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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逆差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逐步回归分析

周金凯１，２

（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２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国际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１０２）

摘要： 中美两国贸易失衡问题屡遭美国诟病， 然而， 中国对美国贸易总体保持

顺差的同时， 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持续出现逆差， 并且有逐年扩大的趋势。 中美两国

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逆差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成为倍受关注的问题。 首先， 通过对中

美两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现状进行分析， 然后运用逐步回归法对影响中国对美国

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关键因素加以确定后发现： 科技、 环境卫生、 教育条件等因素

与美国对华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出口的关联度较高， 是影响美国对华国际教育服务贸

易的关键因素。 最后， 分析了美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对中国的启示并提出了推进中

国教育国际化、 科技进步和改善留学环境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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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今， 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发展迅猛。 中美两国作为关键参与方， 对国际教育服

务贸易有着重要贡献和影响力。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 ２０１７ 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

进出口额为 ６ ３５９ ７ 亿美元， 其中， 美国对中国出口为１ ３０３ ７亿美元， 进口为

５ ０５６ ０亿美元。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 ３ ７５２ ３ 亿美元， 增长 ８ １％。 然而， 在国际

教育服务贸易方面， ２０１７ 年美国对中国出口为 １３８ ８９ 亿美元， 进口仅为 ２ ４６ 亿

美元， 中国对美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逆差为 １３６ ４３ 亿美元， 较 ２０１６ 年增加了

１４ ２５ 亿美元， 扩大趋势明显。 美国对华教育服务贸易一直保持顺差取决于多方面

的因素， 包括教育、 环境、 市场、 贸易政策以及科技因素等。 这些因素提高了美国

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全球竞争力， 使其在该领域对中国出口远高于进口。 美国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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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整体贸易逆差的情况下， 缘何教育服务贸易保持顺差？ 主要影响双方贸易量的因

素为何？ 中国国际教育如何增强国际竞争力， 以吸引更多国家学生赴华留学？ 以上

问题将作为笔者研究的重点。
笔者针对以上问题， 在研究中美两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现状的基础上， 通过逐步回

归分析着重研究影响中美两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各因素及影响程度， 尤其是哪些关键

影响因素成为美国具备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且吸引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主动力。 最后，
笔者将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 为中国提升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出若干建议。

一、 中美两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现状

（一） 中国赴美留学人数不断增加， 且增势强劲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学年到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学年， 中国大批学生赴美留学。 如图 １ 所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学年到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３ 学年， 中国在美国大学就读的学生人数处于增长状

态， 但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学年出现短暂的下降。 从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５ 学年开始， 中国赴美留学

人数逐年增加， 并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学年和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学年， 中

国赴美留学人数增速分别达到 ２９ ９％和 ２３ ５％， 是近 ２０ 年来增长率最快的两年。
虽然从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学年开始， 赴美留学人数增长率逐年放缓，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学年仅

为 ３ ６％， 但仍有创纪录的 ３６ ３３ 万中国留学生赴美就读。 此外， 中国学生人数在

留美学生总数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 由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学年的 １０ ９％增长到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学年的 ３１ ５％， 比排名第 ２ 位的印度高出 １５ ３ 个百分点， 在世界各国赴美留

学人数中占据主导。 中国成为美国高校最大的生源来源国原因包括： 第一， 美国大

学的声誉良好， 名校众多， 学生的选择余地大。 ２０１５ 年， 全球著名媒体 ＵＳＮｅｗｓ 发

布了 ２０１６ 年全球大学排行榜， 在全球顶尖的前 ２０ 位大学中， 美国占了 １６ 席。 美

国高等教育在全球占据绝对优势。 第二， 美国主打以软实力为主导的宜居标准， 吸

引国外留学生。 美国一些城市通过宣传安全度、 医疗、 人文环境、 教育和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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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 （ＩＩＥ） 开放门户报告 （２００１～２０１８）。

图 １　 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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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优势， 成为吸引国际学生的最大理由。 第三， 主要受到了低龄留学生入

学、 职业培训人数增加、 语言学校繁荣等因素的推动， 中国留学生快速增长 （刘
常庆， ２０１３）。

（二） 美国来华留学人数逐年下降， 出现负增长

中国赴美留学的繁荣景象与美国来华留学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学年， 美国来华留学生仅 ２ ９４２ 人。 中国加入 ＷＴＯ 后， 美国来华留学人数出现

