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丝绸之路经济带” 视域下中国与沿线
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

———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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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为研究背景， 基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年的木质林

产品贸易数据， 分析了中国与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现状及特征， 运用拓展引力

模型对中国对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及潜力进行了分析。 研究表明：
经济总量、 人口规模、 森林资源人均禀赋差异、 贸易开放程度、 互为邻国对双边贸

易流量的增长产生推动作用。 两国的空间距离及同为 ＡＰＥＣ成员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不显著。 中国与沿线大部分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潜力属于潜力巨大型， 合作空间巨

大。 基于实证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在把握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内涵的基础上

为我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的发展提出了相应政策启示， 我国应在继续推进 “五通”
建设的前提下， 稳定现有市场， 并积极开拓南亚、 东欧及西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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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进入 ２１世纪以来， 中国以木材加工业为代表的林产工业发展迅速。 ２０１７ 年，
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进出口总额高达 １０９０ ３８亿美元， 占世界木质林产品贸易额的

１３ ９５％， 成为世界木质林产品生产、 加工和贸易第一大国， 被誉为 “世界木材工

厂”。 随着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的迅速发展， 中国林产工业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也

随之凸显。 首先， 中国属于森林资源贫乏的国家， 森林蓄积量低， 人口基数大， 人

均森林面积较少。 随着中国 “天然林保护工程” 的不断深入和全面停止天然林商

业性采伐政策的实施， 中国木材供求矛盾日渐尖锐； 其次， 中国作为世界木质林产

品第一加工大国， 对开拓国际市场的需求与日俱增； 第三， 中国关于共建 “一带

一路” 的倡议， 以完善 “五通” 建设为基础， 不断扩大与 “一带一路” 国家的合

作， “一带一路” 也由理念转化为行动， 由愿景转变为现实。 “丝绸之路经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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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一带一路” 重要组成部分， 东临活跃的亚太经济圈， 西接发达的欧盟经济

圈， 沿线国家众多， 森林资源丰富且国际市场广阔， 各国森林资源禀赋、 木质林产

品结构差异巨大， 与中国形成了极强的互补性， 双边木质林产品贸易前景广阔。
随着中国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建设逐步实施， 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增

多。 谭晶荣等 （２０１６） ［１］、 卫丁和许臻真 （２０１７） ［２］、 崔登峰和邵伟 （２０１７） ［３］、
高志刚和张燕 （２０１５） ［４］、 谢文心 （２０１７） ［５］等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及地区的贸易潜

力、 竞争性、 互补性及风险成本问题进行了相关分析。 通过对现有学术成果的整理

分析可以得出， 随着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的深入推进， 学者们关于中国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研究成果显著增加。
贸易引力模型可以很好地测算双边贸易影响因素及贸易潜力， 自贸易引力模型

提出的几十年来， 大量国内外学者运用引力模型对双边贸易问题进行研究分析。 侯

敏和邓琳琳 （２０１７） ［６］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效率与潜力

进行了实证分析。 方英和马芮 （２０１８） ［７］以 “一带一路” 建设为背景运用随机前沿

引力模型对中国与沿线国家文化贸易潜力与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孙金彦和刘

海云 （２０１６） ［８］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中国与 “一带一路” 范围内 ５３ 国与中国

的贸易潜力进行了实证研究。 林玲等 （２０１８） ［９］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中美两国

１９９２—２０１５年的具体贸易效率及潜力进行了实证分析。 文淑惠和张昕 （２０１７） ［１０］

以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 建设为背景， 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中国与沿

线国家的具体贸易潜力进行了分析。
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整合的分析可以看出， 学者们对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

设背景下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的相关研究较少。 当前， 中国林产工业及木质林产品

贸易正处于深度调整时期， 在生产、 加工、 外贸等诸多层面均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中国应如何利用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这一有利契机， 把握木质林产品国际贸

易新走向， 充分挖掘与沿线国家的木质林产品贸易潜力， 对实现中国林产工业的可

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 因此，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年中国与沿线国家木质林

产品贸易数据， 对双边贸易现状及特征进行分析后， 运用扩展引力模型对双边贸易

的影响因素及贸易潜力进行了测算， 在把握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内涵的基础

上， 提出相应的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 中国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的现状与特征

