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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国对非洲实施零关税
产生的贸易效应

———基于进口二元边际视角评估

孙志娜

（浙江师范大学 中非国际商学院， 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

摘要： 利用 ＨＳ ８ 位分类贸易数据， 实证评估了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 年中非合作论坛框

架下中国对非洲实施的零关税政策对中国从非洲受惠国进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

边际。 结论显示， 中国从受惠国的进口呈显著的增长趋势， 这种增长主要是沿着扩

展边际发生的。 并且， 零关税政策对中国从受惠国进口扩展边际产生了显著的正向

影响， 而对进口集约边际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为了深化零关税政策合作机制，
中国可以进一步优化对非洲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 帮助非洲国家提高劳动生产率水

平以及减少来自非洲进口商品的非关税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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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 ２０００ 年中非合作论坛 （Ｆｏｒｕｍｏｎ 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ＣＡＣ） 建立以来，
平衡双向贸易以及帮助非洲实现出口多样化一直是中非贸易合作的重点领域。 为此，
在 ２００３ 年第二届 ＦＯＣＡＣ 部长级会议上中国决定向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输华商品实施

零关税政策。 该政策于 ２００５ 年正式实施至今 （见表 １）， 主要呈现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 受惠国家数量稳中有变。 根据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且与中国建交的条件， ２００３

年中国确定了 ３０ 个国家作为零关税政策的受惠国， 包括埃塞俄比亚、 安哥拉、 贝宁、
布隆迪、 赤道几内亚、 多哥、 厄立特里亚、 佛得角、 刚果 （金）、 吉布提、 几内亚、 几

内亚比绍、 科摩罗、 莱索托、 利比里亚、 卢旺达、 马达加斯加、 马里、 毛里塔尼亚、 莫

桑比克、 尼日尔、 塞拉利昂、 塞内加尔、 苏丹、 索马里、 坦桑尼亚、 乌干达、 赞比亚、
乍得和中非， 以上国家在表 １ 中统称为 “原非洲 ３０ 国”。 此后， 受惠国名录发生了 ３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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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 马拉维和南苏丹因分别与中国在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建交从而被列为新增国家， 佛

得角在 ２０１４ 年因从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中毕业被剔除。 截止到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受惠国共有

３１ 个。

表 １　 历届 ＦＯＣＡＣ部长级会议有关中国对非洲零关税政策的规定以及实施情况

历届会议 会议有关规定 政策生效日期 受惠的非洲国家 受惠商品

第一届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中非双方意识到为具有商业价值的非洲出口提供更好、 更优惠的对中国市场准入政策的重
要性

第二届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中国决定给予非洲
最不发达国家零关
税待遇

自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
起实施

２５ 国： 原非洲 ３０ 国剔除安哥拉、
赤道几内亚、 乍得、 索马里和塞
内加尔 ５ 个国家

１９０ 个税目

第三届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将受惠商品由 １９０
个税目扩大到 ４４０
多个税目

自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
起实施

２８ 国： 原非洲 ３０ 国剔除乍得、
索马里 ２ 个国家

２００ 个税目

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起实施

３０ 国： 原非洲 ３０ 国 ４５８ 个税目

第四届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逐步给予与中国建
交的非洲最不发达
国家 ９５％税目的商
品零关税待遇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起实施

３１ 国： 原非洲 ３０ 国、 马拉维 １ ２１８ 个税目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起实施

３０ 国： 原非洲 ３０ 国 ４ ７６２ 个税目

第五届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逐步给予与中国建
交的非洲最不发达
国家 ９７％税目的商
品零关税待遇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起实施

３０ 国： 原非洲 ３０ 国 （剔除佛得
角）、 马拉维。 分 ２ 组， 第 １ 组：
赤道几内亚、 毛里塔尼亚、 索马
里 ３ 国； 第 ２ 组： 其余国家

第 １ 组： ６０％，
第 ２ 组： ９５％
税目商品∗

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
起实施

３１ 国： 原非洲 ３０ 国 （剔除佛得
角）、 马拉维、 南苏丹。 分 ３组， 第
１组： 毛里塔尼亚； 第 ２ 组： 安哥
拉、 贝宁、 多哥、 厄立特里亚、 科
摩罗、 利比里亚、 卢旺达、 尼日尔、
赞比亚 ９国； 第 ３组： 其余国家

第 １ 组： ６０％；
第 ２ 组： ９５％；
第 ３ 组： ９７％
税目商品∗∗

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起实施

８ 国： 科 摩 罗、 毛 里 塔 尼 亚、
多哥、利比里亚、 卢旺达、 安哥
拉、 尼日尔和赞比亚

９７％税目商品

第六届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根据履行双边换文手续情况， 继续对原产于与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 （贝宁、 厄立特里亚）
９７％税目的商品实施零关税。