了增长，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４ 学年增长率达到 ９０％。 可是， 由于留学生基数少， 即使每

年是正增长，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学年新增留学生还不到 １ ５ 万人， 与同期中国赴美留学

人数相差 １８ 万。 如图 ２ 所示， 从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学年开始， 美国学生对于留学中国

的热情在减退， 留学人数出现负增长。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学年， １ １７ 万名美国学生来

中国学习， 比上一学年降低 ８ ６％。 美国来华留学人数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学年达到峰

值之后的 ４ 年里， 均出现了缩减。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学年到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学年， 中国在

美国学生的留学目的地排行榜上均排名第 ５ 位，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学年仅占到美国赴外

留学人数的 ４ １％。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学年和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学年， 中国在美国学生的留学

目的地排行榜上排名降到第 ６ 位。 一直以来， 最受美国学生青睐的留学目的地是

英国，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学年占到美国赴外留学生总数的 １２ ０％， 意大利、 西班牙、
法国和德国分列 ２ 位到第 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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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 （ＩＩＥ） 开放门户报告 （２００１～２０１８）。

图 ２　 美国来华留学人数变化趋势图

（三） 中国赴美本科留学人数增长迅猛， 研究生留学进入平台期

由表 １ 可以看出，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学年到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学年， 中国赴美留学就读本

科人数猛增， 从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学年的 ４ 万人， 增至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学年的 １４ ８６ 万人，
人数增长 ２７１ ５％， 远高于同期留学生总数增长水平。 赴美短期访学人员也日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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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从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学年占同期留学生人数的 ８ ６％ 增长到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学年的

１８ １％， 赴美短期访学将成为留学新趋势。 而与此同时， 中国赴美研究生留学人数

虽然仍保持增长， 但增速明显放缓。 中国赴美研究生留学人数占中国赴美留学生比

重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学年的 ５２ １％， 下降到了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学年的 ３６ ０％。 研究生阶段

留学的人数增长已经进入平台期。 随着留学低龄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赴美留学

的中国学生学历层次会越来越丰富， 选择就读高中、 本科课程的人数都在不断

增多。

表 １　 中国赴美留学人员构成比重

％

学年 本科生 研究生 赴美短期访学 其他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３１ ３ ５２ １ ８ ６ ８ 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３６ ２ ４８ ８ ８ ４ ６ 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３８ ４ ４５ ６ ９ ５ ６ ５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３９ ８ ４３ ９ ６ １ １０ 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４０ ３ ４２ １ １２ ２ ５ ４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４１ ０ ３９ ６ １４ ２ ５ 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４１ ３ ３７ ５ １５ ９ ５ ３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４０ ７ ３６ ６ １７ １ ５ ７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４０ ９ ３６ ０ １８ １ ５ ０

资料来源：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 （ＩＩＥ） 开放门户报告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四） 中国对美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逆差额逐年增加

美国商务部经济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 （见图 ３），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７ 年， 中国对美国

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一直保持逆差。 ２００１ 年逆差额仅为 １ ０６ 亿美元， 到 ２０１６ 年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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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美国商务部经济统计局网站数据。

图 ３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７ 年中国对美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逆差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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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额迅速增长到 １２２ １８ 亿美元， 增长了 １００ 多倍。 ２０１７ 年， 中国对美国国际教育

服务贸易逆差继续扩大。 其中， 美国对华教育服务贸易进口仅为 ２ ４６ 亿美元， 占

美国全球进口总额的 ２ ９９％。 与此同时， 美国对华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出口为 １３８ ８９
亿美元， 占美国全球出口总额的 ３２ ７６％。

中国对美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保持巨额逆差的原因除了大量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外， 许多国家的大学都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吸引美国学生。 这些措施有国家和学校

