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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际货物贸易与商务入境旅游间
互动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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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国际货物贸易与商务入境旅游互动关系机理， 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

模型， 运用协整分析、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 定量

测度 １９９０～２０１６ 年我国国际货物贸易与商务入境旅游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前者对后

者的促进效应。 结果发现： （１） 一般贸易进出口、 加工贸易进出口与商务入境旅

游之间分别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互动关系。 （２） 一般贸易进出口、 加工贸易进出

口均在短期内对商务入境旅游具有显著的正向冲击效应， 仅在冲击效应增速、 峰值

与持续强度上存在一定差异。 （３） 对商务入境旅游的促进效应大小存在由高到低

的排序， 排序为： 一般贸易出口、 加工贸易进口、 加工贸易出口、 一般贸易进口。
我国应高度重视不同构成的国际货物贸易对商务入境旅游的促进作用， 在近期内稳

步发展加工贸易， 在中期内大力提升一般贸易出口， 在远期内深挖一般贸易进口

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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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国际货物贸易与商务入境旅游均呈同步快速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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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国际货物贸易总额达 ４ ６ 万亿美元， 年均增长 １５ ４％①； ２０１７ 年入境旅游人

数为 １ ３９ 亿人次， 年均增长 ６ ５％， 其中以商务会议为入境动机的游客达 ７８６ 万人

次， 年均增长 ７ １％②。 国际货物贸易与入境旅游在总量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国际货物贸易对入境旅游具有较好的正向溢出效应 （苏建军等， ２０１３）， 两者间相

互促进、 共同繁荣的互动关系已被广泛认可。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自 ２００８ 年后增长缓慢， 少数年份出现负增长， 这引起了国

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 通过参加各种国际旅游展、 旅游交易会、 旅游博

览会， 举办 “中国旅游年” 等营销推广活动， 以及入境免签、 延长签证有效期、
提高旅游服务品质等各种措施，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有小幅增长。 然而， 这些营销推

广活动受众面较窄、 渠道较为单一、 时效性较短， 只是对观光游览型、 休闲度假型

入境游客的刺激作用较大， 而对商务会议型入境游客的拉动效果并不十分显著。 商

务型入境游客具有典型的高消费、 高重游率、 逗留时间长的 “两高一长” 特征，
是我国入境旅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目前占比较少， 与我国作为世界第三大入

境旅游接待国地位极不相称。 基于国际货物贸易与入境旅游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的

互动关系， 通过大力发展国际货物贸易， 充分发挥不同构成特点的一般贸易与加工

贸易对商务入境旅游的拉动作用和促进效应， 不失为一个较好的入境旅游营销新视

角， 这对正确认识国际货物贸易与入境旅游互动关系内在机理具有较强的现实

意义。
基于此， 笔者在阐释国际货物贸易与商务入境旅游互动关系机理的基础上， 利

用 １９９０～２０１６ 年国际货物贸易和以商务会议为动机的入境旅游统计数据， 通过建

立向量自回归 （ＶＡＲ） 模型， 并运用协整分析、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脉冲响应

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 研究我国国际货物贸易、 与商务入境旅游之间的互动关系及

前者对后者的促进效应， 以期为我国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与全球贸易一体化的背

景下， 科学制定国际货物贸易与入境旅游发展政策， 有效拓展商务入境旅游市场提

供参考建议。

一、 文献回顾

国际贸易与国际旅游之间的互动关系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入

研究。 Ｇｒａｙ （１９７０） 和 Ｋｅｉｎｔｚ （１９７１） 是最早研究国际贸易与国际旅游之间关系的

学者。 Ｋｕｌｅｎｄｒａｎ 和 Ｗｉｌｓｏｎ （２０００） 首次提出 “国际贸易与国际旅游是否相关” 的

问题， 并解释了二者的互动关系机理， 验证了国际旅游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稳定的

因果关系。 国际进出口贸易是商品和货物的国际 “旅游”， 出入境旅游是人员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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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进出口 “贸易” （孙根年， ２００８）， 旅游与进口贸易之间存在着耦合协调发展

互动关系 （高楠等， ２０１２）。
从研究对象来看， 基本涵盖了世界范围内经济与旅游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

其中， 既有大尺度的对多个国家之间贸易与旅游关系的研究如日韩东盟 ８ 国 （孙
根年和周露， ２０１２）、 伊斯兰 ９ 国 （ＡＩ－Ｑｕｄａｉｒ， ２００４）、 欧洲 ７ 国与中国 （赵多平

等， ２０１１ａ）、 中国与美日德澳 ４ 国 （王洁洁， ２０１２）、 亚洲 ９ 国 （石张宇等，
２０１５ａ）； 也有中尺度的对一国 （或该国某一区域） 与另一国 （或该国某一区域）
之间贸易与旅游关系的比较分析， 如研究中日 （马丽君等， ２０１０）、 中韩 （王洁洁