随着中国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步伐的迈进， “丝绸之路经济带” 范围也在

逐渐扩大， 但目前国内尚未对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具体范围做出明确界定。 本

文参考邢广程 （２０１４） ［１１］提出的 “网络分布” 法， 初步界定了经济带的范围： “丝
绸之路经济带” 东起中国、 俄罗斯， 以中亚、 西亚为桥梁， 以西欧诸国为终点，
并向北非国家做适当的扩展。 本文选取 “丝绸之路经济带” 范围内的 ２８ 个国家作

为研究对象， 选取原因在于： 这些国家长期与中国有着频繁的木质林产品贸易往

来， 并且这些国家分别位于南亚、 西亚、 中亚、 东欧和西欧 ５大区域板块， 各国政

治、 经济、 资源、 人文等情况不同， 可以很好地反映 “丝绸之路经济带” 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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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特征 （见表 １）。

表 １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范围界定

具体区域 （２８国） 主要国家

南亚 （３国） 孟加拉国 巴基斯坦 印度

西亚 （９国）
阿曼 沙特阿拉伯 约旦

亚美尼亚 土耳其 格鲁吉亚

伊朗 阿联酋 科威特

中亚 （２国）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东欧 （７国）
俄罗斯 拉脱维亚 立陶宛

乌克兰 斯洛伐克 波兰

匈牙利

西欧 （７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比利时 意大利 卢森堡

爱尔兰

步入 ２１世纪后， 中国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流量逐

年攀升。 如图 １所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年间， 中国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木

质林产品进出口贸易额稳定上升。 其中， 出口总额由 ７ １４亿美元增长至 １２３ ９４ 亿

美元， 进口总额由 １９ ６９亿美元上升至 ９４ ９６亿美元， 出口额增长速度明显高于进

口， 中国也逐渐由贸易逆差转为顺差。 主要原因为随着 ２００３ 年后， 中国房地产行

业的逐年火热， 带动了中国以人造板及木家具为主的木材加工行业的快速发展， 在

中国对 “丝绸之路经济带” 国家的木质林产品出口贸易中， 人造板和木家具的份

额占到了总出口额的 ５０％以上， 并呈逐年扩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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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年中国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状况

通过对中国与沿线各个区域及国家的贸易流量分析可以发现 （表 ２）： 俄罗斯作

为世界森林资源大国， 与中国木质林产品往来密切， 俄罗斯常年是中国最大的原木及

锯材产品的出口国， ２０１７年中俄木质林产品贸易总额排在沿线国家首位。 英国、 德

国与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总额分别排在第二、 第三位， 印度、 阿联酋、 法国、 意大利

等国与中国均存在较大贸易额。 总体看来， 西欧与东欧国家与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往

来最为频繁， 双边贸易流量巨大； 南亚地区均为世界人口大国， 国内市场需求庞大，
与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额处于较高水平； 西亚和中亚因受自身内陆性气候影响， 森林

资源相对贫乏， 在与中国的贸易中以进口为主， 整体贸易流量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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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１７ 年中国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状况

区域 国家
从中国进口贸易额
（亿美元）

对中国出口贸易额
（亿美元）

贸易总额
（亿美元）

占沿线国际贸易
比重 （％）

南亚 （３国）

西亚 （９国）

中亚 （２国）

东欧 （７国）

西欧 （７国）

总额

孟加拉国 ２ ５４ ０ ０１ ２ ５５ １ １６
巴基斯坦 ３ ５２ ０ ００ ３ ５２ １ ６１

印度 １１ ２４ ０ ７２ １１ ９６ ５ ４７
阿曼 １ ２７ ０ ００ １ ２７ ０ ５８

沙特阿拉伯 １０ ５１ ０ ０１ １０ ５２ ４ ８１
约旦 １ １８ ０ ００ １ １８ ０ ５４

亚美尼亚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１ ０ ００
土耳其 ３ ２５ ０ ００ ３ ２５ １ ４８

