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２９　　 －

全球价值链、 汇率变动与出口贸易

———基于双边视角的分析

印　 梅１，２， 张艳艳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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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双边汇率与贸易数据为研究对象， 分析了全球价值链是否弱化汇率对

出口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 发现全球价值链通过后向参与的对冲效应与前向参与的

竞争效应来削弱出口的汇率弹性， 其削弱程度受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以及进口投入来

源分布与出口市场分布契合情况的影响。 ２００５ 年汇率制度改革后， 我国全球价值

链后向参与度对汇率弹性的弱化效应已然下降， 前向效应是削弱人民币汇率与出口

联系的主要因素。 相对而言， 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中的后向效应要强于对发达国家

（地区） 出口中的后向效应。 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审慎对待全球价值链对货币政策效

果产生的影响， 以避免作出过于乐观的政策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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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 汇率对贸易的影响是否弱化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虽然无论是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的定性分析还是 Ｂｕｓｓｉèｒｅ 等 （２０１７） 以及程惠芳和成蓉

（２０１８） 的实证研究， 其结论一致认为进出口贸易对汇率变动的反应依旧十分敏

感， 但是汇率与贸易弱相关的观点更具普遍性 （Ａｍｉｔ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Ａｈｍｅ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田开兰等， ２０１７； 张天顶和唐夙， ２０１８）。 近年来诸多经济实践也表明， 试

图通过汇率调整来对进出口贸易施加影响似乎是徒劳的。 例如， 在美国次贷危机蔓

延后， 英镑实际有效指数由 ２００７ 年的 １２７ ０３ 跌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９８ １３， 而同期英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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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　　 －

货物贸易逆差只收窄约 １１ 个百分点①； ２０１７ 年初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美元指数

一路下行， 却在 ２０１７ 年创下了 ２００８ 年以来的最大贸易逆差②。 虽然进出口的增减

受众多因素的影响， 但是追溯世界经济发展历史， 类似实例数不胜数 （吴小康，
２０１６）。

造成汇率与贸易关系疏离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瑞银集团经济学家 Ａｎａｉｓ Ｂｏｕｓｓｉｅ
团队针对上述英镑贬值 “失效” 的研究指出， 含有大量中间品贸易的全球化生产

方式使得英镑下跌不利于英国的出口。 他们认为， 与全程本国制造的贸易流不同，
汇率变动对中间投入进口与出口影响的对冲性令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贸易价格或贸

易流对汇率变动的反应有所钝化。③ “全球化的生产方式是否造成了汇率对贸易影

响的弱化？” 这个问题是值得深究的。 虽然次贷危机以来传统全球化进程减缓， 但

是 “再全球化” 正在重塑新的世界经济格局。 如今中间品贸易迅速发展， 生产环

节的跨国布局逐渐成为当今产品生产与贸易的主流 （张天顶， ２０１７）。 因此， 正如

Ｏｌｌｉｖａｕｄ 等 （２０１５） 所强调的那样， 在全球化生产趋势下厘清汇率与贸易之间的关

系对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文献综述

汇率对贸易影响弱化的研究源于 “弹性悲观论”， 与汇率不完全传导的研究一

脉相承。 随着国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发展， 全球化的生产方式成为寻找汇率与贸易

弱联系答案的另一个视角。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来研究汇率与贸易关系的文献， 其

切入点主要放在中间品进口对汇率与出口关系的影响上。 虽然研究结论不乏争议，
但是代表性的观点认为， 若因本国货币升值引起出口价格抬升导致需求下降， 那么

本国货币升值也降低了中间投入进口的价格， 出口商能够承受更多的升值成本以部

分抵消货币升值所导致的需求下降 （ Ａｈｍｅｄ， ２００９）。 Ｇｒｅｅｎａｗａｙ 等 （ ２０１０）、
Ｂｅｒ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２） 以及 Ｆａｕｃｅｇｌｉａ 等 （２０１８） 分别研究了英国、 法国和瑞士企业出

口的情况， 结果均证实了上述观点， 中间品进口占比较高的企业其出口贸易所受汇

率变动的冲击明显较小。 Ａｍｉｔｉ 等 （２０１４） 的研究从价格传导视角做了进一步补充，
他们检验了比利时企业的中间品进口对汇率传导的影响， 发现企业所需中间品对进

口的依赖程度越高， 汇率变动对出口价格的传导程度就越低。 田朔等 （ ２０１５）、
张明志和季克佳 （２０１８） 也从微观视角考察了中间品进口对人民币汇率与我国

出口关系的影响， 支持了中间品进口弱化出口汇率弹性的观点， 认为中间品进口

提高了企业的边际成本调节能力， 减轻了本币升值对出口的冲击。
随着全球价值链研究的深化， 学者们开始基于出口中的增加值核算来研究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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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 以 ２０００ 年为基期； 贸易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

库。
肖恩·唐南  特朗普上任头一年美国贸易逆差创 ９ 年新高［ＥＢ ／ ＯＬ］． 英国金融时报［２０１８－ ０２－ ０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 ／ ００１０７６２６３？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ＦＸ１６８ 财经报社  瑞银集团： 英镑下跌有利出口的想法很傻很天真［ＥＢ ／ ＯＬ］． 搜狐财经［２０１６－０８－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１１０１５６０３５＿１１９７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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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层面上全球价值链参与对汇率变动后出口效应的影响， 然而结论并不一致。
Ｌｅｉｇｈ 等 （２０１７） 采用不同方法的研究表明， 汇率弹性一直是稳定的， 并没有证

据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状况与汇率和贸易的削弱有关， 他们认为汇率弹性稳定的

原因可能是全球大部分贸易品仍然是由一国全程制造的贸易品所构成。 然而，
Ｃｈｅｎｇ 等 （２０１６） 的研究却表明， 当出口中的外国 （地区） 增加值越大时， 出