等， ２０１０）、 中俄 （石张宇等， ２０１５ｂ）、 中国内蒙古与蒙古国 （孙根年和安景梅，
２０１４）、 中国满洲里市与俄罗斯 （赵多平等， ２０１１ｂ） 等； 亦有小尺度的以某一个

国家 （或该国某一区域） 为对象的研究， 如以中国、 塞浦路斯、 马来西亚、 南非、
印度、 新加坡、 意大利、 葡萄牙等单个国家内部等贸易与旅游互动关系的研究

（Ｓｈ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１； Ｓａｌｉｈ， ２００９； Ｋａｄｉ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Ｄｅｎｉｓ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Ｇａｕ⁃
ｔａ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Ｃｈｅｗｇｉｎｇ， ２０１２； Ｍａｓｓｉｄｄ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Ｍａｄａｌｅｎ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从研究内容来看， 国外学者侧重于对贸易与旅游之间格兰杰因果关系的验证，
对两者间互动作用机理、 具体促进效应的研究涉及较少； 国内学者既有对贸易与旅

游间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分析， 又有对具体促进作用的测度。 相比而言， 国内学者的

研究更为深入、 细致。 研究结论皆论证了无论是在单个国家内部、 国与国之间， 抑

或是多国之间， 贸易与旅游均存在某种单向或是双向的格兰杰因果互动关系， 一方

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能推动另一方的发展， 而对两者间具体的促进效应的测算， 有

助于更深入地把握两者之间的互动影响效应。
从研究方法来看， 一是回归分析法， 现有研究既有采用时间序列数据验证贸易

与旅游的相关性， 并测算两者间的具体作用强度， 也有利用面板数据对多个国家之

间旅游、 贸易与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国际比较与因果互动关系分析 （雷平和施祖麟，
２００８； Ｋｉｙｏｎｇ， ２０１１； Ｏｚｃａｎ， ２０１６）； 二是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侧重于验证国际

贸易与入境旅游之间存在何种格兰杰因果关系。 此外， 有学者采用重心模型研究发

现旅游与贸易重心的演变具有较强的时间同步性， 为两者间存在互动因果关系提供

了经验证据 （Ｓａｎｔａｎａ－Ｇａｌｌｅｇｏ， ２０１５； 马丽君等， ２０１５）； 三是综合运用回归分析、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 既有两者间的因果关系验

证， 也有具体的溢出效应分析； 四是采用耦合模型来分析国际贸易与入境旅游耦合

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其驱动机理 （赵多平等， ２０１７）。
然而， 现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大多数研究直接采用国际货物贸易进出

口总额数据， 较少采用不同构成类别的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数据， 而不同构成类型

的贸易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 二是大多数研究并没有区分一般贸易和

加工贸易对不同动机的入境旅游的影响。 入境旅游包含商务会议、 观光休闲、 探亲

访友、 服务员工等多种动机， 研究以商务会议为动机的入境旅游与国际货物贸易关

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更好地揭示国际货物贸易与入境旅游互动发展内涵与机理。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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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中， 刘玉萍和郭郡郡 （２０１１） 运用初级产品和工业产品的贸

易数据与不同目的的商务旅游和休闲旅游入境游客数据， 研究了我国入境旅游与不

同类别的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 Ｔｕｓｉ 和 Ｆｕｎｇ （２０１６） 采用具体的商务旅行数据来

研究中国香港地区贸易与旅游之间的因果互动关系及其促进效应。 然而， 鲜有学者

涉及商务入境旅游与货物一般贸易以及加工贸易之间的关系研究。 因此， 笔者针对

我国不同构成类别的国际货物贸易与以商务会议为动机的入境旅游互动关系及其促

进效应展开研究， 以期加深对贸易与旅游互动关系规律的认识， 推动国际贸易与国

际旅游之间关系的研究进一步向细化、 纵深方向发展。

二、 国际货物贸易与商务入境旅游互动关系机理

国际贸易程度的加深为国家之间双边旅游提供了便利条件， 商务型游客的频

繁往来推动了贸易的持续增长。 商务入境旅游作为 “人的流动” 是包括人员在

内的服务、 文化、 信息等的国际 “贸易”， 货物贸易作为 “商品的流动” 是包括

商品在内的资金、 技术、 知识等的国际 “旅游”， 两者之间相得益彰、 相互

促进。
如图 １ 所示， 国际贸易与商务入境旅游之间的互动主要是通过经济、 政治与科

技、 社会与文化等渠道进行的。 商务旅游对贸易的互动主要表现在友谊深化、 文化

交流、 信息传播与示范效应方面。 旅游作为一种与信息传播密切相关的产业和活

动， 对信息有天然的依赖性 （庞闻等， ２０１２）。 游客既是信息的获取者， 又是信息

的传播者。 游客在旅游前会详细查询旅游目的地国家的有关信息， 在旅游中会与当

地居民、 相关企业交流彼此感兴趣的信息， 在旅游后又会将他国的旅游、 文化、 经

贸和商品等信息带回国内。 这种具有自发性、 高效率、 低成本特征的信息传播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因信息不对称而错失的商机。 商务游客在他国的旅游活动、 行为和