资料来源： 中国海关网站以及中非合作论坛历届会议资料。
注： ∗２０１４ 年税则税目 ８ ２７７ 个； ∗∗２０１５ 年版税则税目数共计 ８ ２８５ 个。

第二， 受惠商品范围逐步扩大。 自政策实施以来， 受惠商品的范围经历了多次

调整， 从 １９０ 个税目逐步扩大到占现在全部税则税目 ９７％的商品。 截止到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共有 ３１ 个非洲国家 ９７％税目的商品在进入中国市场时享受到零关税待遇。 根据

中国财政部网站数据， 占全部税则税目 ９７％享受零关税待遇的商品共计 ８ ２５６ 个税

目， 剩下 ３％的商品共计 ２９３ 个税目在进入中国市场时仍被征收最惠国税， 这些商品

的进口税率在 ２％～６５％不等， 主要包括谷物及制品、 动植物油、 糖、 塑胶、 饮料、 烟

草、 肥料、 木制品和车辆零件等敏感类商品， 这些商品的关税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
综上所述， 零关税政策是 ＦＯＣＡＣ 框架下中国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对非洲部分国

家、 部分输华商品做出的一种单方面的、 自愿的给惠政策。 从 ２００５ 年起至今，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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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已经实施了 １２ 年。 在此期间， 中国来自这些受惠国家的进口是否实现了增加？
这些增加是沿着集约边际 （已有产品数量增加） 还是扩展边际 （新产品种类增加）
实现的？ 零关税政策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助于我们客观认识

中国对非洲零关税政策的实施效果， 从而进一步完善中非零关税实施合作机制。

一、 相关文献综述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开创性提出的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将一国出口总量增长分解为集

约边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 和扩展边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 为解释贸易增长方式开

辟了新维度。 关于贸易二元边际的定义， 目前学术界没有统一的界定标准， 但基本上

都是从国家、 企业或产品层面来分析 （陈勇兵和陈宇媚， ２０１１）。 集约边际是指国家

之间已存在的贸易关系进一步深化、 已出口企业平均出口量的增长或已出口产品单一

方向上量的扩展。 扩展边际也即出口多样性， 是指国家之间新建立的贸易关系、 新的

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或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 同样， 贸易二元边际的分析方法也适用于

研究进口贸易 （魏浩和郭也， ２０１６）。 在影响贸易二元边际的诸多因素中， 贸易自由

化是其中之一。 贸易自由化由于降低了贸易成本进而会对贸易的扩展边际或集约边际

产生影响。 根据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 由于贸易成本的存在， 只有生产效率高的企业

才能出口。 贸易成本的下降一方面降低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 一些生产率较低

的企业开始参与出口贸易活动， 从而增加出口的扩展边际； 另一方面会增加市场中原

有企业的平均出口， 即集约边际。 针对这一命题， 学术界也展开了一系列的实证研

究， 但是所得结论尚未统一，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贸易自由化显著地促进了贸易扩展边际的增长。 Ｋｌｅｎｏｗ 和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ｅ －

Ｃｌａｒｅ （１９９７） 的研究显示， １９８６～１９９２ 年哥斯达黎加的贸易自由化促进了进口种

类的增加。 当关税下降 １％ 时， 进口数量增加约 ０ ５％。 Ｈｉｌｌｂｅｒｒｙ 和 ＭｃＤａｎｉｅｌ
（２００２） 发现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实施以来， 墨西哥出口到美国的贸易中有 １２ ５％
属于扩展边际， 而美国出口到墨西哥的贸易中则有 ９ ７％源于扩展边际。 Ｆｏｓｔｅｒ 等
（２０１１） 考察了 １９６２～２０００ 年全球已生效的优惠贸易协定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指出国家之间签订的优惠贸易协定促进了出口的显著增加， 并且在增加的出口中扩

展边际占 １０６％， 集约边际占比为负值。
第二， 贸易自由化没有对贸易的扩展边际产生促进作用， 而仅增加了贸易的集

约边际。 钱学峰和熊平 （２０１０） 发现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对于中国的出口集约边

际有着促进作用， 但对于扩展边际却有着排斥性的作用。 原因是中国建立的自由贸

易区大多数属于分阶段实施的 “浅度一体化”， 自由贸易区对扩展边际的影响难以

观察。 而自由贸易区建立后， 通过关税削减对业已建立的贸易关系 （集约边际）
的促进作用可能是立竿见影的。 Ｄｅｂａｅｒｅ 和 Ｍｏｓｔａｓｈａｒｉ （２０１０） 发现关税削减对一

国出口扩展边际的影响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但程度较小， 关税下降最多能使扩展边

际提高 １２％， 出口国家和产业的异质性对扩展边际的影响更大。
第三， 贸易自由化对贸易二元边际的影响受到自由化程度的影响。 汪颖博等

（２０１４） 论证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关税削减和非关税政策的实施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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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其中主要通过协定关税的下降