口的汇率弹性就越小； 张天顶和唐夙 （２０１８） 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即

融入全球价值链弱化了一国货币贬值对出口的促进作用。 张会清和翟孝强

（２０１９） 发现， 全球价值链因素不仅影响了汇率弹性， 而且对汇率弹性的影响有

鲜明的行业特征与地域特征。 田开兰等 （２０１７） 比较研究了我国出口贸易总额

的汇率弹性与出口增加值的汇率弹性， 结果表明： 出口增加值比出口总额对汇率

的变动更为敏感， 其原因在于汇率变动既会影响出口中的直接增加值又会影响国

内中间投入和进口中间投入的相互替代。
总体而言， 从宏观层面着手研究的文献还相对较少。 已有研究普遍具有两个特

点， 一是在实证上倾向于从国家 （地区） 的总体层面出发， 检验全球价值链参与

指标对出口实际有效汇率弹性的影响； 二是倾向于从中间投入进口方面来寻求理论

的支撑。 第一个特点暗含了影响进口与出口的汇率是相同的汇率， 这种做法不尽合

理， 因为在全球化生产方式下直接影响出口的汇率往往不是直接影响进口的汇率。
中间投入进口所受影响与进口来源地的分布有关， 而出口所受影响则与出口市场的

分布有关。 若进口来源地与出口市场完全不一致， 那么中间品进口与出口的汇率弹

性并无直接的关联。 针对第二个特点， 在需要考虑前向、 后向参与方式的全球价值

链中， 若只从中间投入进口方面来寻求理论的支撑显然也是有失偏颇的， 因为全球

价值链的后向参与和前向参与削弱汇率弹性的机理并不相同。 Ａｈｍｅｄ 等 （２０１６） 曾

经指出， 在跨国生产中汇率对出口影响的弱化应从两方面加以考虑： （１） 全球价

值链参与的后向效应， 即本币变动对中间投入进口与出口的影响方向相反。 若本币

升值， 那么中间投入进口成本的减少将部分对冲掉出口面临的升值成本的增加。
（２） 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前向效应， 即本国出口的最终品与中间品受汇率影响的方

向相同。 本币贬值使得本国出口的价格竞争力增强的同时也降低了第三国中间投入

进口的成本， 提升了第三国的出口竞争力。
基于上述两方面考虑， 笔者将从前向参与和后向参与两方面来深入解析全球价

值链弱化汇率与出口关系的机制， 并基于双边汇率与贸易数据进行检验。

二、 理论机制

假设有 Ａ、 Ｂ、 Ｃ 三个国家， 其中 Ａ、 Ｂ 两国生产并出口某种产品 Ｎ， 两国的产

品间存在替代关系， Ｃ 是两国共同的出口市场且不考虑 Ｃ 国的生产。 Ａ 国的中间投

入完全由本国提供； Ｂ 国的中间投入部分来源于 Ａ 国， 部分由本国投入。 该设置中

Ｂ 国以后向参与的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 而 Ａ 国以前向参与的方式融入了全球价值

链。 本部分构建简单的三国模型从理论上分析全球价值链削弱汇率与出口关系的前

向效应与后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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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消费方面来看， 借鉴 Ｄｉｘｉｔ （１９７９） 的方法， 设定 Ｃ 国消费者的效用函数：

ＵＣ ＝ ｍＣ ＋ ａＡｘＡ ＋ ａＢｘＢ － ｂＣ

ｘ２
Ａ ＋ ｘ２

Ｂ ＋ ２ｘＡｘＢ

２
（１）

式 （１） 中， ｍＣ 代表价格标准化为 １ 的其他消费品。 假设对 Ｎ 产品的消费存在

收入约束， Ｃ 国消费者通过选择来自 Ａ、 Ｂ 两国 Ｎ 产品的消费量 ｘＡ 和 ｘＢ 以达到效

用的最大化。 将 ＵＣ 分别对 ｘＡ 和 ｘＢ 求偏导， 可得：
ｐＣＡ ＝ δＵＣ ／ δｘＡ ＝ αＡ － ｂＣ（ｘＡ ＋ ｘＢ） （２）
ｐＣＢ ＝ δＵＣ ／ δｘＢ ＝ αＢ － ｂＣ（ｘＡ ＋ ｘＢ） （３）

式 （２） 和式 （３） 中， ｐＣＡ、 ｐＣＢ（ ＞ ０） 分别是 Ｃ 国货币表示的来自 Ａ、 Ｂ 两国

产品的最优市场价格， αＡ、 αＢ（ ＞ ０） 分别表示 Ａ、 Ｂ 两国在最优价格决定中的不随

需求量变化的部分， ｂＣ（ ＞ ０） 体现了 Ｃ 国消费者在 Ｎ 产品需求上的价格敏感度。
从生产方面来看， 笔者对 Ａ、 Ｂ 两国的企业行为作如下限定： （１） Ａ、 Ｂ 两国