格鲁吉亚 ０ ５４ ０ ００ ０ ５４ ０ ２４
伊朗 ４ ４５ ０ ００ ４ ４５ ２ ０３

阿联酋 ９ ９５ ０ １３ １０ ０８ ４ ６１
科威特 １ ７６ ０ ００ １ ７６ ０ ８０

哈萨克斯坦 ０ ９３ ０ ００ ０ ９３ ０ ４２
吉尔吉斯斯坦 ０ １７ ０ ００ ０ １７ ０ ０７

俄罗斯 ４ ５７ ５４ ７１ ５９ ２８ ２７ １４
拉脱维亚 ０ ２６ ０ ３９ ０ ６５ ０ ２９
立陶宛 ０ １７ ０ ６９ ０ ８６ ０ ３９
乌克兰 ０ ７８ ０ ６３ １ ４１ ０ ６４

斯洛伐克 ０ ０１ ０ ２９ ０ ３０ ０ １３
匈牙利 ０ １５ ０ ０１ ０ １６ ０ ０７
波兰 ２ ８１ １ ４４ ４ ２５ １ ９４
英国 ２９ ０３ ８ ５６ ３７ ５９ １７ ２４
法国 １０ ０７ ４ ８１ １４ ８８ ６ ８１
德国 １３ １０ ９ ９７ ２３ ０７ １０ ５６

比利时 ４ ７１ ２ ０６ ６ ７７ ３ １０
意大利 ５ ２５ ７ ４０ １２ ６５ ５ ７９
卢森堡 ０ ００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０
爱尔兰 １ ２５ １ ４３ ２ ６８ １ ２２

全部沿线国家 １２３ ９４ ９４ ９６ ２１８ ９１ １００ ００
资料来源： 据联合国商贸组织数据库整理所得。

二、 中国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

木质林产品贸易影响因素分析

（一） 模型构建及变量解释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丁伯根将引力模型首次引入到国际贸易学科的实证分析

中， 证实了双边贸易流量与两国经济规模呈正相关， 与空间距离呈负相关。 在过

去的几十年中， 引力模型作为经典的事后分析方法， 已被频繁应用于各个领域。
国内外众多学者运用引力模型研究双边贸易的影响因素、 潜力、 贸易效率等 （吴天

博和张滨， ２０１８［１２］； 田刚和潘超，２０１３［１３］； Ｌｉｎｎｅｍａｎｎ， １９６６［１４］； Ｌｅａｍｅｒ， １９７４［１５］；
Ｈａｓｓａｎ， ２００１［１６］）。 随着引力模型的不断完善， 学者们逐步将汇率、 人口、 资源禀

赋等影响双边贸易流量的相关变量引入到了引力模型中， 使得引力模型的灵活性与

可靠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本文以研究中国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木质

林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及具体贸易潜力为目标， 在充分分析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现

状及特征的基础上， 在传统引力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拓展， 使得引力模型所

得出的结果更加精准和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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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传统引力模型， 贸易国之间的经济总量 （ＧＤＰ） 及重要城市的空间距离

对双边贸易流量产生重要影响， 得出引力模型基本方程式 （１）。 式中， ＧＤＰ ｉｚ ×
ＧＤＰ ｊｚ 为 ｉ国与 ｊ国在 ｚ 年份 ＧＤＰ 的乘积； Ｄｉｊ 代表两国之间重要城市的空间距离， 本

文选取首都城市； Ｔｉｊｚ 代表 ｉ 国与 ｊ 国在 ｚ 年份的贸易总额； β０ 为常数项， εｉｊ 为干扰

项； 文中 ｉ 国代表中国， ｊ 国代表“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贸易对象国。
ｌｎＴｉｊｚ ＝ β０ ＋ β１ ｌｎ（ＧＤＰ ｉｚ × ＧＤＰ ｊｚ） ＋ β２ ｌｎＤｉｊ ＋ εｉｊ （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随着世界人口的激增， 各国人口规模已成为影响贸易流量

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 人口规模的提升可直接影响国内需求的增加， 提升进口贸易