实现对集约边际的促进作用， 而对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则更多地是通过非关税政策

的实施来实现的。 Ｂａｉｅｒ 等 （２０１４） 研究了四种不同程度的区域贸易协定对出口二

元边际的影响， 发现区域贸易协定层次越高其对贸易的影响越大。
非洲是全球最不发达国家最集中的大陆， 为了增强其出口竞争力、 促进其经济增

长， 一些主要经济体对这些国家的输入商品实行了单方向的零关税优惠待遇， 例如备受

关注的美国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 （Ａｆｒｉｃ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Ａｃｔ， ＡＧＯＡ）。 不少学者

就这些优惠贸易政策对非洲出口进行了实证分析。 Ｉａｎｃｈｏｖｉｃｈｉｎａ 等 （２００１） 发现， 欧

盟、 日本、 美国和加拿大给予非洲国家优惠的市场准入会促使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

出口增加 １４％。 Ｔａｄｅｓｓｅ 和 Ｆａｙｉｓｓａ （２００８） 实证评估了 ＡＧＯＡ 对美国来自撒哈拉沙漠以

南非洲国家进口的影响。 结果显示 ＡＧＯＡ 实施之后在美国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 １７
个国家的进口中， ２３ 种商品的进口均呈现了显著的增加。 Ｃｏｏｋ 和 Ｊｏｎｅｓ （２０１５） 重点考

察了 ＡＧＯＡ 对非洲出口多样化的影响， 实证结果显示 ＡＧＯＡ 确实促进了受惠国的出口

多样化。 目前， 也有少量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对非洲实施零关税政策并对其实际效应进行

评估， 但侧重研究零关税政策对中国来自非洲进口总量的影响。 董婉璐等 （２０１４） 分析

了中国在 ２０１０ 年对非洲 ２６ 个最不发达国家减免进口关税的经济和贸易影响， 结论显示

该政策对中国来自非洲的进口和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高贵现和周

德翼 （２０１４） 以农产品为例分析了零关税政策对中非贸易增长的效果， 发现零关税政策

只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出口到中国的少数商品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鉴于零关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帮助非洲提高出口的多样化， 因此有必要区分中

国从非洲的进口增长是沿着集约边际还是扩展边际发生的， 并判断零关税政策在其

中发挥的作用。 为此， 笔者利用 ＨＳ ８ 位分类贸易数据 （目前最细的分类） 评估零

关税政策对中国从非洲受惠国进口增长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 并为零关税政策的

有效实施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 中国从受惠国进口增长的二元边际效应特征性描述

（一） 进口增长二元边际效应的分解方法与数据来源

借鉴 Ｈｕｍｍｅｌｓ 和 Ｋｌｅｎｏｗ （２００５） 的分解方法①， 从产品层面将中国自非洲的进

口占中国总进口的份额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 ｉ 是指非洲国家， ｃ 代表中国，
ｋ 是参考国。 集约边际可以定义为：

ＩＭｉｃ ＝
∑ ｊ∈ｊｉｃ

Ｖｉｃｊ

∑ ｊ∈ｊｉｃ
Ｖｋｃｊ

（１）

式 （１） 中， ＩＭｉｃ为中国自 ｉ 国进口的集约边际， ｊｉｃ为中国自 ｉ 国进口的产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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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Ｈｕｍｍｅｌｓ 和 Ｋｌｅｎｏｗ （２００５） 还将集约边际分解为产品数量与产品价格。 因为非洲国家这部分的数据欠

缺， 这里没有进一步对集约边际进行细分， 采用这种方法的还有 Ｆｏｓｔｅｒ 等 （２０１１）、 Ｂａｉｅｒ 等 （２０１４） 以及魏

浩和郭也 （２０１６） 等。



－ ４１　　　 －

合。 ＩＭｉ ｃ的分子是中国从 ｉ 国所有产品的进口额， 分母是 ｊｉｃ集合内中国从参考国 ｋ
的进口额。 集约边际表示在 ｊｉｃ产品集合内， 中国自非洲进口额占中国从参考国 ｋ 进

口额的比例。 ＩＭｉｃ值越大， 表明在与中国从参考国 ｋ 进口的相同产品上， 中国从非

洲实现了更多进口， 即集约边际越大。
如果中国从 ｉ 国的进口是中国从 ｋ 国进口产品的一个子集， 那么扩展边际可以定义为：

ＥＭｉｃ ＝
∑ ｊ∈ｊｉｃ

Ｖｋｃｊ

∑ ｊ∈ｊｋｃ
Ｖｋｃｊ

（２）

式 （２） 中， ＥＭｉｃ是中国从 ｉ 国进口的扩展边际， ｊｉｃ， ｊｋｃ分别是中国从 ｉ 国和 ｋ
国进口的产品集合， 其余符号的含义同上。 ＥＭｉｃ指标数值越大， 表明中国从 ｉ 国的