体验以及购买的商品对其相关群体和有关企业会产生良好的宣传和示范效应， 激发

.����#E

B���#��U�;	���

�#���

B����

�#�B���U�	����

�!�3"�.�#E


��#

��@��#

>��K�#

B���#�

�!�5

�7B�

��B�

�A#�

���"

����

.8���


���#

图 １　 国际货物贸易与商务入境旅游互动关系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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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居民和企业前往旅游、 投资和经商。
贸易对旅游的互动主要表现在商务会议旅游、 探亲访友与观光休闲旅游、 资本

技术溢出与政治关联方面。 货物贸易会直接引发与商品贸易有关的投资环境考察、
商务合作洽谈、 项目选址与建设、 商品维护与售后等商务入境旅游活动。 这些商务

游客又会带动其亲戚、 朋友、 同事等前往他国进行探亲访友、 观光娱乐、 休闲度假

等旅游活动。 国际贸易往来引致的大规模资本技术输入与输出将对目的地国家产生

较强的溢出效应， 改善其投资环境， 完善其公共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 随着贸

易领域的扩大、 贸易规模的提升以及经贸合作的加强， 国家之间会在政治外交、 贸

易等方面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为双边旅游创造优越的外部宏观环

境， 对商务入境旅游会产生强大的 “虹吸效应”， 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前往贸易国

旅游， 促使入境旅游常态化。

三、 指标选择、 数据来源与研究内容

依照国际货物贸易构成分类标准， 选取国际货物一般贸易进口 （记为

ｉｎｐ１）、 一般贸易出口 （记为 ｅｘｐ１）、 加工贸易进口 （记为 ｉｎｐ２）、 加工贸易出口

（记为 ｅｘｐ２）、 商务入境旅游 （记为 ｉｎｔ） ５ 个指标进行研究。 国际货物贸易数据

来源于 《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 （１９９１ ～ ２０１７）， 以商务会议为动机的入境旅

游数据来源于 《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１９９１ ～ ２０１７）， 各变量统计描述特征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变量统计描述特征

变量 含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ｉｎｐ１ 一般贸易进口 ２７ ３ ７４５ ９ ３ ９３１ ２ ２６２ １ １１ ０８９

ｉｎｐ２ 加工贸易进口 ２７ ２ ２５５ ２ １ ７９１ ４ １８７ ６ ５ ２４０ ９

ｅｘｐ１ 一般贸易出口 ２７ ４ １０９ ６ ４ ２１８ ３ ３５４ ６ １２ １５７

ｅｘｐ２ 加工贸易出口 ２７ ３ ７８６ １ ３ ２３４ ９ ２５４ ２ ８ ８４２ ２

ｉｎｔ 商务入境旅游 ２７ ３７６ ０８ ２０９ ９２ １１８ ６ ７０３ ７５

注： 货物贸易单位为 “亿美元”， 旅游人次单位为 “万人次”。

考虑到旅游产业极易受到国内外各种风险事件的影响， 为保证时间序列数据的

平稳性， 利用本底趋势线理论 （孙根年， １９９８）， 对相关年份的货物贸易与入境旅

游数据进行了内插订正， 同时为消除误差项自回归与序列自相关现象， 对所有数据

取自然对数处理。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１） 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确定一般贸易

进口、 一般贸易出口、 加工贸易进口、 加工贸易出口分别与商务入境旅游之间的因

果互动关系类型。 （２） 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测算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对商务入境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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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的冲击效应， 以明确不同构成的货物贸易对商务入境旅游的具体冲击效应。
（３） 利用方差分解方法揭示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对商务入境旅游的贡献度， 以反

映不同构成的货物贸易在不同时期对商务入境旅游的促进效应。

四、 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 基于 ＶＡＲ 模型的长期效应分析

１ 平稳性检验

为估计时间序列变量间的协整关系， 采用单位根检验来判定所有时间序列变量

是否为同阶单整序列， 以避免出现序列自相关。 利用 Ｅｖｉｅｗｓ９ ０ 软件， 选用较为常

见的增广迪基—福勒检验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Ｄｉｃｋｅｙ－Ｆｕｌｌｅｒ ｔｅｓｔ， ＡＤＦ） 与菲利普斯检验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Ｐｅｒｒｏｎ ｔｅｓｔ， ＰＰ） 两种方法对一般贸易进口 （ Ｌｎｉｎｐ１）、 一般贸易出口

（Ｌｎｅｘｐ１）、 加工贸易进口 （ Ｌｎｉｎｐ２）、 加工贸易出口 （ Ｌｎｅｘｐ２）、 商务入境旅游

（Ｌｎｉｎｔ） ５ 组变量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
由表 ２ 可知， 所有时间序列变量在经过一阶差分后， 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下都