软硬实力的较量， 包括硬件设施、 学校历史文化、 学校知名度、 学术质量及奖助力

度。 在这些方面， 中国高校与西欧国家高校还有一定差距。 美国学生更乐于选择文

化和意识形态相似的西欧作为留学目的地。 ２０１７ 年， 美国对欧洲国家国际教育服

务贸易进口达 ４７ ４３ 亿美元， 欧洲吸收了美国留学生 ５７ ７％的学费支出， 其中英国

占比高达 １９ ８５％。

二、 美国对中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 研究方法

笔者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法进行分析。 多元线性逐步回归的基本思想

是： 确定自变量后将全部自变量逐个引入回归模型， 每引入一个新的自变量后都要

进行 Ｆ 检验， 并对已经选入的自变量逐个进行 ｔ 检验， 当先前引入的自变量由于之

后自变量的引入变得不再显著时， 则将其删除。 这样可以确保每次引入新的自变量

之前回归方程中只包含显著性变量 （刘明和王仁曾， ２０１２）。 通过软件系统反复进

行操作， 直到所筛选的自变量集是最优的。 此外， 通过逐步回归筛选可剔除引起多

重共线性的变量， 防止筛选后能够留在回归模型中的自变量出现多重共线性的

问题。

（二） 数据的选取

由于笔者旨在研究中美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逆差影响因素， 且美国对华国际教

育服务贸易长期保持大额顺差， 因此选择美国对华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出口额 Ｙ 作

为因变量。 为了保证研究数据的真实有效性， 笔者选取美国商务部网站统计数据作

为研究依据， 并以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的年度数据作为解释变量。
根据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相关理论， 影响国际教育服务贸易进口的因素有很

多。 由于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与一般服务贸易区别较大， 笔者从美国作为出口国的角

度基于宏观和微观 ２ 个层面分 ７ 个方面运用 ３０ 个具体指标对影响美国对华国际教

育服务贸易出口的因素进行整合。 宏观层面包括市场因素 （Ｘ１）、 教育条件因素

（Ｘ２）、 环境卫生因素 （Ｘ３）、 基础设施因素 （Ｘ４）、 贸易因素 （Ｘ５）； 微观层面包

括劳动力因素 （Ｘ６）、 科技因素 （Ｘ７）。 笔者选取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世界银行数据库中

最能代表以上因素的指标进行分析， 具体指标如表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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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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影响美国对华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出口的因素和具体指标构成表

影响因素 指标名称 指标意义

宏观
因素

Ｘ１市场因素

Ｘ２教育条件因素

Ｘ３环境卫生因素

Ｘ４基础设施因素

Ｘ５贸易因素

Ｘ１１美国 ＧＤＰ
Ｘ１２美国人均 ＧＤＰ
Ｘ１３美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

Ｘ１４美国年均通货膨胀率

Ｘ１５美国大学生人均支出

Ｘ２１美国高等教育投入

Ｘ２２美国高等教育入学率

Ｘ２３教育公共开支总额

Ｘ３１人口密度

Ｘ３２空气质量

Ｘ３３公共医疗卫生支出

Ｘ３４城市改善的卫生设施

Ｘ４１航空运输

Ｘ４２固定宽带互联网用户

Ｘ５１所有产品最惠国加权平均税率 （％）
Ｘ５２官方汇率

Ｘ５３国际贸易税

Ｘ５４国际贸易税占总税收比例

Ｘ５５服务贸易额

Ｘ５６货物和服务进口 （现价美元）

市场因素中的经济规模、 消费水平、
物价水平、 学生支出水平是影响留学
服务贸易的重要因素

教育条件对外国留学生进入有着重要
影响

环境情况和卫生条件对于学生选择留
学目的国产生影响

便利的交通和通讯设施有利于吸引更
多的留学生进入

贸易的总体情况与留学服务贸易关系
密切， 影响对留学服务贸易的预期

微观
因素

Ｘ６劳动力因素

Ｘ７科技因素

Ｘ６１就业人口比率

Ｘ６２就业人口的人均 ＧＤＰ
Ｘ６３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

Ｘ６４高等教育水平的失业人数

Ｘ６５雇员报酬

Ｘ７１研发支出 （占 ＧＤＰ 的比例）
Ｘ７２科技期刊文章

Ｘ７３Ｒ＆Ｄ 研究人员 （每百万人）
Ｘ７４非本地居民直接提交的商标申请

Ｘ７５专利申请， 非居民

劳动力作为一国的重要资源禀赋， 其
就业、 失业、 产出、 受教育水平、 工
资高低影响着外国留学生的进入

一国科技水平影响外国人求学热情和
高端人才的流入

（三） 美国对华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出口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通过确定因变量 Ｙ 与自变量 Ｘ ｉ 之间的关系， 建立含有自

变量参数和扰动项的线性回归方程对因变量进行预测， 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Ｙ＝β０＋β１Ｘ１＋β２Ｘ２＋…βｉＸ ｉ＋ε