流量； 另一方面， 人口规模越大的国家国内劳动力也就越丰富， 就越有可能具备完

整的生产设备， 大大提升了国内供给能力， 降低进口贸易流量。 将人口规模变量引

入引力模型， 得到式 （２）。 Ｐ ｉｚ × Ｐ ｊｚ 代表 ｉ国与 ｊ国在 ｚ年份人口规模的乘积。
ｌｎＴｉｊｚ ＝ β０ ＋ β１ ｌｎ（ＧＤＰ ｉｚ × ＧＤＰ ｊｚ） ＋ β２ ｌｎＤｉｊ ＋ β３ ｌｎ（Ｐ ｉｚ × Ｐ ｊｚ） ＋ εｉｊ （２）

森林资源为林产工业发展的基础， 是木质林产品加工生产的基本原料。 巨大的

森林资源禀赋差异是两国进行木质林产品贸易的助推剂。 因此将人均森林资源禀赋

差异变量引入引力模型， 得到式 （３）。 Ｆ ｉｊｚ 代表 ｉ 国与 ｊ 国在 ｚ 年份人均森林禀赋差

异。 森林资源人均禀赋差异具体计算公式为： Ｆ ｉｊｚ ＝ （Ｆ ｉｚ ／ Ｐ ｉｚ） － （Ｆ ｊｚ ／ Ｐ ｊｚ） 。 其中，
Ｆ ｉｚ 代表 ｚ 时期中国森林总面积， Ｆ ｊｚ 代表 ｚ 时期与中国进行木质林产品贸易国的森林

总面积。
ｌｎＴｉｊｚ ＝ β０ ＋ β１ ｌｎ（ＧＤＰ ｉｚ × ＧＤＰ ｊｚ） ＋ β２ ｌｎＤｉｊ ＋ β３ ｌｎ（Ｐ ｉｚ × Ｐ ｊｚ） ＋ β４ ｌｎＦ ｉｊｚ ＋ εｉｊ （３）
外贸开放程度是衡量一国贸易综合水平的关键因素， 当一国外贸开放度越高的

时候， 该国的国际经贸水平就越高， 两国间进行国际贸易的几率也就越大， 因此将

外贸开放程度变量引入模型得到式 （４）。 ＯＰＥＮ ｊｚ 代表 ｚ 年份 ｊ 国的外贸开放程度 。
ｌｎＴｉｊｚ ＝ β０ ＋ β１ ｌｎ（ＧＤＰ ｉｚ × ＧＤＰ ｊｚ） ＋ β２ ｌｎＤｉｊ ＋ β３ ｌｎ（Ｐ ｉｚ × Ｐ ｊｚ）

＋ β４ ｌｎＦ ｉｊｚ ＋ β５ ｌｎＯＰＥＮｉｊｚ ＋ εｉｊ （４）
自 ＡＰＥＣ建立以来， 各成员经过长期努力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合作机制， 并以

开放包容、 减少摩擦和壁垒为合作原则。 ＡＰＥＣ 的成立对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的发

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 诸多的贸易优惠政策可极大地提升中国与各成员

之间的木质林产品贸易流量。 其次， 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 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额前 １０
的国家基本均为 ＡＰＥＣ成员， 如美国、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泰国、 越南、 新西

兰、 加拿大、 俄罗斯、 日本、 澳大利亚。 由此可见， 互为 ＡＰＥＣ成员对中国木质林

产品贸易额有显著的促进增长作用。 因此， 将虚拟变量互为 ＡＰＥＣ 成员加入模型

中， 得到式 （５）。
ｌｎＴｉｊｚ ＝ β０ ＋ β１ ｌｎ（ＧＤＰ ｉｚ × ＧＤＰ ｊｚ） ＋ β２ ｌｎＤｉｊ ＋ β３ ｌｎ（Ｐ ｉｚ × Ｐ ｊｚ） ＋

β４ ｌｎＦ ｉｊｚ ＋ β５ ｌｎＯＰＥＮｉｊｚ ＋ β６ＡＰＥＣ ｉｊｚ ＋ εｉｊ （５）
目前， 中国在 “一带一路” 倡议的基础上又相继实施了 “六大经济走廊” 建