是平稳的， 属一阶单整Ⅰ（１）， 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协整检验。

表 ２　 时间序列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方法 统计值 １％临界值 ５％临界值 结论

Ｌｎｉｎｐ１
ＡＤＦ －３ ２５ －３ ７５ －２ ９９ Ｉ （１）

ＰＰ －２ ７３ －２ ６７ －１ ９６ Ｉ （１）

Ｌｎｅｘｐ１
ＡＤＦ －５ ２１ －３ ７５ －３ ００ Ｉ （１）

ＰＰ －３ ８３ －３ ７５ －２ ９９ Ｉ （１）

Ｌｎｉｎｐ２
ＡＤＦ －３ ６８ －３ ７５ －２ ９９ Ｉ （１）

ＰＰ －４ ０９ －３ ７５ －３ ００ Ｉ （１）

Ｌｎｅｘｐ２
ＡＤＦ －３ ２７ －３ ７５ －２ ９９ Ｉ （１）

ＰＰ －３ ９１ －３ ７５ －２ ９９ Ｉ （１）

Ｌｎｉｎｔ
ＡＤＦ －３ ９６ －３ ７２ －２ ９８ Ｉ （１）

ＰＰ －３ ７７ －３ ７２ －２ ９８ Ｉ （１）

２ 协整检验

为检验经过一阶差分后变为平稳的所有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长期均衡关

系， 采用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方法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法是以 ＶＡＲ 模型为

基础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 对多变量协整检验时优于 Ｅｎｇｌｅ－Ｇｒａｎｇｅｒ 两步法。 建立

ＶＡＲ 模型时， 首先要确定滞后阶数， 滞后期和自由度是相关联的， 滞后期越大，
待估参数越多， 自由度越少。 利用 ＬｏｇＬ、 ＬＲ、 ＦＰＥ、 ＡＩＣ、 ＳＣ、 ＨＱ 这 ６ 个准则进

行测试， 最终确定最佳滞后阶数为 ３ （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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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ＶＡＲ模型滞后阶数选择标准

Ｌａｇ ＬｏｇＬ ＬＲ ＦＰＥ ＡＩＣ ＳＣ ＨＱ

０ ３６ ３９２ ＮＡ ５ ０３Ｅ－０８ －２ ６１６ －２ ３７１ －２ ５５１

１ １６６ ０１ １９４ ４３ ８ ６８Ｅ－１２ －１１ ３３４ －９ ８６２ －１０ ９４４

２ ２０１ ５０ ３８ ４５０ ４ ９６Ｅ－１２ －１２ ２０９ －９ ５０９ －１１ ４９２

３ ２６１ ０３ ３９ ６８５∗ ７ ６８ｅ－１３∗ －１５ ０８６∗ －１１ １５９∗ －１４ ０４４∗

注： “ＮＡ” 表示没有相应项， “∗” 表示依据准则选择的滞后阶数。

继续对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 如果所建立的 ＶＡＲ 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都小于

１， 即位于单位圆内， 则说明 ＶＡＲ 模型稳定且整体拟合度较高， 保证了脉冲响应分

析的有效性。 如图 ２ 所示， ＶＡＲ 模型的所有根模的倒数都小于 １， 即都在单位圆

内， 说明 ＶＡＲ 模型稳定， 可以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和下一步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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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ＶＡＲ模型特征多项式的倒数根

由表 ４ 可知， 通过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比较可以确定所有变量间只存在 １ 个

线性无关的协整向量， 即存在 １ 个协整关系。 说明一般贸易进口、 一般贸易出口、
加工贸易进口、 加工贸易出口、 商务入境旅游 ５ 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

系。 协整回归方程为：
Ｌｎｉｎｔ ＝ ０ ２５１ × Ｌｎｉｎｐ１ ＋ ０ ３０９ × Ｌｎｉｎｐ２ ＋ ０ １９８ × Ｌｎｅｘｐ１ ＋

０ ７２７ × Ｌｎｅｘｐ２ ＋ ２ ０３７
（Ｒ２ ＝ ０ ９７０， ＤＷ ＝ １ ５２， Ｔ ＝ ２ ６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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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关系检验结果