企业将利润最大化作为生产并出口的目标， 暂不考虑 Ｎ 产品在国内的留存及供给

约束， 生产及出口的量完全由市场需求状况决定； （２） Ａ、 Ｂ 两国企业间的竞争为

古诺双寡头模型， 即 Ａ、 Ｂ 两国都将对方生产并出口的量视为既定的条件下， 以利

润最大化目标来决定自己生产并出口的量； （３） 将生产所需的中间品投入作为仅

有的成本， 且两国 Ｎ 产品产量的变动均不足以影响三国市场上以本币表示的中间

投入的价格； （４） 只考虑价格因素对 Ｎ 产品中间投入进口比重的影响， 不考虑技

术进步等其他因素可能导致的中间投入系数的变动。
令 Ｎ 产品的中间投入系数为 λ （ ０ ≤ λ ≤ １）， Ａ、 Ｂ 两国中间投入的国内价格

分别为 ｐ
Ａ
和 ｐ

Ｂ
。 由于品牌、 品质等因素影响， 两国的中间投入存在替代性但并不

完全相同。 再令 ｅＡＢ 为 Ａ 货币兑 Ｂ 国货币的汇率， 即 Ｂ 国货币的直接标价汇率。 Ｂ

国有一部分的中间投入来自进口， 其进口比重 θ（
ｐ
Ｂ

ｅＡＢｐＡ
） 是 Ａ、 Ｂ 两国中间投入价格

比值
ｐ
Ｂ

ｅＡＢｐＡ

的单调增函数， ０ ≤ θ≤１。 若用 πＡ 、 πＢ 分别表示 Ａ、 Ｂ 两国以各自本币

表示的利润函数， ｐ
ＣＡ

、 ｐ
ＣＢ

分别表示 Ａ、 Ｂ 两国产品在 Ｃ 国出口的当地市场价格，
ｅＣＢ 、 ｅＣＡ 分别表示 Ｃ 国货币兑 Ａ、 Ｂ 两国货币的汇率 （直接标价汇率）， 那么利润函

数表示如下：
πＡ ＝ （ｐＣＡｅＣＡ － ｐＡλ）ｘＡ 　 　 　 　 　 　 　 　 （４）
πＢ ＝ ［ｐＣＢｅＣＢ － ｅＡＢｐＡθλ － ｐＢ（１ － θ）λ］ｘＢ （５）

将式 （２） 和式 （３） 代入式 （４） 和式 （５）， 将 πＡ 、 πＢ 分别对 ｘＡ 、 ｘＢ 求偏

导， 得到利润最大化条件下 Ａ、 Ｂ 两国企业的反应函数， 联立方程形式如下：

　 　 　 ｂＣ
２ １
１ ２

æ

è
ç

ö

ø
÷

ｘＡ

ｘＢ

æ

è
çç

ö

ø
÷÷ ＝

ｅＣＡａＡ

ｅＣＡ
－
λｐＡ

ｅＣＡ

ａＢｅＣＢ
ｅＣＢ

－
ｅＡＢｐＡ

λθ

ｅＣＢ
－
ｐ
Ｂ
λ（１ － θ）

ｅＣＢ

æ

è

ç
ç
ç
ç
ç

ö

ø

÷
÷
÷
÷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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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后便得到纳什均衡状态下的 ｘＡ 、 ｘＢ ：

ｘＡ ＝ １
３ｂＣ

２ａＡ － ａＢ －
２ｐ

Ａ
λ

ｅＣＡ
＋
ｐ
Ｂ
λ

ｅＣＢ
－ θλ

ｐ
Ｂ
－ ｅＡＢｐＡ

ｅＣＢ

æ

è
çç

ö

ø
÷÷ 　 （７）

ｘＢ ＝ １
３ｂＣ

２ａＢ － ａＡ － ２λ
θ（ｐ

Ｂ
－ ｅＡＢｐＡ

） － ｐ
Ｂ

ｅＣＢ
＋
ｐ
Ａ
λ

ｅＣＡ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８）

由式 （７）、 式 （８） 可知，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 当 ｅＣＡ 增加即 Ａ 国货币

贬值时， ｘＡ 增加； 由于
θ（ｐＢ － ｅＡＢｐＡ） － ｐＢ

ｅＣＢ
可变形为

－ ｐＢ（１ － θ） － θｅＡＢｐＡ
ｅＣＢ

（ θ ≤ １），

所以当 ｅＣＢ 增加时， ｘＢ 显然也是增加的， 符合本币贬值促进出口的一般规律。
以 Ｂ 国情况来分析全球价值链削弱汇率与出口联系的后向效应。 对 Ｂ 国而言，

出口产品的中间投入一部分来源于 Ａ 国， 另一部分来源于本国， 由式 （８） 不难看

出， 在只考虑 ｅＣＢ 变动的条件下， θ 对 ｘＢ 的影响取决于 ｐ
Ｂ
－ ｅＡＢｐＡ

的符号。 因为 θ 是

ｐＢ

ｅＡＢｐＡ
的函数， θ 的大小受制于 ｅＡＢ 的变动， 而 ｅＣＢ 变动后对 ｘＢ 的影响受制于 θ 的大

小， 所以不难得到推论： 中间投入进口比重 θ 对汇率 ｅＣＢ 变动后出口 ｘＢ 的影响与

该国和中间投入进口来源地的汇率 ｅＡＢ 直接相关。 这个结论说明一国货币对该国

出口对象的货币升值时， 即便存在高比重的中间投入进口， 也不一定能获得有效

的对冲效应。 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这里 Ａ 和 Ｃ 代表的是一组国家 （地区）， 那么

直接影响出口贸易的汇率 ｅＣＢ 应为以出口贸易额加权的有效汇率， 直接影响进口

投入的汇率 ｅＡＢ 应为以中间投入进口额加权的有效汇率。
以 Ａ 国情况来分析全球价值链削弱汇率与出口联系的前向效应。 对 Ａ 国而言，

若 Ａ 国货币对 Ｂ 国货币贬值促进 Ａ 国对 Ｂ 国中间投入的出口， 但同时也增加了 Ｂ
国的出口竞争力 （Ａｈｍｅ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则 Ａ 国对 Ｃ 国的出口也因此受到抑制， 削

弱了 Ａ 国货币对 Ｃ 国货币贬值所带来的利好。 这样的说法是否成立呢？ 由上文可

知， Ｂ 国中间投入的进口比重 θ 是 Ａ、 Ｂ 两国中间投入价格比值
ｐ
Ｂ

ｅＡＢｐＡ

的单调增函

数， 当 ｅＡＢ 减小时， 即 Ａ 国货币相对 Ｂ 国货币贬值， Ｂ 国的中间投入进口比重增

加， 同时式 （８） 显示 ｅＡＢ 与 ｘＢ 负相关， 当 ｅＡＢ 减小后 ｘＢ 增加， 容易理解， 这是由

于 Ｂ 国进口投入成本降低而提升了出口竞争力。 然而无法忽视的是， 式 （７） 表明

ｅＡＢ 与 ｘＡ 正相关， ｅＡＢ 减小后 ｘＡ 亦减少， Ａ 国对 Ｃ 国的出口受到了抑制。 因此， 若 Ａ
国为 Ｂ 国提供中间品， 当 Ａ 国货币对 Ｂ 国货币贬值时则提升了 Ｂ 国的出口竞争力，
抑制了 Ａ 国对 Ｃ 国的出口。

