４） （１ １９３）
－０ ０５７ －０ ０５９ －０ ０２９ －０ ０８２ －０ ０６６∗ －０ ０８６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９） （０ ０５１） （０ ０５０） （０ ０３７） （０ ０６８）
８ ５１３∗∗ １１ ３７∗∗∗ ９ ３５８∗∗ １４ ０７∗∗∗ ７ ４５２∗∗∗ １５ ８１∗∗∗

（３ ３７６） （３ ２１６） （３ ６５１） （３ ７１０） （２ ４５９） （４ ４９１）
－５ ０８４∗ －７ ８５９∗∗∗ －６ ４３５∗∗ －９ ７３９∗∗∗ －４ ８９４∗∗ －１０ ４７∗∗∗

（３ ０１１） （２ ８１３） （３ １３１） （３ ３４１） （２ ２３３） （４ ０２７）
０ ０４８ ２ ０ １２６ ０ ５０２ －０ ３１３ ０ ０９５ －０ ０６０

（０ ４３５） （０ ４３６） （０ ４９３） （０ ６３３） （０ ４３１） （０ ７８５）
０ ５２２∗∗ ０ ４５２∗ ０ ５９０∗∗ ０ ５６８∗ ０ ３５９∗ ０ ７３６∗∗

（０ ２６４） （０ ２４６） （０ ２８２） （０ ３０６） （０ ２０４） （０ ３７４）
－０ ５６３ －０ ５１１∗∗ －３ ０２５∗∗∗ －０ ５８６∗∗ －０ ３８９∗∗ －０ ７３１∗∗

（０ ５４６） （０ ２１９） （０ ５１３） （０ ２４０） （０ １６０） （０ ２９４）
１ １５５∗∗∗ １ １０８∗∗∗ １ ０７５∗∗∗ １ ３３３∗∗∗ ０ ８３０∗∗∗ １ ６３７∗∗∗

（０ １９４） （０ １８８） （０ ２３１） （０ ２２２） （０ １４０） （０ ２７０）
９７２ ７∗∗∗ ４９８ ４∗∗∗ １ ０７１∗∗∗ ９７２ ７∗∗∗ ４９８ ４∗∗∗ １ ０７１∗∗∗

（２８７ ７５０） （１９０ ２２７） （３４５ ９４５） （２８７ ７５０） （１９０ ２２７） （３４５ ９４５）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９３４ ９１３ －２００ ６１５ －１４８ ５３５ －４３０ ２４９ －４２８ １０１ －４２６ ８９４

１ ４００ １ ４００ １ ４００ １ ３９３ １ ３９３ １ ３９３

注： （） 数值表示稳健性标准误； ∗ ｐ＜０ １， ∗∗ ｐ＜０ ０５， ∗∗∗ ｐ＜０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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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应面板 Ｃｌｏｇｌｏｇ 模型、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以及 Ｌｏｇｉｔ 模型的估计结果。 （１） 引力类型

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 具有共同官方语言、 接壤均能够显著地降低中国服务贸易出

口联系的失败概率， 同基准回归分析一样， 地理距离变量并没有表现出增加中国服

务贸易出口联系的失败概率的预期影响。 中国与出口目的国 ＧＤＰ 总量规模的扩大

不利于降低中国与贸易伙伴出口服务贸易联系失败的概率， 而双边人均 ＧＤＰ 的扩

大却恰好相反。 （２） 产品层面特征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 首次出口额对中国与贸

易伙伴的服务贸易出口联系生存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 原因在于初始贸易规模实质

上扮演着信号甄别机制的作用， 其往往表明进口方对出口方具有较高信任度， 因而

有利于贸易联系持续期的延长， 这与基准回归结果略有不同； 产品竞争力对中国服

务贸易出口联系生存的影响仍不显著； 出口市场多元化变量的估计系数不显著， 而

出口产品多元化变量的估计系数却显著为正， 这说明出口多元化程度并没有表现出

降低服务贸易出口联系失败率的应有作用， 具有多个出口时间片段的贸易联系的失

败概率显著高于只有 １ 个出口时间片段的贸易联系， 出口经验则有助于降低出口贸

易联系失败的风险。 （３） 国家层面特征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 签署服务区域贸易

协议并无法降低中国与贸易伙伴的服务贸易出口联系的中断风险， 同属于世界贸易

组织成员有助于降低中国与贸易伙伴的服务贸易出口联系的中断风险。 综上可见，
基于离散时间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前文基于风险模型的估计结果大体一致， 这意味着

基准回归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四、 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 结论

基于联合国服务贸易数据库并结合生存分析方法， 系统考察了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年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联系的生存状况及其决定因素。 测算研究发现： （１） 中国对外

服务贸易出口的生存持续期较短， 仅占整个观测期的 １ ／ ３ 左右； 从生存概率来看，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生存状况与货物贸易相比缺乏稳定性， 其生存率在观测期内一

直处于持续衰减状态， 既不存在负时间依赖特征， 也不存在生存时间门槛。
（２） 中国不同服务行业的出口生存状况存在一定的差异， 传统服务业的出口生存

持续期及生存率基本优于新兴服务业。 （３） 从跨国比较来看，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

的整体生存状况基本介于欧美发达国家和亚洲国家之间。 针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生

存持续期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表明， 首次出口额、 出口市场和出口产品多元化、
出口经验等因素对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联系生存状况均存在显著的影响。

（二） 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发现， 要进一步提升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生存状况， 具体可以考虑从

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１） 从顶层设计高度完善服务贸易出口促进体系和相关战略。
一方面， 建立健全服务贸易出口促进部际联系协调机制， 设立分行业重点部门工作

机制， 形成包括各级政府、 企业以及行业协会在内的服务贸易出口促进体系； 另一

方面， 立足于自身比较优势， 积极研究制定服务贸易出口的长期战略规划， 提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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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服务贸易出口的竞争力。 （２） 大力提升服务贸易便利化水平， 稳步扩大中国服

务业的对外开放度。 全面提升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出口规模， 构建服务业发展

新格局， 积极协调和推进贸易伙伴参与到 ＷＴＯ 《贸易便利化协定》 框架下的与贸

易便利化有关的谈判中来， 提升双边的贸易便利化水平， 为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营

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３） 加强与贸易伙伴之间的合作关系。 建立统一、 规范的边

境管理制度和行政审批制度， 进一步简化中国与出口目的国之间的进出口程序并提

高通关效率， 与此同时全面推进和深化与贸易伙伴国的自贸区建设， 形成 “以点

带面， 从线到片， 逐步扩展到区域大合作” 的以中国为辐射中心的自贸区建设新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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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５１０３２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１ ｔｏ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１）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ｈａｖｅ ａ ｓｈｏｒｔ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ｏｎｌｙ ａ⁃
ｂｏｕｔ ｏｎｅ－ｔｈｉ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ｓｕｒ⁃
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ｉｓ ｎｏｔ ｓｔａｂｌ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ｇｏｏｄ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ｔｉｍ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ｎｏｒ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ａｎｄ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ｉｎ ａ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ｅｃａ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ｒ⁃
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ｉ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ｓｏｍｅ Ａｓ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ｂｕｔ ｉｎｆｅｒｉｏｒ ｔｏ ｓｏｍ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ｅｘｐｏｒ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ｌｉｎｋａ⁃
ｇ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Ｄｅｔｅｒ⁃
ｍｉｎａ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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