协整关系零假设 迹统计量 ５％临界值 Ｐ 值 最大特征值 ５％临界值 Ｐ 值

Ｎｏｎｅ １１４ ５８ ６９ ８１ ０ ０００ ０ ４９ ８１ ３３ ８８ ０ ０００ ３

Ａｔ ｍｏｓｔ １ ６４ ７７ ４７ ８６ ０ ０００ ６ ２７ ０３ ２７ ５８ ０ ０５８ ７

Ａｔ ｍｏｓｔ ２ ３７ ７３ ２９ ８ ０ ００５ ０ １８ ０８ ２１ １３ ０ ０９６ ８

Ａｔ ｍｏｓｔ ３ １９ ６６ １５ ４９ ０ ０１１ １ １２ ５６ １４ ２６ ０ ０９１ ３

Ａｔ ｍｏｓｔ ４ ７ ０９３ ３ ８４１ ０ ００７ ７ ７ ０９３ ３ ８４１ ０ ００７ ７

方程 （１） 显示， 长期来看，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一般贸易进口每增长

１％， 商务入境旅游将增长 ０ ２５％； 一般贸易出口每增长 １％， 商务入境旅游将增长

０ ２％； 加工贸易进口每增长 １％， 商务入境旅游将增长 ０ ３１％； 加工贸易出口每增

长 １％， 商务入境旅游将增长 ０ ７３％。
３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基于已建立的 ＶＡＲ 模型， 分别对一般贸易进口 （Ｌｎｉｎｐ１） 与商务入境旅游

（Ｌｎｉｎｔ）、 一般贸易出口 （ Ｌｎｅｘｐ１） 与商务入境旅游 （ Ｌｎｉｎｔ）、 加工贸易进口

（Ｌｎｉｎｐ２） 与商务入境旅游 （Ｌｎｉｎｔ）、 加工贸易出口 （ Ｌｎｅｘｐ２） 与商务入境旅游

（Ｌｎｉｎｔ） ４ 组变量的原假设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考虑到该检验对滞后阶数非

常敏感， 采用赤池信息量准则 （Ａｋａｉｋ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ＡＩＣ） 确定最佳滞后

阶数。 检验结果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变量 原假设 滞后阶数 Ｆ 值 Ｐ 值 结论

一般贸易进口
与商务入境旅游

一般贸易进口不是商务入境旅游的格兰杰原因 １ ８ ２８９ ０ ０９６∗ 拒绝

商务入境旅游不是一般贸易进口的格兰杰原因 １ ９ ０５７ ０ ００６∗∗∗ 拒绝

一般贸易出口
与商务入境旅游

一般贸易出口不是商务入境旅游的格兰杰原因 １ ７ ０３５ ０ ０５３∗∗ 拒绝

商务入境旅游不是一般贸易出口的格兰杰原因 １ １０ ７４ ０ ００３∗∗∗ 拒绝

加工贸易进口
与商务入境旅游

加工贸易进口不是商务入境旅游的格兰杰原因 １ ５ ８９６ ０ ０２７∗∗ 拒绝

商务入境旅游不是加工贸易进口的格兰杰原因 １ ４ １４６ ０ ０５３∗ 拒绝

加工贸易出口
与商务入境旅游

加工贸易出口不是商务入境旅游的格兰杰原因 １ ４ ６５４ ０ ０３６∗∗ 拒绝

商务入境旅游不是加工贸易出口的格兰杰原因 １ ３ ９９８ ０ ０５８∗ 拒绝

注： “∗∗∗”“∗∗” “∗” 分别表示临界值在 １％、 ５％和 １０％时显著。

由表 ５ 可知， 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 一般贸易进口、 一般贸易出口、 加工贸

易进口、 加工贸易出口分别与商务入境旅游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说明不同构

成的货物贸易均能促进商务入境旅游的增长， 商务入境旅游亦能推动国际货物贸易

的发展。 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进行如下：
（１） 一般贸易与商务入境旅游。 一般贸易是某国利用本国资源、 技术、 设备

等生产国外所需产品， 再出口至其他国家的贸易方式， 具有典型的 “自产外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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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不需要贸易伙伴国任何形式的资金、 技术、 人员、 设备等要素的参与。 一般

贸易在我国国际货物贸易体系中占居重要地位， ２０１７ 年， 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额

达 １５ ６６ 万亿元， 占比 ５６ ４％， 同比增加 ２ ２％， 而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为 ８ ０６ 万亿

元， 同比下降 １ ５％， 我国贸易方式结构优化较为明显。
作为世界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以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我国为满足经济社会发

展、 国内生产与居民消费， 需要从世界各国大量进口各种矿产品、 机器机械器具及

电气设备、 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 化学工业及相关工业产品、 植物产品

等原材料及高新技术商品， 而出口商品中以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家具寝具玩具及

零件附件等杂项制品、 贱金属及其制品等劳动密集型、 低附加值商品为主。 一般贸

易进出口带动了企业经营者、 市场销售人员、 会议参加者等商务人士及其亲属的频

繁往来， 促进了商务入境旅游的快速发展。 由方程 （１） 可知，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 相对于加工贸易而言， 一般贸易对商务入境旅游的促进作用稍弱一些。
（２） 加工贸易与商务入境旅游。 加工贸易是某国通过来料加工、 进料加工等