依据上述分析， 提出如下两点理论假设：
Ｈ１： 一国 （地区） 参与全球价值链对该国 （地区） 汇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有

后向的对冲效应， 也不能忽视前向的竞争效应。
Ｈ２： 后向效应不一定能够对汇率变动的出口效应起到有效的对冲作用， 其受

制于中间投入进口来源地汇率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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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模型与数据

（一） 模型构建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参照 Ａｈｍｅｄ 等 （２０１６） 的研究将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ＥＸ ｉｔ ＝ α０ ＋ α１ＥＲ ｉｔ ＋ ∑

２

ｊ ＝ １
β ｊＺ ｉｔ × ＥＲ ｉｔ ＋ ∑

２

ｊ ＝ １

χ
ｊＺ ｉｔ ＋ α２ＲＥＥＲ ｔ ＋ α３ＭＰｄ

ｔ ＋

　 　 　 α４ＭＰ ｆ
ｔ ＋ α５ＩＮｉｔ ＋ α６ＯＵｔ ＋ εｉｔ

（９）

变量 ＥＸ ｉｔ 表示出口国 （地区） 对 ｉ 国 （地区） 的出口额； ＥＲ ｉｔ 表示出口国 （地
区） 与 ｉ 之间的双边汇率； Ｚ ｉｔ 表示出口国 （地区） 对 ｉ 国 （地区） 出口中全球价值

链参与程度指标的集合， 其中包括 ＢＧＶＣｉｔ 和 ＦＧＶＣｉｔ ， 而 ＲＥＥＲｔ 、ＭＰ ｄ
ｔ 、ＭＰ ｆ

ｔ 、 ＩＮｉｔ 以

及 ＯＵｔ 这五个变量均为控制变量， 其经济含义均在下文具体说明。

（二） 样本数据与变量说明

笔者依托 ＩＭＦ 数据库与 ＴｉＶＡ 数据库， 选择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５ 年我国与 ６２ 位贸易对

象①的双边数据作为实证研究对象。 具体变量的来源及数据处理说明如下：
１ ＢＧＶＣ ｉｔ 和 ＦＧＶＣ ｉｔ

ＢＧＶＣ ｉｔ 表示全球价值链的后向参与度， 体现理论分析中的中间投入进口情况；
ＦＧＶＣ ｉｔ 表示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度， 体现嵌在其他国家出口中的中间品出口情

况。 依据 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０） 的研究， 将 ＦＶｉｔ 定义为外国 （地区） 增加值出口，
衡量我国对 ｉ 的出口中包含了多少外国 （地区） 增加值， 将 ＩＶｉｔ 定义为间接增加值

出口， 衡量了镶嵌在对 ｉ 出口中的我国增加值， 若 ＥＸ ｉｔ 仍然表示我国对 ｉ 的出口，
那么 ＢＧＶＣ ｉｔ 和 ＦＧＶＣ ｉｔ 的计算公式为：

ＢＧＶＣ ｉｔ ＝
ＦＶｉｔ

ＥＸ
ｉｔ

　 ＦＧＶＣ ｉｔ ＝
ＩＶｉｔ

ＥＸ ｉｔ
（１０）

２ ＲＥＥＲ ｔ

ＲＥＥＲ ｔ 表示以我国中间投入进口来源分布为基础计算的实际有效汇率， 用以控

制理论分析部分提及的进口中间投入来源国 （地区） 与产品出口国 （地区） 汇率

变动的影响。 ＲＥＥＲ ｔ 的计算公式如下：

ＲＥＥＲ ｔ ＝ Π
ｉ≠ｊ

（
Ｒ ｊｔＭＰｄ

ｔ

Ｒ ｉｔＭＰ ｆ
ｉｔ

）
ｗｉｔ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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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香港、 澳门、 台湾三地区的贸易单独计算， 故本文所指的我国数据并未将上述三地的数据列入。
另外， 基于数据可得性所选择的 ６２ 个贸易对象为： 阿根廷、 爱尔兰、 爱沙尼亚、 奥地利、 澳大利亚、 巴西、
保加利亚、 比利时、 冰岛、 波兰、 丹麦、 德国、 俄罗斯、 法国、 菲律宾、 芬兰、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韩

国、 荷兰、 加拿大、 柬埔寨、 捷克、 克罗地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 卢森堡、 罗马尼亚、 马耳他、 马来西

亚、 秘鲁、 摩洛哥、 墨西哥、 南非、 挪威、 葡萄牙、 日本、 瑞典、 瑞士、 塞浦路斯、 沙特阿拉伯、 斯洛伐

克、 斯洛文尼亚、 泰国、 突尼斯、 土耳其、 文莱、 西班牙、 希腊、 新加坡、 新西兰、 匈牙利、 以色列、 意大

利、 印度、 印度尼西亚、 英国、 美国、 越南、 智利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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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１１） 中， ｉ 代表进口来源地， ｊ 表示我国， Ｒ ｊｔ 和 Ｒ ｉｔ 表示 ｔ 时我国和贸易对象