进口产品种类与中国从参考国 ｋ 的产品种类的重合度越高， 从而说明中国从 ｉ 国在

更多的产品种类上实现了进口， 即扩展边际越大。 为了保证中国从 ｉ 国进口的产品

是中国从参考国 ｋ 产品的子集， 这里将参考国 ｋ 设定为世界。 因此， 中国从 ｉ 国的

进口在中国总进口中所占的比重 Ｒｉｍｉｃ可以写成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乘积：

Ｒｉｍｉｃ ＝
∑ ｊ∈ｊｉｃ

Ｖｉｃｊ

∑ ｊ∈ｊｋｃ
Ｖｋｃｊ

＝ ＩＭｉｃ × ＥＭｉｃ （３）

进一步对式 （３） 求自然对数并求导可以得到， 中国从 ｉ 国的进口占中国总进

口的份额增长率等于集约边际增长率和扩展边际增长率之和：
Ｒｉｍ′ｉｃ
Ｒｉｍｉｃ

＝
ＩＭ′ｉｃ
ＩＭｉｃ

＋
ＥＭ′ｉｃ
ＥＭｉｃ

（４）

式 （４） 中， ｉ 国是指上文提到的 ３１ 个非洲受惠国①。 中国来自这些国家的进

口数据以及中国的总进口数据来自国际贸易中心 （ＩＴＣ） 网站 Ｔｒａｄｅｍａｐ 数据库。

（二） 中国从受惠国进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结构特征描述

１ 总体层面

图 ２ 显示了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中国从 ３０ 个受惠国进口的总体情况。 在此期间， 中国

从受惠国进口的变化大致分为 ３ 个阶段。 第一阶段：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年。 此阶段中国从受

惠国的进口虽有所上升， 但是总金额均不足 １００ 亿美元。 在这两年， 中国从受惠国的

进口占中国总进口的比例从 １ ８４％上升到 ２ ６６％， 扩展边际从 ０ ０７４ 增加到 ０ １０５，
集约边际从 ０ ０１４ 下降到 ０ ００６； 第二阶段：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 此阶段中国从受惠国的

进口呈现了强劲的增长态势 （２００９ 年除外）， 进口总额从 １１９ ２５ 亿美元上升到

５３５ ７６ 亿美元。 在这段时间， 中国从受惠国进口所占份额虽然不高， 但 ２０１４ 年比

２００５ 年增加了 ５１％。 扩展边际呈现平稳增长的态势， ２０１４ 年比 ２００５ 年增长了 ６０％。
相对而言， 集约边际值较小且变化不大， ２０１４ 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了 ９４％； 第三阶段：
２０１５ 年至今。 此阶段的情况略有不同， 中国从受惠国的进口大幅度下降至 ２８４ ２３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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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过， 由于现有数据仅包括苏丹， 因此笔者将南苏丹和北苏丹合并为 １ 个统计单位， 索马里由于大多

数年份的经济数据欠缺而被删除， 佛得角因退出时间较晚仍包括在内， 受惠国家共 ３０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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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占中国总进口的比例也下降到 １ ６９％。 不过， 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呈现不同的

变化。 扩展边际为 ０ ５２， 同比增加 ８％， 集约边际为 ０ ０３， 同比下降 ５０％。 总之， 在考

察期间， 扩展边际整体上呈显著增长的态势， 成为促进中国从受惠国进口增长的主要因

素。 相反， 集约边际则趋于下降，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从受惠国进口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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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中国从受惠国的进口情况

２ 双边层面

图 ２ 和图 ３ 分别显示了中国从各受惠国进口增长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 从扩

展边际来看， ２００３ 年中国从大多数受惠国进口的扩展边际为零， 之后基本上都呈

现了显著的上升趋势。 尤其是来自安哥拉、 坦桑尼亚、 毛里塔尼亚、 塞内加尔、 马

达加斯加、 卢旺达的进口扩展边际上升幅度较为明显。 以安哥拉为例， ２００３ 年该

值为 ０， ２００５ 年为 ０ ０８， ２０１５ 年上升至 ０ ２。 而集约边际的情况与之形成鲜明的对

比， 除中国从安哥拉和卢旺达进口的集约边际在波动中趋于下降外， 其余国家的集

约边际几乎没有变化， 基本保持在零的水平。 因此， 从单个国家来看， 中国从非洲

受惠国的进口份额增长依然是沿着扩展边际发生的。

��

�
�
D
K

注： １ 埃塞俄比亚、 ２ 安哥拉、 ３ 贝宁、 ４ 布隆迪、 ５ 赤道几内亚、 ６ 多哥、 ７ 厄立特里亚、 ８ 佛得
角、 ９ 刚果 （金）、 １０ 吉布提、 １１ 几内亚、 １２ 几内亚比绍、 １３ 科摩罗、 １４ 莱索托、 １５ 利比里亚、
１６ 卢旺达、 １７ 马达加斯加、 １８ 马拉维、 １９ 马里、 ２０ 毛里塔尼亚、 ２１ 莫桑比克、 ２２ 尼日尔、 ２３ 塞拉
利昂、 ２４ 塞内加尔、 ２５ 苏丹、 ２６ 坦桑尼亚、 ２７ 乌干达、 ２８ 赞比亚、 ２９ 乍得、 ３０ 中非共和国。 下图同。