方式从他国进口相关原材料、 辅料、 零件、 配件、 附件等， 加工成产品后再出口至

他国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长期奉行出口导向型外贸发展战略， 大量从境外东

道国进口机器机械器具及电气设备、 珍珠宝石贵金属及其制品、 光学照相电影检验

等仪器及设备、 塑料橡胶及其制品等相关商品要素资源， 加工生产为成品后再出口

至有关国家， 赚取处于价值链最低端的加工费。 我国经济发展在过去享受了较长时

间的人口红利， 凭借着劳动力数量众多、 成本低廉， 代加工业发展迅速， 一度成为

世界各国的代加工厂。 不可否认， 代加工业不仅活跃了国内经济， 创造了一定的外

汇收入， 也解决了较多劳动力就业问题。
相对于一般贸易而言， 加工贸易需要在世界范围内采购各种原料、 材料或零件

等， 带动了商务会议人士及其亲属更大规模、 更多频次的人员往来， 可促进商务入

境旅游的快速发展。 人员大规模的往来有利于增进了解、 达成共识， 从而在加工贸

易商品需求、 类别、 营销等方面强化合作与交流， 进而促进加工贸易总量的增加以

及加工商品的结构调整和升级。
从货物贸易进口与出口来看， 由方程 （１） 可知， 商务入境旅游的快速发展在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货物贸易出口尤其是加工贸易出口的不断增长。 这与我国长期实

行 “出口导向” 的激励政策有关， 这对外汇储备、 经济增长、 就业稳定和旅游发

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随着 ２０１４ 年提出的 “进口促进战略” 的逐步实施与推进，
技术、 资本、 设施设备、 原材料等 “物流” 的进口贸易将持续快速增长， 货物贸

易进口对商务入境旅游的促进效应将日益增强， 这表明了我国外贸政策重心从出口

导向正逐渐向进口导向转变。

（二） 基于 ＶＡＲ 模型的短期效应分析

１ 脉冲响应分析

利用已建立的 ＶＡＲ 模型， 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具体分析一般贸易进口、 一般贸

易出口、 加工贸易进口、 加工贸易出口分别对商务入境旅游的冲击效应和响应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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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 以刻画不同构成的货物贸易对商务入境旅游在不同时期内的动态影响效应， 冲

击响应期设为 ２０。
如图 ３ 和图 ４ 所示， 一般贸易进口与一般贸易出口对商务入境旅游均具有较强

的正向促进作用， 当 １ 个单位的一般贸易进口与出口产生后， 在半年内均对商务入

境旅游产生明显的冲击效应， 短期内冲击效应持续增强， 大约在第 ４ 期时达到最大

值， 一般贸易进口冲击效应峰值为 １５％左右， 一般贸易出口为 ２０％左右。 可见，
一般贸易进口对商务入境旅游的促进效应更强， 随着时间的推移冲击效应呈小幅下

降趋势， 之后基本上稳定在 １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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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一般贸易进口对商务入境旅游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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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一般贸易出口对商务入境旅游的冲击

如图 ５ 和图 ６ 所示， 加工贸易进口与加工贸易出口对商务入境旅游也都具有较

强的正向促进作用， 当 １ 个单位的加工贸易进口与出口产生后， 在半年内均对商务

入境旅游产生明显的冲击效应， 短期内冲击效应快速增长， 大约在第 ２ ５ 期时达到

最大值， 两者冲击效应峰值均为 １２％左右。 随着时间的推移冲击效应持续下降，
之后基本上稳定在 ５％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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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加工贸易进口对商务入境旅游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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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加工贸易出口对商务入境旅游的冲击

　 　 总体而言， 从冲击产生时间来看， 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较为类似； 从冲击效应

增速来看， 加工贸易高于一般贸易； 从冲击效应峰值与冲击效应持续强度来看， 一

般贸易高于加工贸易。
２ 方差分解分析

借助预测误差的方差分解法分析一般贸易进出口、 加工贸易进出口对商务入境

旅游的相对贡献率， 以反映不同构成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对商务入境旅游的促进效

应， 从而揭示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在不同时期、 不同阶段对商务入境旅游发展的相

对重要性。
由表 ６ 可知， 随着时间的推移， 商务入境旅游由自身影响部分逐渐下降， 一般

贸易进口与出口、 加工贸易进口与出口对商务入境旅游的贡献率越来越大， 表明四

者对商务入境旅游的促进效应越来越显著。 在第 ８ 期时， 一般贸易进口与出口、 加

工贸易进口与出口对商务入境旅游增长的贡献度已超过 ５０％。 至第 １６ 期时， 一般

贸易出口、 加工贸易进口对商务入境旅游的贡献度已超过其自身的贡献度。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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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来看， 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增长对商务入境旅游发展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

用， 促进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 但不同构成类别的贸易方式对商务入境旅

游的相对贡献率略有不同。

表 ６　 不同构成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对商务入境旅游的方差分解

时期 标准差
商务入境旅游的方差分解

商务入境旅游 一般贸易进口 一般贸易出口 加工贸易进口 加工贸易出口

１ ０ １２２ １００ 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１５９ ９４ ５００ ０ ５７２ １ ０３４ ０ ４１２ ３ ４８６