货币兑美元的汇率， 即各国 （地区） 的间接标价汇率； ｗ ｉｔ 表示 ｔ 时我国出口包含的

外国 （地区） 增加值中来源于 ｉ 国 （地区） 的比重， 采用来自 ｉ 国 （地区） 的增加

值占来自 ６２ 个贸易对象的增加值总和的比重表示。ＭＰ ｄ
ｔ （ ＭＰ ｆ

ｉｔ ） 指 ｔ时我国和外国

（地区） 的物价水平。
３ 其他变量及数据处理

ＥＸ ｉｔ 采用美元标价的出口额， 再通过 ＣＰＩ 指数调整为实际值； ＥＲ ｉｔ 为我国间接

标价的名义汇率， 通过各国 （地区） 美元标价汇率的时期均值套算获得， ＥＲ ｉｔ 增加

表示我国货币升值； 我国与贸易对象的市场价格水平 ＭＰｄ
ｔ 和 ＭＰ ｆ

ｉｔ 采用各自的 ＣＰＩ
数据， 该变量用来控制价格因素的影响， 以使模型中采用更为直观的名义汇率； 我

国产出水平 ＯＵｔ 和贸易对象收入水平 ＩＮｉｔ 分别控制我国的初始条件和贸易对象的需

求因素， 均采用各国 （地区） 实际 ＧＤＰ 指数数据。
笔者首先对上述所有数据进行了以 ２０１０ 年为基期的指数化无量纲处理， 再将

所有数据调整为对数形式， 这样将式 （９） 中的出口对汇率求导可知， α１ 即为汇率

弹性， β ｊ 即为全球价值链变量对汇率弹性的影响。

四、 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 整体检验结果分析

基于式 （９）， 对第三部分的理论分析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除了控制变量以外，
表 １ 中， 列 （１） 只将双边名义汇率作为解释变量， 列 （２） ～列 （５） 逐步添加了

全球价值链相关变量。 回归结果显示， 在未剔除全球价值链影响的情况下， 双边汇

率弹性很小， 与经济实践中汇率与出口的弱联系现象相契合。 然而， 无论是添加了

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还是后向参与度， 双边汇率估计结果的绝对值均显著增加，
而且所有交叉项估计结果的符号一律与汇率估计结果的符号相反， 说明我国的中间

投入进口与嵌在其他国家 （地区） 出口中的中间品出口确实削弱了人民币汇率对

出口的影响； 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或后向参与程度越高， 对汇率弹性的削弱程度越

大。 这个结论与 Ａｈｍｅｄ 等 （２０１６） 针对多国数据研究得出的结论相仿。 然而值得

注意的是， 列 （３） 在列 （２） 的基础上添加了实际有效汇率之后， 后向参与度的

估计结果与交叉项的估计结果均有一定程度的弱化， 后向参与度估计符号与实际有

效汇率的估计符号也相反， 这说明以中间投入进口来源分布为基础计算的实际有效

汇率不仅影响了后向参与度对汇率弹性的作用， 还影响了后向参与度对出口的直接

作用。 从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 间接标价的名义汇率、 国内价格水平、 外国

（地区） 价格水平与收入水平以及以我国产出代表的初始条件的估计结果均显著，
并且估计符号符合一般经济意义。

考虑到汇率与出口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 表 １ 列 （６） 采用了广义矩估计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Ｍｏｍｅｎｔｓ， ＧＭＭ） 方法重新进行了估计， 以被解释变量的 ２
阶滞后项为基础， 增大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阶数或增加解释变量的滞后项直至估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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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全球价值链对汇率变动后出口效应的影响： 全样本

变量
（１） （２） （ ３） （４） （５） （６）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ＧＭＭ

ＥＲ （－１）
　 ０ ６９１∗∗∗

（０ ０２）

ＥＲ
　 －０ ０５６∗∗∗ 　 －１ ２７９∗∗∗ 　 －１ ２７７∗∗∗ 　 －０ ２６８∗∗ 　 －１ ９１６∗∗∗ 　 －３ ７９２∗∗∗

（０ ０１） （０ ２０） （０ ２０） （０ １３） （０ ３７） （０ ７３）

ＢＧＶＣ×ＥＲ
０ ２５９∗∗∗ ０ ２５７∗∗∗ ０ ２７９∗∗∗ ０ ４９３∗∗∗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５） （０ １０）

ＢＧＶＣ
－１ ３２３∗∗∗ －１ ２２３∗∗∗ －１ ２８５∗∗∗ －１ ７３１∗∗∗

（０ ２０） （０ ２０） （０ ２６） （０ ４４）

ＲＥＥＲ
０ ２６９∗∗∗ ０ ３３０∗∗∗ ０ ２８０∗∗∗

（０ ０６） （０ ０８） （０ ０２）

ＦＧＶＣ×ＥＲ
０ ０４９∗ ０ １２２∗∗∗ ０ ３１８∗∗∗

（０ ０３） （０ ０４） （０ ０７）

ＦＧＶＣ
－０ ９２７∗∗∗ －１ ２６０∗∗∗ －１ ６０４∗∗∗

（０ １９） （０ ２０） （０ ３０）

Ｍｐ ｆ ０ ４６３∗∗∗ ０ ４１４∗∗∗ ０ ４２３∗∗∗ ０ ３６７∗∗∗ ０ ４０２∗∗∗ ０ １１６∗∗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０６）

ＭＰｄ
－１ ７８２∗∗∗ －１ ０８９∗∗∗ －１ ６６２∗∗∗ －２ １８１∗∗∗ －２ ９５９∗∗∗ －０ ８８４∗∗∗

（０ ３０） （０ ２０） （０ ２４） （０ ７８） （０ ３４） （０ １２）

ＩＮ
１ ８８１∗∗∗ ２ １２９∗∗∗ ２ １０６∗∗∗ １ ６９１∗∗∗ １ ６５５∗∗∗ １ １４１∗∗∗

（０ １１） （０ ０８） （０ ０８） （０ １６） （０ １０） （０ １２）

ＯＵ
１ ５１４∗∗∗ １ ２５０∗∗∗ １ ４４３∗∗∗ １ ８６８∗∗∗ ２ ０７９∗∗∗ ０ ６１１∗∗∗

（０ ０９） （０ ０５） （０ ０７） （０ １７） （０ ０９） （０ ０７）

常数项
－４ ８１０∗∗∗ （１ ５２） （０ ３２） ０ ９４ １０ ９１１∗∗∗

（１ １９） （１ ２５） （１ ２７） （２ ６５） （２ １１）

观察值 １ ３０２ １ ３０２ １ ３０２ １ ３０２ １ ３０２ １ １７８

Ｒ２ ０ ９１ ０ ９５ ０ ９６ ０ ９３ ０ ９３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５９ ４０
（０ ２０）