设， 目的就是充分利用与周边国家 （地区） 在地缘上的优势， 加大开放程度， 提

升经贸水平， 实现互利共赢。 因此， 推断当贸易对象与中国互为近邻时将提升双边

贸易流量， 因此将虚拟变量互为邻国加入模型得到式 （６）。 Ｂ ｉｊｚ 表示 ｉ国与 ｊ国在 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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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是否互为邻国 。
ｌｎＴｉｊｚ ＝ β０ ＋ β１ ｌｎ（ＧＤＰ ｉｚ × ＧＤＰ ｊｚ） ＋ β２ ｌｎＤｉｊ ＋ β３ ｌｎ（Ｐ ｉｚ × Ｐ ｊｚ） ＋ β４ ｌｎＦ ｉｊｚ

＋ β５ ｌｎＯＰＥＮｉｊｚ ＋ β６ＡＰＥＣ ｉｊｚ ＋ β７Ｂ ｉｊｚ ＋ εｉｊ （６）
（二） 资料来源

文章选取 “丝绸之路经济带” 范围内的 ２８ 个国家作为具体研究对象， 数据区

间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年。 模型中木质林产品贸易流量数据由联合国商贸数据库整理分

析所得， 本文木质林产品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ＦＡＯ） 的分类标准， 具体分为原

木、 锯材、 人造板、 木浆、 纸及纸制品、 木制品和木家具 ７大类。 引力模型各变量

解释及资料来源如表 ３所示。

表 ３　 变量解释及数据来源

变量 具体含义 预期符号 数据来源

ＧＤＰｉｚ × ＧＤＰ ｊｚ
表示 ｉ国与 ｊ国在 ｚ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
乘积 （千万美元）

＋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库
（ＦＡＰＳＴＡＴ）

Ｄｉｊ 表示 ｉ国与 ｊ国首都之间的距离 （ＫＭ） － ｗｗｗ ｆｒｅｅｍａｐｔｏｏｌｓ ｃｏｍ

Ｐｉｚ × Ｐ ｊｚ
表示 ｉ国与 ｊ国在 ｚ时期国内人口总量的
乘积 （千人）

＋或－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库
（ＦＡＰＳＴＡＴ）

Ｆｉｊｚ
表示 ｉ国与 ｊ国在 ｚ时期的人均森林资源
禀赋差异 （千人 ／公顷）

＋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库
（ＦＡＰＳＴＡＴ） 整理分析所得

ＯＰＥＮ ｊｚ 表示 ｊ国 ｚ时期的外贸开放度 ＋ 世界银行数据库、 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数据库

ＡＰＥＣｉｊｚ
表示 ｚ 时期 ｉ 国与 ｊ 国是否同为 ＡＰＥＣ
成员

＋ ｗｗｗ ａｐｅｃ ｏｒｇ

Ｂｉｊｚ 表示 ｚ时期 ｉ国与 ｊ国是否互为邻国 ＋ ＣＥＰＩＩ数据库

（三） 模型回归结果及相关分析

文章运用 Ｅｖｉｅｗｓ软件对引力模型进行回归测算， 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 整体

而言， 引力模型拟合度较好， 各变量与预期符号没有发生变化且显著性明显。 同

时， 随着变量的增加， 各变量符号也基本稳定， 显著性仍保持在较高水平， 表明引

力模型各方程的解释能力都很强， 该模型基本可以准确地反映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

易情况。 因在式 （６） 中， 变量空间距离与变量同为 ＡＰＥＣ 成员显著性不明显， 因

此将其剔除。 在剔除上述两变量的基础上进行混合效应、 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的测

算 （固定效应回归是一种空间面板数据中随个体变化但不随时间变化的一类变量

方法； 随机效应是把固定效应的回归系数看作是随机变量， 一般都是假设来自正态

分布； 混合效应即同时包含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 最终， Ｐ ＝ １ ００００＞０ １０， 接受

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不存在系统差异的原假设， 建立随机效应模型。 通过

对随机效应结果的分析， 可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 经济规模 ＧＤＰ 回归结果显著为正， 经济规模 ＧＤＰ 是影响双边贸易流量

最关键的因素。 因此， 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渐回暖及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中国与沿