上式中， Ｙ 表示因变量， β ｉ为待定参数， Ｘ ｉ为所选取的解释变量， ε 为模

型扰动因素。 笔者首先运用逐步回归法分析美国对华教育服务贸易出口与市场

因素 （ Ｘ１ ） 、 教育条件因素 （ Ｘ２ ） 、 环境 卫 生 因 素 （ Ｘ３ ） 、 基 础 设 施 因 素

（Ｘ４） 、 贸易因素 （Ｘ５） 、 劳动力因素 （Ｘ６） 、 科技因素 （Ｘ７） 等各影响因子的

关系， 筛选出有显著性影响的因子作为自变量， 并建立最优回归方程。 然后对

建立的最优回归方程进行回归分析， 确定各影响因子与因变量的关系程度。 通

过逐步回归操作， 结果如表 ３ 和表 ４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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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逐步回归系数的对比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Ｂｅｔａ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ｔ Ｓｉｇ

１

２

３

（常量） －２８ ５６５ ２ ９０２ －９ ８４３ ０ ０００
Ｘ７科技因素 ２９ １２ ２ ６７９ ０ ９７９ １０ ８６９ ０ ０００

（常量） －５０ １９２ １１ ０４６ －４ ５４４ ０ ０１０
Ｘ７科技因素 ２５ ５０３ ２ ７８４ ０ ８５８ ９ １６２ ０ ００１

Ｘ３环境卫生因素 ２４ ９５ １２ ４６６ ０ １８７ ２ ００１ ０ １１６
（常量） －４９ ８１８ ８ ３０２ －６ ００１ ０ ００９

Ｘ７科技因素 ２４ ００８ ２ ２１８ ０ ８０８ １０ ８２２ ０ ００２
Ｘ３环境卫生因素 ３２ ３６１ １０ ０５９ ０ ２４３ ３ ２１７ ０ ０４９
Ｘ２教育条件因素 －６ １２８ ３ ０３２ －０ １１７ －２ ０２１ ０ １３６

表 ４　 逐步回归模型判定系数的汇总

模型 Ｒ Ｒ２ 调整 Ｒ２ 标准估计的误差

１ ０ ９７９ａ ０ ９５９ ０ ９５１ ０ ３１７
２ ０ ９９０ｂ ０ ９８０ ０ ９７０ ０ ２５０
３ ０ ９９６ｃ ０ ９９１ ０ ９８３ ０ １８８

注： ａ 预测变量： （常量）， Ｘ７科技因素； ｂ 预测变量： （常量）， Ｘ７科技因素， Ｘ３环境卫生因素； ｃ 预测变

量： （常量）， Ｘ７科技因素， Ｘ３环境卫生因素， Ｘ２教育条件因素。

从表 ３ 和表 ４ 可以看出， 通过逐步回归得到模型 １、 模型 ２ 和模型 ３。 模型 １
中 “科技因素” 是美国对华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出口的主导因素， 判定系数 Ｒ２为

０ ９５９。 再进一步进行逐步回归筛选得到模型 ２， “科技因素” 和 “环境卫生因素”
是主要影响因素， 判定系数 Ｒ２为 ０ ９８０。 第三步回归分析得到模型 ３， ７ 个自变量

中有 ３ 个进入了回归模型， 分别为 “科技因素” “环境卫生因素” “教育条件因

素”。 把表 ３ 中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代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得到回归方程：
ｙ＝ －４９ ８１８＋２４ ００８ｘ７＋３２ ３６１ｘ３－６ １２８ｘ２

从标准回归系数可以看出， 科技因素和环境卫生因素与美国对华出口额呈正相

关关系， 教育条件因素与美国对华出口额呈负相关关系， 说明科技进步与环境卫生

条件的改进有助于吸引国外学生留学， 虽然美国近几年在教育条件领域的学生入学

率和教育投入占 ＧＤＰ 的比率有下降趋势， 但由于有雄厚的教育优势做基础， 即使

在教育条件出现下滑的情况下也带来了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热潮。 回归方程的判定