ＡＲ （１） ０ ００

ＡＲ （２） ０ １１

注： 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 “∗” 分别表示在 １％、 ５％以及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下表同。

果通过检验， 这里利用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来识别工具变量是否存在过度约束， 并采用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ｎｄ 方法来检验残差的相关性。 估计结果表明， 列 （６） 中各项的符号与

列 （５） 的符号一致， 结果是稳健的。
为进一步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笔者借鉴 Ｌｅｉｇｈ 等 （２０１７） 的做法， 剔除了

有巨额转口贸易或有特殊贸易政策的三个贸易对象的数据后再次检验①， 表 ２ 的估

金融科学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①分别是中国香港、 新加坡 （两地有巨额的转口贸易） 和爱尔兰 （有特殊的贸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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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结果仍然能够支撑上述分析。 表 １ 和表 ２ 的回归结果还显示， 全球价值链后向

参与度与汇率交叉项的估计值一致大于前向参与度与汇率交叉项的估计值， 其原因

可能在于进口投入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 而中间品出口与总出口之

间则需要外部加工再出口这个环节才能产生间接的联系。 数据显示， 自 ２００３ 以来，
我国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大体呈不断下降的态势， 然而实践中人民币汇率弹性并

没有随着后向参与度的降低而增加。 结合 ２００５ 年前后我国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

分别提升 ３４ ３４％与 １８ ０４％的事实不难推断， 我国中间品出口的增长是造成人民

币汇率弹性弱化的主要因素。

表 ２　 全球价值链对汇率变动后出口效应的影响： 剔除三个贸易对象

变量
（１） （２） （ ３） （４） （５） （６）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ＧＭＭ

ＥＲ （－１） 　 ０ ６７０∗∗∗

（０ ０１）

ＥＲ
－０ ０４２∗∗∗ －１ １２６∗∗∗ －１ １３１∗∗∗ －０ ４２５∗∗ －１ ８６２∗∗∗ －４ ６５９∗∗∗

（０ ０１） （０ ２６） （０ ２６） （０ １９） （０ ３４） （０ ６７）

ＢＧＶＣ×ＥＲ ０ ２２９∗∗∗ ０ ２２９∗∗∗ ０ ２７７∗∗∗ ０ ５６８∗∗∗

（０ ０６） （０ ０６） （０ ０５） （０ ０９）

ＢＧＶＣ
－１ １７５∗∗∗ －１ １２５∗∗∗ －１ ２９３∗∗∗ －２ ０５３∗∗∗

（０ ２６） （０ ２７） （０ ２４） （０ ４２）

ＲＥＥＲ ０ ２０８∗∗ ０ ２９５∗∗∗ ０ ３０５∗∗∗

（０ ０９） （０ ０８） （０ ０２）

ＦＧＶＣ×ＥＲ ０ ０９４∗∗ ０ １１５∗∗∗ ０ ４１５∗∗∗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６）

ＦＧＶＣ
－１ １３０∗∗∗ －１ １９９∗∗∗ －２ １３２∗∗∗

（０ １９） （０ １９） （０ ２７）

ＭＰ ｆ ０ ３５９∗∗∗ ０ ３７６∗∗∗ ０ ３８３∗∗∗ ０ ２３０∗∗∗ ０ ３１１∗∗∗ －０ １１９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９）

ＭＰ ｄ －１ ８６０∗∗∗ －１ ９９１∗∗∗ －２ ４４７∗∗∗ －０ ５８０∗ －２ ９３４∗∗∗ －０ ８２６∗∗∗

（０ ２９） （０ ３１） （０ ３７） （０ ３１） （０ ３２） （０ １７）

ＩＮ ２ １５１∗∗∗ ２ １３７∗∗∗ ２ １２８∗∗∗ ２ ２８４∗∗∗ １ ９０５∗∗∗ １ ２３９∗∗∗

（０ １１） （０ １１） （０ １１） （０ １３） （０ １０） （０ １０）

ＯＵ １ ５３８∗∗∗ １ ５２８∗∗∗ １ ６６６∗∗∗ １ ５７１∗∗∗ ２ ０６１∗∗∗ ０ ７４２∗∗∗

（０ ０９） （０ ０８） （０ １０） （０ ０９） （０ ０９） （０ ０６）

常数项
－５ ３７８∗∗∗ ０ ７８ １ ９０ －６ ３２９∗∗ ９ ８７９∗∗∗

（１ １６） （１ ８１） （１ ８７） （１ ５１） （２ ００）

观察值 １ ２３９ １ ２３９ １ ２３９ １ ２３９ １ ２３９ １ １２１

Ｒ２ ０ ９２ ０ ９２ ０ ９２ ０ ９４ ０ ９４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５７ ４９
（０ １６）

ＡＲ （１） ０ ００

ＡＲ （２） ０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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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时段检验结果分析

将样本数据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为界分为两个时段， 分别采用面板固定效应

模型和广义矩估计方法对式 （９） 进行估计。 由于篇幅所限， 这里只给出没有添加全

球价值链变量结果与添加所有全球价值链变量的结果作对比。 表 ３ 显示， 无论是哪个

时段， 考虑了全球价值链变量的影响之后， 双边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力均明

显增加； 在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的时间段， 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对汇率弹性的影响超