３ ０ １７８ ８２ ４２８ １０ ８９１ １ ３１１ １ ８２３ ３ ５４７

４ ０ １９１ ７１ ９２２ １３ ４９９ ４ １２９ ６ ８６４ ３ ５８５

５ ０ ２０３ ６３ ７７３ １２ ６３９ ７ ３３６ ９ ５０４ ６ ７４８

６ ０ ２１４ ５８ １２８ １１ ７０８ ８ ７１３ １２ ０５５ ９ ３９６

７ ０ ２２７ ５３ １７９ １０ ４０９ １０ ４６１ １４ ２７３ １１ ６７９

８ ０ ２４１ ４８ ２８６ ９ ３４７ １２ １５４ １６ ２５６ １３ ９５８

９ ０ ２５５ ４３ ５０８ ８ ６６７ １３ ９５３ １９ １３７ １４ ７３４

１０ ０ ２６９ ３８ ８６８ ７ ９２７ １６ ５０４ ２１ ６４９ １５ ０５３

１１ ０ ２８５ ３４ ９５９ ７ ２８５ １９ ０５５ ２３ ３０９ １５ ３９２

１２ ０ ２９９ ３１ ８４２ ６ ６９９ ２１ ４１９ ２４ ４３２ １５ ６０７

１３ ０ ３１２ ２９ ３２５ ６ １５９ ２３ ５８２ ２４ ９３７ １５ ９９７

１４ ０ ３２３ ２７ ３２８ ５ ７４６ ２５ ２６８ ２５ １７５ １６ ４８２

１５ ０ ３３３ ２５ ７１９ ５ ４７１ ２６ ５７８ ２５ ３６６ １６ ８６５

１６ ０ ３４２ ２４ ４４４ ５ ３３７ ２７ ５９７ ２５ ４７４ １７ １４９

１７ ０ ３４９ ２３ ５１２ ５ ２９７ ２８ ３７１ ２５ ５５２ １７ ２６９

１８ ０ ３５６ ２２ ８８３ ５ ３３３ ２８ ９９６ ２５ ５７０ １７ ２１８

１９ ０ ３６１ ２２ ５１３ ５ ４２９ ２９ ５１０ ２５ ４７９ １７ ０６９

２０ ０ ３６５ ２２ ３５７ ５ ５７４ ２９ ９０５ ２５ ２９６ １６ ８６８

五、 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本文基于 １９９０～２０１６ 年货物贸易与商务入境旅游统计数据， 通过建立向量自

回归 （ＶＡＲ） 模型， 研究我国国际货物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 （物流） 与商务入境

旅游 （人流） 之间的互动关系， 重点探究一般贸易进出口、 加工贸易进出口分别

对商务入境旅游的促进效应。 经过前文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１） 一般贸易进口与出口、 加工贸易进口与出口与商务入境旅游之间存在长

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一般贸易进口、 一般贸易出口、 加工贸易进口、 加工贸易出口

每增长 １％， 商务入境旅游将分别增长 ０ ２５％、 ０ ２％、 ０ ３１％和 ０ ７３％。
（２） 一般贸易进口与出口、 加工贸易进口与出口分别与商务入境旅游存在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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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说明不同构成的国际货物贸易与商务入境旅游互为因果关系，
两者间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

（３） 一般贸易进口、 一般贸易出口、 加工贸易进口与加工贸易出口在半年内

均对商务入境旅游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仅在冲击效应增速、 峰值与效应持续

强度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４） 一般贸易进口与出口、 加工贸易进口与出口对商务入境旅游的贡献率越

来越大。 至第 ８ 期时， 四者综合贡献度已超过 ５０％。 长期来看， 促进效应排序为一

般贸易出口＞加工贸易进口＞加工贸易出口＞一般贸易进口。

（二） 建议

（１） 在政策制定层面上推动货物贸易政策和文化与旅游政策的适度融合。 在

制订国际货物贸易发展政策时， 可以适当融入入境旅游营销宣传， 借助国际进出口

贸易公司、 企业与机构、 国际商品博览会与展销会、 国际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国际性

经贸领域学术研讨会等平台和活动大力宣传我国旅游资源、 产品项目与 “美丽中国”
的国家形象， 吸引商务型企业与游客来我国进行商业环境考察、 商务洽谈合作， 并通

过示范与口碑效应引起其相关群体的兴趣与关注， 由此拉动入境游客流的增长。
（２） 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注重不同类别的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 不同构成的一般