系数 Ｒ２为 ０ ９９１， 调整后的判定系数 Ｒ２为 ０ ９８３， 说明回归直线对观测值的拟合程

度良好。 进行 Ｆ 检验， Ｆ 统计量为 １１５ ４１８， 选择显著性差异 α ＝ ０ ０１， 查 Ｆ 分布

临界值表得 Ｆα （３， ３） ＝ ２９ ４６， Ｆ＞Ｆα， 拒绝原假设， 说明回归系数不为零。 综上

所述， 在 α＝ ０ ０１ 的水平下， 回归效果显著。

三、 中国对美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逆差的关键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美国对华国际教育服务贸易进口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得到： 科技因

素、 环境卫生因素和教育条件因素对于教育服务贸易影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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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技因素

美国科技实力雄厚， 居世界各国之首， 从而也吸引了来自全球其他国家的学子

赴美求学。 ２０１７ 年， 全球最顶尖的 ２０ 所大学有 １５ 所在美国， 培养出了全球相关

领域优秀的工程师和科学家。 全球 １０ 大科技公司有 ８ 家位于美国， 世界各国都离

不开英特尔的芯片、 微软和甲骨文提供的科技产品和软件。 全球顶尖的科学实验室

也多在美国。 无论是在军工领域、 航空领域、 信息技术领域， 还是在医学技术领

域， 美国都拥有着明显的优势和实力。
科研实力的强大与美国对研发资金的支持密不可分。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 １９９６

年日本研发支出占比为 ２ ７７％， 居全球第 １ 位， 美国占比为 ２ ４４％， 居第 ２ 位。 到

２０１３ 年， 日本研发占比为 ３ ５％， 美国为 ２ ７３％， 但由于美国 ＧＤＰ 总量巨大， 所

以实际研发支出美国仍遥遥领先日本， 居世界第 １ 位。 科技期刊发表文章数量也是

衡量一个国家科研实力的重要指标。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统计， １９８５ 年美国科技

期刊发表文章数量为 １３ ７８ 万篇， 遥遥领先位列全球第 ２ 位的英国， 显示了美国与

其他国家科研实力的巨大差距 （杨红，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３ 年， 美国科技期刊发表文章数

量为 ４１ ２５ 万篇， 仍位居全球榜首， 领先排名第 ２ 位的中国 １ １１ 万篇， 显示了美

国在科技领域不可动摇的实力。
由于大学是美国从事科研活动的主要机构， 承担着美国产业发展和基础科学研

究的重任。 美国大学凭借雄厚的科研实力、 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学术环境、 高素质的

人才储备， 自然成为科研成果集中汇集的中心， 成为吸引中国留学生赴美求学的重

要因素之一。

（二） 环境卫生因素

留学环境不仅包括自然环境， 还包括社会环境、 政策环境。 在自然环境方面，
由于美国处于后工业化时代， 环境污染少， 城市化程度高， 公共设施条件完善， 较

为宜居。 此外， 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吸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流向的前提条件。 一

般来说， 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均具有比较发达的科技水平、 稳定的社会环境、 良好

的国际关系以及完善的教育体系和领先的学科平台等 （李航敏， ２０１４）。 从美国国

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实践来看， 政府在国家层面制定了相关法规、 规划和战略， 通过

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以推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 如美国早在 １９６６ 年就颁

布了 《国际教育法》； ２０００ 年又发布了 《高等教育国际化备忘录》； ２００５ 年美国有

３４ 个州制定了指导开展全球教育的章程。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美国参议院通过了 《健
康、 服务和教育机会法案的修正案》， 其中涉及提升美国教育国际化竞争力和开拓

海外留学市场的内容 （聂名华和黄云婷， ２０１１）。

（三） 教育条件因素

美国是世界上高等教育最为发达的国家， 云集了众多的世界一流大学， 其每年

教育经费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 ７％， 各类大学近 ４ ０００ 所， 平均不到 ７ 万人就拥有 １
所大学 （张亚， ２００６）。 美国教育资源条件和教育质量是吸引中国留学生的关键因

素。 美国既是教育资源大国， 也是全球教育质量领先的国家， 拥有世界一流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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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包括硬件设备、 师资队伍、 科研团队、 学科及服务能力， 因此受到中国留学

生的青睐。 根据目前较为权威的世界大学排名机构 《泰晤士高等教育》 ２０１７ 年公

布的资料显示， 当今世界一流大学主要集中在美国， 在排名前 ２０ 位的大学中有 １５
所是美国的院校。 在奖学金方面， 美国是世界上提供奖学金最多的国家， 奖学金覆