过了前向参与度， 以中间投入进口来源分布为基础计算的实际有效汇率与后向参与

度的估计符号相反等等， 这些结论均与上述整体检验的结论一致。 不同的是， 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的时间段， 无论是固定效应方法还是广义矩估计法， 后向参与度交叉

项的估计结果显著性均明显下降， 原因可能有两点： 一是这段时期内随着我国贸易

方式调整， 加工贸易在总贸易中的占比逐步降低， 且又遭遇了美国次贷危机的波

表 ３　 全球价值链对汇率变动后出口效应的影响： 分时段检验

变量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 年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ＦＥ ＦＥ ＧＭＭ ＦＥ ＦＥ ＧＭＭ

ＥＸ（ － １）

ＥＲ

ＢＧＶＣ × ＥＲ

ＢＧＶＣ

ＲＥＥＲ

ＦＧＶＣ × ＥＲ

ＦＧＶＣ

ＭＰｆ

ＭＰｄ

ＩＮ

ＯＵ

常数项

观察值

Ｒ２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ＡＲ（１）

ＡＲ（２）

　 ０ ３８８∗∗∗ 　 ０ ３７２∗∗∗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０２ 　 －２ ０２５∗∗∗ 　 －７ ６５６∗∗∗ 　 －０ ０９５∗∗∗ 　 －０ ９９６∗∗ 　 －２ ５５７∗∗

（０ ０１） （０ ２１） （１ ８０） （０ ０２） （０ ３６） （１ １４）
０ ２４９∗∗∗ １ ０６１∗∗∗ ０ ０１１ ０ ４３０∗

（０ ０４） （０ ３２） （０ ０５） （０ ２５）
－０ ９３２∗∗∗ －４ ３３３∗∗∗ －０ ４１２∗ －２ ９０９∗∗

（０ １８） （１ ４６） （０ ２４） （１ １３）
０ ５１４∗∗∗ ０ ４９６∗∗∗ ０ ３５５∗∗∗ １ １６７∗∗∗

（０ ０６） （０ ０５） （０ １４） （０ ０７）
０ １９１∗∗∗ ０ ５６３∗∗∗ ０ ２９０∗∗∗ ０ １６４∗∗∗

（０ ０３） （０ １０） （０ １１） （０ ０６）
－１ ５８８∗∗∗ －３ １１１∗∗∗ －１ ０３７∗∗ －０ ６３４∗∗

（０ １５） （０ ４１） （０ ５１） （０ ２９）
０ １８１∗∗∗ ０ １２２∗∗∗ ０ ３６１∗∗∗ ０ ２９９∗ ０ ３６２∗∗ ０ ３１２∗∗∗

（０ ０５） （０ ０３） （０ １１） （０ １５） （０ １４） （０ ０６）
０ ７２４ －１ ０１１∗∗∗ －１ ３４１∗∗∗ ６ ０５４∗∗∗ ４ ５８０∗∗∗ －１ １３８∗∗∗

（０ ５６） （０ ４１） （０ ２９） （１ ４５） （０ ８７） （０ ２１）
３ ０７７∗∗∗ ２ ４９９∗∗∗ １ ９４３∗∗∗ １ ８４０∗∗∗ １ ４２０∗∗∗ １ ５７５∗∗∗

（０ ２５） （０ １６） （０ １７） （０ １３） （０ １３） （０ １０）
１ ０１８∗∗∗ １ ８２５∗∗∗ ０ ７９５∗∗∗ －１ ４２９∗∗∗ －０ ６２２∗ １ １８０∗∗∗

（０ １４） （０ １０） （０ １６） （０ ５０） （０ ３２） （０ ０５）
－１８ ２４１∗∗∗ －１ ８２４ －２６ ３１３∗∗∗ －１２ ４３３∗∗∗

（２ ３５） （１ ６８） （４ ４２） （２ ８４）

６８２ ６８２ ５５８ ６２０ ６２０ ５５８

０ ８７ ０ ９５ ０ ８５ ０ ９２

５１ ０９ ５７ ４１
（０ １３） （０ ２５）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４２ ０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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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致使样本期内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迅速下降； 二是汇率制度改革之后， 人民

币对我国出口对象货币的总体变动与对我国进口对象货币的总体变动差异扩大。 正

如理论部分所分析的那样， 是由于汇率变动对进口中间投入与出口产品的影响不存

在有效的对冲关系或对冲关系弱化所致。

（三） 分国家 （地区） 检验结果分析

综合 Ｌｅｉｇｈ 等 （２０１７） 的研究以及 ２０１６ 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 笔者将

６２ 个贸易对象分为 ３５ 个发达国家 （地区） 和 ２７ 个发展中国家， 根据贸易对象的

发展程度进行分样本检验， 实证结果如表 ４ 所示。 不难发现， 表 ４ 中的回归结果仍

然能够支撑针对表 １ 和表 ２ 中的主要结论。 从分类样本的回归结果比较来看， 发达

国家 （地区） 样本中的后向参与度估计结果显著小于同一估计方法下前向参与度

的估计结果， 说明我国对发达国家 （地区） 出口中的前向效应强于后向效应， 向

他们出口中间品对总出口的竞争性相对较强； 发展中国家样本中后向参与度与汇率

交叉项的估计结果显著且大于发达国家 （地区） 样本， 这说明我国对发展中国家

出口中的对冲效应强于对发达国家 （地区） 出口中的对冲效应。 可能的原因是，
按照贸易互补性法则， 我国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以偏技术型产品为主， 而向发达国

表 ４　 全球价值链对汇率变动后出口效应的影响： 国家 （地区） 分类检验

变量
发达国家 （地区） 发展中国家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ＦＥ ＦＥ ＧＭＭ ＦＥ ＦＥ ＧＭＭ