图 ２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中国从各受惠国进口增长的扩展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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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中国从各受惠国进口增长的集约边际

另外， 考察中国从各受惠国进口的非零贸易商品种类的变化也可以得到相似的

结论 （见图 ４）。 ２００３ 年， 中国从大多数受惠国进口的种类为零或者个位数， 进口

商品结构单一。 此后， 该数值在各国呈现了不同幅度的上升。 例如，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

中国从安哥拉进口的种类从零增加至 ４０ 种； 埃塞俄比亚从 １０ 种增至 ８７ 种； 坦桑

尼亚从 １６ 种增至 １０７ 种； 马达加斯加从 １８ 种增至 １８６ 种。 如果仅以商品种类的增

加来简单衡量， 非零贸易商品种类的增加意味着扩展边际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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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中国从受惠国进口非零贸易种类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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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零关税政策对中国从受惠国进口增长的二元边际效应评估

（一） 计量模型

借鉴 Ｃｈａｎｅｙ （２００８）、 钱学锋和熊平 （２０１０） 以及彭浩和郭也 （２０１６） 的做

法， 构建如下模型来评估零关税政策对中国从受惠国进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

际发挥的作用。
ＩＭＰＯＲＴｉｃ ＝ ａ ＋ β１Ｙｉｃ ＋ β２ＰＲＯＤｉｃ ＋ β３ＤＩＳｉｃ ＋ β４ＦＣ ｉｃ ＋ β５ＴＡＲＩＦＦＩ ＋

β６ＯＦＤＩｉｃ ＋ β７ＳＨＯＣＫ ＋ ε （５）
在模型 （５） 中， ｉ 代表受惠国， ｃ 代表中国， α ， β１…… β６ 为待估参数， ε 为随

机误差项。 ＩＭＰＯＲＴ 代表中国从受惠国进口增长的集约边际 （ ＩＭｉｃ ） 和扩展边际

（ ＥＭｉｃ ）； 解释变量 Ｙ、 ＰＲＯＤ、 ＤＩＳ、 ＦＣ、 ＴＡＲＩＦＦ、 ＯＦＤＩ 和 ＳＨＯＣＫ 分别为经济规

模、 生产率水平、 可变贸易成本、 固定贸易成本、 零关税政策、 中国对受惠国的直

接投资和外部冲击。 各变量的具体情况如下： （１） 集约边际 （ ＩＭｉｃ ） 和扩展边际

（ ＥＭｉｃ ） 是根据 Ｈｕｍｍｅｌｓ 和 Ｋｌｅｎｏｗ （２００５） 分解方法计算得出； （２） 经济规模

（Ｙ） 采用受惠国 ＧＤＰ 与中国 ＧＤＰ 的比值表示， 这样能够真实地衡量一国的经济规

模。 该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 （ＷＤＩ）； （３） 生产率水平 （ＰＲＯＤ） 用

受惠国的劳动生产率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比值表示， 数据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

（ＩＬＯ） 网站提供的劳动力市场主要指标数据库 （ＫＩＬＭ）； （４） 可变贸易成本

（ＤＩＳ） 一般采用两国之间的距离来代替， 这里用中国首都北京与受惠国首都之间

的距离来表示， 数据来源于 ＣＥＰＰＩＩ； （５） 固定贸易成本 （ＦＣ） 主要受一国国内经

济政治形势、 政府行政干预以及非关税壁垒等因素的影响。 参考钱学峰和熊平

（２０１０） 的做法将经济自由度指数作为固定贸易成本， 该得分与固定贸易成本成反

比， 得分越高， 代表经济越自由， 固定贸易成本越低。 这里将受惠国的经济自由度

得分与中国相应的得分之比代入方程。 经济自由度指数来源于美国传统基金会每年

发布的年度报告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ｒｅｅｄｏｍ）； （６） 零关税政策 （Ｔａｒｉｆｆ） 为虚拟

变量， ｉ 国在 ｔ 年及之后享受到中国零关税政策， Ｔａｒｉｆｆ 等于 １， 否则为零。 各国享

受到零关税政策的时间如表 １ 所示； （７） 中国对受惠国的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数据