盖大学本科、 硕士和博士各个阶段， 如果学生符合申请条件， 获得包括学费和生活

费在内的全额奖学金并非难事 （刘美娟和刘睿， ２０１２）。 美国奖学金归纳起来有政

府和私人的两大类， 具体分为联邦政府奖学金， 私人基金奖学金， 学院内奖学金，
系科奖学金， 校际、 系际奖学金、 助学金、 助研金、 减免学费等等。 美国设立奖学

金以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到本国学习和研究， 更好推动留学服务贸易发展。 比如美

国设立富布赖特科学奖学金主要用于支持国际交流奖学金计划， 主要资助社会和人

文学科， 资助对象是 “受援国” 中最有发展前途的精英。
美国教育条件的优势与美国政府对于教育的大量投入密不可分。 根据世界银行

统计数据， ２００７～２０１５ 年美国教育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平均值达到 ５ ２％， 其中 ２０１０
年比重高达 ５ ４％， 最低时也达到 ４ ９％。 在高等教育入学率方面， ２０１１ 年美国达

到 ９６ 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虽然比率逐年下降， 也没有影响中国留学生申请的热度。
由此可见， 美国雄厚的教育条件优势为吸引外国留学生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 改善中美两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逆差的政策建议

（一） 努力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首先， 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教育体系。 面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需要， 中国建

立现代化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 仅仅打造一批世界一流大学远远不够， 更迫切的任

务是建立一套世界一流大学体系。 目前， 虽然中国高校引入了一些国外先进技术和

海归人才， 但并没有在高校创新创造方面发挥其应有作用。 以完成科研指标和文章

发表的浮躁氛围与潜心治学、 深入钻研的科研氛围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中国建

设世界一流大学体系的核心在于如何激发大学师生内在的学术兴趣， 营造勇于创新

的学术氛围和严谨治学的教学环境。 因此， 中国高校需要以一流的理念改进管理方

式， 完善激励机制， 培育大学创新文化和创造精神 （朱佳斌等， ２０１６）。 其次， 鼓

励中国大学多样化发展， 以适应国内外学子的不同需求。 大学的多样化发展基于人

才的多样化发展。 教育同质化会带来人才培养的同质化， 在带来就业问题的同时也

不利于吸引国外留学生。 鼓励大学多样化发展， 可以培育不同类型、 多层次的海内

外人才， 发挥高校自身的竞争优势和办学特色。 再次， 通过中外合作办学改善中美

两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逆差情况。 中国高校可以通过与美国知名高校合作， 增加国

际语言授课课程、 培养国际化师资队伍、 完善全英语教学课程来降低语言障碍造成

的学习难度。

（二） 增强中国在科技和环境卫生等领域的综合实力

美国吸引留学人才的经验表明： 一国对留学生的吸引程度是科技和国家环境设

施等方面实力的综合体现。 随着中国科技水平和环境卫生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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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多的外国学生选择到中国留学。 最新数据显示， 中国已经超过法国， 成为继美

国、 英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留学生输入国 （中新网， ２０１５）。 但与美国相比， 中国

在科技发展水平和环境卫生治理方面还有一定差距。 因此， 中国若要提升国际教育

服务贸易水平， 需要不断提高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社会环境卫生治理能力。 科技

发展与吸引全球科技人才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 中国可以采取增加科研奖学金，
比如外国留学生可以凭借 “研究助理” 身份获得大学全额奖学金； 设立类似美国

Ｈ－１Ｂ 签证， 为高科技人才流入创造便利条件； 增加科技人才的薪资水平， 吸引高

科技人才来华求学和工作。 高科技人才的聚集又会为国家科技进步提供智力支持，
促进科技水平提高。 环境卫生因素是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 不仅涉及环境

保护和医疗卫生条件， 还包括社会稳定和人文历史环境等。 在环境卫生治理方面，
要改善主要留学城市的空气质量和环境卫生， 增强大学所在城市的医疗卫生设施和

便利化程度， 宣传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 营造出具有东方文明大国气息的学习生活

环境， 以吸引国外学子来华求学。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 中国已成为

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全球关注的重心， 中国 “吸引力” 将会成为一张名片

被世界所熟知。 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作为 “吸引力” 的重要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

作用， 相信通过在教育国际化方面的有效改革， 中国不仅会成为教育服务贸易大

国， 更会成为教育服务贸易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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