ＥＸ（ － １）

ＥＲ

ＢＧＶＣ × ＥＲ

ＢＧＶＣ

ＲＥＥＲ

ＦＧＶＣ × ＥＲ

ＦＧＶＣ

ＭＰｆ

ＭＰｄ

ＩＮ

ＯＵ

常数项

观察值

Ｒ２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ＡＲ（１）

ＡＲ（２）

　 ０ ２４９∗∗∗ 　 ０ ３８６∗∗∗

（０ ０２） （０ ０６）
－０ ０２８∗∗ －１ ３３６∗∗∗ －１ ４４５∗ －０ １３７∗∗ －３ ０２８∗∗∗ －６ ３２０∗

（０ ０１） （０ ４１） （０ ７６） （０ ０７） （０ ８７） （３ ２８）
０ １５９∗∗∗ －１ ０７４ ０ ４２９∗∗∗ １ ５８３∗

（０ ０６） （０ １２） （０ １５） （０ ８０）
－０ ７９７∗∗∗ １ ３１９∗∗ －１ ９９９∗∗∗ －６ ８５７∗∗

（０ ２８） （０ ６２） （０ ６６） （３ ４８）
０ ３０１∗∗∗ ０ ６６２∗∗∗ ０ ３０４∗∗ ０ １３９∗∗

（０ １０） （０ ０９） （０ １３） （０ ０６）
０ １２１∗∗ ０ ４６４∗∗∗ ０ ２０５∗∗ ０ ２１１

（０ ０５） （０ １７） （０ ０９） （０ １９）
－１ ２６３∗∗∗ －２ ５１９∗∗∗ －１ ６２２∗∗∗ －１ ４５４∗

（０ ２６） （０ ７８） （０ ３８） （０ ７６）
１ ９０９∗∗∗ １ ５７９∗∗∗ １ ６２５∗∗∗ ０ １７１∗∗∗ ０ １５３∗∗∗ ０ ０５９

（０ １９） （０ １７） （０ ５０） （０ ０７） （０ ０６） （０ ２９）
－２ １１０∗∗∗ －２ ６２４∗∗∗ １ ６４５∗∗∗ －２ ３９７∗∗∗ －４ ０２６∗∗∗ －０ ０７４
（０ ３７） （０ ４１） （０ ４０） （０ ４７） （０ ５４） （０ ９４）
１ ４７１∗∗∗ １ ２８０∗∗∗ ２ ２１７∗∗∗ １ ４４４∗∗∗ １ ３１２∗∗∗ １ ６７３∗∗

（０ １７） （０ １５） （０ ２６） （０ １９） （０ １６） （０ ８１）
１ ３０５∗∗∗ １ ７０８∗∗∗ ０ ３５３∗ ２ １４８∗∗∗ ２ ７５３∗∗∗ １ ４１９∗∗∗

（０ １２） （０ １３） （０ １９） （０ １４） （０ １６） （０ ４３）
－７ ２７７∗∗∗ ４ ９９０∗ －１ ０８２ ２０ ７１８∗∗∗

（１ ６９） （２ ６８） （１ ８０） （３ ９４）
７３５ ７３５ ５２５ ５６７ ５６７ ４３２

０ ９１ ０ ９３ ０ ９２ ０ ９４
３２ ０３ ２１ ６１
（０ １３） （０ １６）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９２ ０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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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地区） 出口以偏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技术型产品中， 外国 （地区） 增加值

的比重比劳动密集型产品中的外国 （地区） 增加值比重高 （尹伟华， ２０１６）。 因

此， 全球价值链的后向对冲效应更强。

五、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 结论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笔者从双边视角分析了全球价值链是否弱化汇率变动对

出口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 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１） 全球价值链通过后向的对冲效应与前向的竞争效应来削弱汇率对出口的

影响， 但是进口投入来源分布与出口市场分布的差异程度影响了全球价值链后向的

对冲效应。
（２） 我国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对汇率弹性的影响力总体上要强于前向参与

度的影响力。 与 ２００５ 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前相比， 汇改后我国全球价值链后向

参与度对汇率弹性的影响已然弱化。 前向参与度的迅速提升是全球价值链视角下造

成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出口影响力弱化的主要原因。
（３） 分国家 （地区） 类别来看， 我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中的全球价值链后向

效应要强于对发达国家 （地区） 出口中的后向效应。

（二） 启示

基于上述结论， 得到如下启示：
（１） 推进 “再全球化” 进程， 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联系能够强化我国出

口的稳定性。 全球化生产方式加强了汇率冲击下各国 （地区） 贸易的稳定性， 参

与全球价值链能够平抑各种冲击下的出口波动， 这与林思宇和黄繁华 （２０１６） 的

研究结论相仿。 而且本研究结论显示， 汇率冲击下的平抑效果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出

口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因此， 着力推进 “再全球化” 进程， 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

经贸联系以拓宽出口渠道、 优化市场结构， 无论是对于维系我国出口的稳定发展还

是保持出口优势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２） 全球价值链参与削弱了货币政策效果， 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审慎对待全球

价值链对货币政策产生的影响， 以避免非市场行为带来的价格扭曲以及过于乐观的

政策预期。 全球价值链下的生产将不再独立， 出口中的进口成分比重越高， 别国

（地区） 出口中的本国成分越高， 进口中间投入来源与出口市场越是契合， 汇率与

贸易的关系便越疏远。 就我国而言， 虽然加工贸易出口在总出口中的占比不断降

低， 中间投入进口比重也随之下降， 但是伴随着我国中低端制造、 组装工序的外

迁， 中间品出口快速提升，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基本呈稳步增长态势。 在这种趋势

下， 币值变动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将愈发疏离， 货币政策效果可能达不到预期。
最后， 深入分析式 （７） 可知， 全球价值链的前向竞争效应不仅与镶嵌在第三

国出口中的中间品比重有关， 还与出口市场分布以及第三国加工后再次出口的市场

分布有关。 由于第三国加工后再出口的流向追踪起来较为复杂， 本文中笔者暂未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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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考虑。 若要全面了解全球价值链对汇率出口弹性的影响， 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前向

效应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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