贸易与加工贸易对商务入境旅游的差异化促进效应， 近期稳步发展加工贸易， 中期大

力提升一般贸易出口， 远期深挖一般贸易进口潜力。 从长期来看， 一般贸易对商务入

境旅游的拉动作用和促进效应更为显著， 未来我国应高度重视一般贸易， 尤其是一般

贸易出口对商务入境市场的正向拉动效应， 为入境旅游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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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０，７８（７８）：２８７－３０６．
［２２］ ＧＲＡＹ Ｅ Ｗ．Ｔｈｅ ｓｐ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２９ Ｂ．Ｃ．－Ａ．Ｄ．６４１ ｂｙ Ｊ．Ｌ．Ｍｉｌｌｅｒ［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ｍ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７０，６０（１１）： ２２２－２２４．
［２３］ ＧＡＵＴＡＭ Ｄ Ｖ，ＳＵＲＥＳＨ Ｋ Ｇ．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ａｒｒｉｖ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Ｊ］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２，２：５３－６２．
［２４］ ＫＥＩＮＴＺ Ｒ Ｍ．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ｖｅｌ ｔｏ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１９７１

（１）：６－１０．
［２５］ ＫＵＬＥＮＤＲＡＮ Ｎ，ＷＩＬＳＯＮ Ｋ．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ｖｅｌ？ ［ 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０， ３２（８）：１００１－１００９．
［２６］ ＫＡＤＩＲ Ｎ，ＪＵＳＯＦＦ Ｋ．Ｔｈｅ ｃ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ｓ ｆｏｒ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１０，２（１）：１３７－１４３．
［２７］ ＫＩＹＯＮＧ Ｋ．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ｆｌｏｗｓ：ａ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Ｊ］ ．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１，１７（５）：９４９－９６２．
［２８］ ＭＡＳＳＩＤＤＡ Ｃ，ＭＡＴＴＡＮＡ Ｐ．Ａ ＳＶＥＣ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ｒｒｉｖａｌｓ，ＧＤＰ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Ｉｔａｌｙ［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ｖｅ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５２（１）：９３－１０５．
［２９］ ＭＡＤＡＬＥＮＯ Ａ，ＥＵＳéＢＩＯ Ｃ，ＶＡＲＵＭ Ｃ．Ｃａｕｓ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ｂｏｕ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ｉｎ Ｐｏｒ⁃

ｔｕｇ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ｓ［ Ｊ］ ．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６，
１８（５）：５６７－５８６．

［３０］ ＯＺＣＡＮ Ｃ 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 ｐａｎｅｌ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 ．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６，２３（１）：２０３－２１２．

［３１］ ＳＡＮＴＡＮＡ－ＧＡＬＬＥＧＯ 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ｆｌｏｗｓ：ａｎ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２０１５，５２（１５）： １０２６－１０３３．

［３２］ ＳＨＡＮ Ｊ，ＷＩＬＳＯＮ Ｋ．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１，８（４）：２７９－２８３．

［３３］ ＳＡＬＩＨ Ｋ．Ｔｏｕｒｉｓｍ，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ｙｐｒｕｓ［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９，４１（２１）：２７４１－２７５０．
［３４］ ＴＳＵＩ Ｗ Ｈ Ｋ，ＦＵＮＧ Ｍ Ｋ Ｙ．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ｒａｖｅｌ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ｖｏｌｕｍｅ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Ｊ］ ．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６，５２（２）：３９５－４０４．

（责任编辑　 范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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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　　　 －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ｂｏｕ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Ｉ Ｚｈａｎｇｙｕ１，２， ＣＨＥＮＧ Ｑｉａｎ１， ＬＩ Ｈａｉｊｉａｎ３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Ｇｏｎｇｓｈ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３１００１８；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ｑ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ｑｉｎｇ Ａｎｈｕｉ ２４６１３３；

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ｕｚｈｏｕ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２１１１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ｂｏｕ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ｂ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ｖ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 ＶＡＲ ） ｍｏｄｅ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ｂｏｕ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 ｔｏ ２０１６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ｃ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ｅｓｔ， ｉｍｐｕｌｓ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 （１）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ｔｗｏ－ｗａｙ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ｒｅ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ｍｐｏｒｔ ＆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ｉｍｐｏｒｔ ＆ ｅｘ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 ｉｎｂｏｕ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ｍｐｏｒｔ ＆ ｅｘ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ｉｍｐｏｒｔ ＆
ｅｘｐｏｒｔ ｈａｖ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ｂｏｕ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 ｓｉｘ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ｎｌｙ
ａ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ｓｏｍ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ｐｅａｋ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ｉｍ⁃
ｐａｃｔ （３）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ｂｏｕ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ｅｘｐｏｒｔ ＞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ｉｍｐｏｒｔ ＞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ｅｘｐｏｒｔ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ｍｐｏｒ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ｔｔａｃｈ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ｄ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ｂｏｕ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ｓｔｅａｄｉ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ａ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
ｔｅｒｍ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ｌｙ ｄｉｇ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ｍｐｏ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ｂｏｕ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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