来自历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告》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数据。 加入

ＯＦＤＩ， 主要是因为投资与贸易存在一定的互补或替代关系； （８） 外部冲击 （Ｓｈｏｃｋ）
为虚拟变量， ２００９ 年中国的对外贸易由于经济危机遭受到了一次典型的外部冲击，
当年中国从非洲受惠国的进口额也下降了 ３０％。 在 ２００９ 年， 该值为 １， 其余年份该

值为零。
在以上影响中国从受惠国进口的二元边际因素中， 预计经济规模、 生产率水

平、 零关税政策和固定贸易成本的影响为正， 可变贸易成本和外部冲击的影响为

负， 中国对受惠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取决于其与贸易的关系， 两者互补 （替代） 时，
符号为正 （负）。 为了缩小数据的绝对值以及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带来的估计误差，
将可变贸易成本以及中国对受惠国的直接投资取自然对数， 其余变量因为比值或虚

国际贸易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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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变量不对其进行对数处理。 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 观察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ＩＭ ３９０ ０ ０２６ １ ０ ３０４ 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２３４ ７
ＥＭ ３９０ ０ ０４６ ８ ０ ０６２ 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６１５ ６
ＧＤＰ ３９０ ０ ００２ ３ ０ ００３ １ ０ ０００ ６ ０ ０１８ ３
ＰＲＯＤ ３９０ ０ ６３７ ７ １ ２０３ ８ ０ ０４１ ３ ９ ５９１ ９
ｌｎＤＩＳ ３９０ ９ ２７４ ０ ０ １４２ ３ ８ ９５８ ０ ９ ４４５ ８
ＦＣ ３９０ ０ ９５３ ８ ０ １８２ ４ ０ ３７５ ４ １ ４７４ ３

ＴＡＲＩＦＦ ３９０ ０ ８０７ ７ ０ ３９４ ６ ０ ０００ ０ １ ０００ ０
ｌｎＯＦＤＩ ３９０ ７ ８７６ ６ ２ ７０３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１２ ９７３ ４
ＳＨＯＣＫ ３９０ ０ ０７６ ９ ０ ２６６ ８ ０ ０００ ０ １ ０００ ０

（二） 估计结果

鉴于使用的是面板数据， 这里作为参考依次将模型 （５） 进行混合效应、 固定

效应和随机效应回归的结果列出。 同时， 由于贸易数据存在大量的零值， 还采用了

处理零值问题较常用的托宾 （Ｔｏｂｉｔ） 回归和泊松伪最大似然 （Ｐｏｉｓｓｏｎ Ｐｓｅｕｄｏ Ｍａｘｉ⁃
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ＰＰＭＬ） 回归作为稳健性检验， 其中 ＰＰＭＬ 可以消除异方差的影

响， 而 Ｔｏｂｉｔ 不能 （Ｓｉｌｖａ ＆ Ｔｅｎｒｅｙｒｏ， ２００５）， 并在估计后计算其偏效应以赋予系数

特定的经济意义。 数据处理借助于 Ｓｔａｔａ１２ 实现， 估计结果如表 ３ 和表 ４ 所示。
１ 进口集约边际的影响因素

如表 ３ 所示， 根据 Ｆ 检验、 ＬＭ 检验和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的结果， 应该使用随机效

应模型而非混合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 从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可知， 零关税

政策 （ＴＡＲＩＦＦ） 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是负向的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这说明零关税

政策对中国从受惠国的进口集约边际产生了排斥作用。 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 长

期以来中国从受惠国进口的单一商品结构由于零关税政策的实施得到了遏制。 此

外， 经济规模 （Ｙ） 和固定成本 （ＦＣ） 的影响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其余变量则不

显著。 其中， Ｙ 的系数符号为正， 而且其系数是各因素最大的， 这说明受惠国相对

于中国的经济规模是影响中国从受惠国进口集约边际最重要的正向因素。 ＦＣ 系数

的符号为负， 说明受惠国相对于中国的经济自由度抑制了中国从受惠国进口的集约

边际。 Ｔｏｂｉｔ 模型的回归结果也证明了零关税政策显著的负向影响和经济规模显著

的正向影响， 不过结论还显示了中国对受惠国的直接投资 （ｌｎＯＦＤＩ） 系数是正的且

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 ＦＣ 系数的符号虽然为负但是在统计上不显著。 为了检验原方

程是否存在异方差， 这里使用怀特 （ｗｈｉｔｅ） 检验得出，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 ０ ０００ ０， 故强烈

拒绝同方差的原假设， 原模型存在异方差， 使用 Ｔｏｂｉｔ 模型可能产生不一致的估计量。
因此， 使用 ＰＰＭＬ 模型进一步回归得到， 在影响中国从受惠国进口集约边际的因素

中， 只有经济规模的正向影响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其他变量包括零关税政策的负向影

响都是不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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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中国从受惠国进口增长扩展边际的影响因素

变量 混合效应回归 固定效应回归 随机效应回归 Ｔｏｂｉｔ 回归 ＰＰＭＬ 回归

Ｃ

Ｙ

ＰＲＯＤ

ｌｎＤＩＳ

ＦＣ

ｌｎＯＦＤＩ

ＴＡＲＩＦＦ

ＳＨＯＣＫ

Ｒ２

Ｎ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０ ６１∗∗ 　 ０ ０１ 　 －０ １５ — —
（－２ １１） （１ ２８） （－０ ８５）

４ ５２∗∗∗ 　 　 　 　 ６ ７９∗∗∗ 　 　 ５ ０９∗∗∗ 　 　 ５ １３∗∗∗ 　 　 １ ２６∗∗∗

（２ ４６） （５ ３５） （６ ７３） （６ ４９） （８ ６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８

（１ ４１） （０ ２７） （０ ５５） （０ ６２） （１ ５０）
０ ０２ —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８０） （０ ９５） （０ ７１） （０ ３２）
－０ 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２４） （－１ ６１） （－２ １５） （－１ ２８） （０ ３６）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５

（－０ ２９） （１ ６１） （１ ０７） （２ １４） （１ ３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６

（－０ ４８） （－２ ８９） （－２ ６１） （－２ ０２） （－０ ９４）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６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１０） （－０ ２８） （－０ １８） （－０ １１） （０ ００２）

０ ２９ ０ ４４ ０ ４６ ０ ３４

３９０ ３９０ ３９０ ３９０ ３９０

８４７ ４８

注： “∗∗∗” “∗∗” “∗” 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 ｔ 值。

２ 进口扩展边际的影响因素

如表 ４ 所示， 根据 Ｆ 检验、 ＬＭ 检验和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的结果， 应该使用随机效

应模型而非混合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 根据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中国对受

惠国实施的零关税政策 （ＴＡＲＩＦＦ） 对扩展边际的影响为正且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
这说明零关税政策确实促进了中国从受惠国进口的扩展边际。 由于零关税降低了非

洲出口的贸易成本， 这导致非洲一些生产效率低的企业开始从事出口活动， 中国从

非洲进口的产品种类进而增加。 除此之外， 经济规模 （Ｙ）、 中国对受惠国的直接

投资 （ ｌｎＯＦＤＩ） 和外部冲击 （ＳＨＯＣＫ） 在统计上也是显著的。 Ｙ 和 ｌｎＯＦＤＩ 的系数

是正值， 说明受惠国相对于中国的经济规模、 中国对受惠国的直接投资同样是促进

中国从受惠国进口扩展边际的正向因素， 而 ＳＨＯＣＫ 的系数是负值， 这意味着当发

生外部冲击时， 中国从受惠国的进口种类扩展容易受到剧烈影响。 Ｔｏｂｉｔ 模型回归

结果强烈支持了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的结果。 同样， 根据怀特 （ｗｈｉｔｅ） 检验的结果，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 ０ ０００ ０， 原模型存在异方差。 因此， 这里采用了 ＰＰＭＬ 模型回归， 结

果显示零关税政策 （Ｔａｒｉｆｆ）、 生产率水平 （ＰＲＯＤ）、 经济规模 （Ｙ）、 可变成本

（ ｌｎＤＩＳ）、 中国对受惠国直接投资 （ ｌｎＯＦＤＩ） 对中国从受惠国的进口扩展边际产生

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外部冲击 （ＳＨＯＣＫ） 虽然起到抑制作用， 但是在统计上不显

著。 反映经济自由度的固定成本也起到促进作用， 但是在统计上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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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中国从受惠国进口增长扩展边际的影响因素

变量 混合效应回归 固定效应回归 随机效应回归 Ｔｏｂｉｔ 回归 ＰＰＭＬ 回归

Ｃ

Ｙ

ＰＲＯＤ

ｌｎＤＩＳ

ＦＣ

ｌｎＯＦＤＩ

ＴＡＲＩＦＦ

ＳＨＯＣＫ

Ｒ２

Ｎ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０ ６１∗∗ ０ ０１２ －０ ５３ — —
（－２ １１） （０ ４８） （－１ ４０）

５ ９０∗∗∗ －３ １５ ３ ６１∗∗ ３ ５５∗∗ １ ８３∗∗∗

（５ ０２） （－１ ０９） （２ ２０） （２ ０４） （４ ７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１ ３４） （－０ ７４） （０ ５５） （０ ４９） （６ ６７）
０ ０６∗ －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８０） （１ ３４） （１ ３２） （４ ０８）
－０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５０） （－１ ２３） （－１ ０９） （－１ １２） （０ １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９∗∗∗

（４ ６１） （４ ６６） （５ ８８） （５ ９０） （１２ ３８）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１ ７７） （２ ５９） （２ ２２） （２ ２６） （２ ７３）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０５

（－２ ７２） （－１ ５３） （－１ ６６） （－１ ６７） （－１ ０３）
０ ３３ ０ ２３ ０ ４３ ０ ４２

３９０ ３９０ ３９０ ３９０ ３９０
６３９ ０５

注： “∗∗∗” “∗∗” “∗” 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 ｔ 值。

总之， 零关税政策对中国从受惠国进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产生了不同的影

响， 对集约边际起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①， 而对扩展边际呈现显著的促进作用。 换

句话说， 零关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从受惠国进口过于单一的商品结构， 促

进了进口商品种类的增加， 基本上实现了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方实施零关税政策促

进非洲实现出口多样化的目标。 尽管如此， 因为采用的是 ＨＳ ８ 位分类贸易数据， 根

据 Ｈｕｍｍｅｌｓ 和 Ｋｌｅｎｏｗ （２００５） 方法分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还存在一些问题。 即

商品分类越细， 商品之间的差异越明显， 扩展边际增加的可能性越大。 但是， 如果商

品分类较为笼统， 同类性质的商品则将归为一类， 集约边际增加的可能性越大。 通过

进一步考察中国从受惠国进口的具体商品②， 可以证明这一推论。 与 ２００３ 年相比，
２０１５年中国从受惠国进口的商品种类确实有所增加， 但仍然集中在矿产品、 木材、 动物

皮革、 农产品等低附加值的产品上， 这与非洲国家薄弱的工业基础有很大的关系。 因

此， 零关税政策作为促进中非贸易互利共赢的重要工具在内容上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四、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利用 ＨＳ ８ 位分类贸易数据分析中国从非洲受惠国进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
并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评估零关税政策所发挥的作用。 结论显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中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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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里加上 “一定程度” 是因为， 当不考虑模型存在的异方差时， 零关税政策对集约边际的负向影响在统

计上是显著的， 当考虑异方差时， 虽然影响是负向的， 但是在统计上不显著。
由于篇幅有限， 这里没有附上详细的列表， 有需要可以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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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国的进口呈显著的增长趋势， 并且这种增长主要是沿着扩展边际发生的。 同时进

一步验证了零关税政策对中国从受惠国的进口扩展边际呈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对进口

集约边际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然而， 由于非洲国家工业化基础薄弱， 中国从受惠

国的进口仍然集中在矿产品、 木材、 动物皮革、 农产品等低附加值产品上。
为了强化零关税政策的实施效果， 中非双方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ＦＯＣＡＣ

框架下零关税政策合作的机制。 根据 ＰＰＭＬ 模型回归结果， 在影响中国从受惠国进

口扩展边际的因素中， 除了零关税政策外， 受惠国相对于中国的经济规模、 生产率

水平、 中国对受惠国的直接投资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 反映固定成本的经济自由度

也呈现正向影响， 这为中方深化合作提供了政策思路：
（１） 进一步优化对非洲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 引导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行

业结构应从当前以开发当地资源、 满足母国需求为目的的资源导向性投资为主， 向

以效率或市场导向型投资为主转变， 这种投资模式有助于中国企业在非洲生产的产

品返销母国， 丰富中国自受惠国进口的产品种类。 现在已经有一些受惠国开始向中

国出口轻工制成品， 例如皮革制面的鞋靴 （埃塞俄比亚）、 断路器 （莱索托）、 服装

（马达加斯加）、 集成电路 （卢旺达）。
（２） 帮助非洲国家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 当前， 非洲大部分国家的劳动生产

率水平普遍低于 １ ５００ 美元 ／工人， 最低只有 ５３３ 美元 ／工人 （如中非共和国）。 较

低的劳动生产率导致非洲国家生产并出口的商品成本偏高， 缺乏竞争力。 为此， 中

方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援助方案， 对非洲国家提供生产和贸易培训， 有效帮助

这些国家提高生产能力， 改善出口货物和服务的效率。
（３） 减少来自非洲进口商品的非关税壁垒。 目前， ＦＯＣＡＣ 框架下促进非洲对中

国出口的措施主要是降低关税， 没有涉及降低非关税壁垒的政策。 浙江省的一项实地

调查结果显示， 非洲的商品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往往不能及时清关， 增加了贸易成本。
原因包括非洲国家的报关资料与国内不匹配， 一些进口产品由于商品特性必须受到国

家检验检疫局的严格检查 （例如农产品、 动物皮毛、 木材及木制品） 或进口配额的

限制 （如棉花和糖等）， 以及国内代理公司对代理非洲进口产品清关流程不清晰等。
未来， 中国可以进一步制定非洲输华商品的标准， 明细和简化进口商品的清关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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