线国家及地区木质林产品贸易流量将会进一步提升； 第二， 人口规模回归系数为

正， 表明随着经济的增长及各国人口数量的提升， 各国对木质林产品的需求逐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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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引力模型 （１） — （６） 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Ｔｉｊｚ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常数
－４ ０４ －４ ６１ －６ ６５ －５ ９９ －４ ９８ －９ ６１
（－１ ９６） （－１ ７０） （－２ ６６） （－２ ３４） （－１ ９２） （－２ ８７）

ＧＤＰ １ ０５∗∗∗ １ ０４∗∗∗ １ ０３∗∗∗ １ ０２∗∗∗ １ ０２∗∗∗ １ ０１∗∗∗
（３２ ８２） （２３ ５５） （２４ ４１） （２４ ９２） （２４ ８８） （２４ ５９）

Ｄ －０ ９５∗∗∗ －０ ９０∗∗∗ －０ ７６∗∗∗ －０ ９８∗∗∗ －０ ９９∗∗∗ －０ ４８
（－３ ８３） （－３ ０４） （－２ ７１） （－３ ５０） （－３ ５７） （－１ ３１）

Ｐ ０ ０２ ０ １０∗ ０ ２３∗∗∗ ０ ２０∗∗∗ ０ ２１∗∗∗
（０ ３３） （１ ９６） （４ ０４） （３ ５９） （３ ５２）

Ｆ ０ ２４∗∗∗ ０ ２４∗∗∗ ０ １９∗∗∗ ０ ２０∗∗∗
（６ ６７） （６ ８５） （４ ４０） （４ ６５）

Ｏ ０ ７７∗∗∗ ０ ７８∗∗∗ ０ ７８∗∗∗
（４ ９２） （５ ０５） （５ ０２）

ＡＰＥＣ ０ ８３∗∗ ０ ２９
（２ ０６） （０ ６１）

Ｂ ０ ５８∗∗
（２ １３）

Ｒ２ ０ ７１ ０ ７１ ０ ７３ ０ ７４ ０ ７５ ０ ７５
Ｆ ５６５ ２８∗∗∗ ３７６ １８∗∗∗ ３１９ ２２∗∗∗ ２７２ ７９∗∗∗ ２２９ ６０∗∗∗ １９９ ０４∗∗∗

注：∗、∗∗和∗∗∗分别表示 ０ １０、 ０ ０５和 ０ ０１置信水平。

表 ５　 引力方程 （６） 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混合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常数
－１３ ８４ －１２ ８３ －１３ ８４
（－１４ ４２） （－１２ ６１） （－１４ ５７）

ＧＤＰ ０ ９８∗∗∗ ０ ９１∗∗∗ ０ ９８∗∗∗
（２８ １５） （２１ ３９） （２８ ４５）

Ｐ ０ ２４∗∗∗ ０ ２７∗∗∗ ０ ２４∗∗∗
（４ ４２） （４ ９５） （４ ４７）

Ｆ ０ ２１∗∗∗ ０ ２２∗∗∗ ０ ２１∗∗∗
（５ ８９） （６ ０７） （５ ９６）

Ｏ ０ ７５∗∗∗ ０ ６７∗∗∗ ０ ７５∗∗∗
（４ ８９） （４ ３６） （４ ９２）

Ｂ ０ ８２∗∗∗ ０ ７１∗∗∗ ０ ８２∗∗∗
（４ ４４） （３ ８２） （４ ４８）

Ｒ２ ０ ７５ ０ ７６ ０ ７５
Ｆ ２７９ ４５∗∗∗ ６８ ９７∗∗∗ ２７８ ４５∗∗∗

注：∗、∗∗和∗∗∗分别表示 ０ １０、 ０ ０５和 ０ ０１置信水平。

升， “丝绸之路经济带” 各国及地区人口整体呈正增长趋势， 因此可以推测， 在未

来一段时间内中国与沿线国家及地区木质林产品贸易额会稳步增长； 第三， 森林资

源人均禀赋差异显著为正， 表明资源禀赋上的巨大差异是双边贸易的助推剂； 第

四， 贸易开放度回归结果为正， 由此可以推断， 随着中国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

设步伐的不断迈进， 中国与沿线各国及地区的 “五通” 程度将会进一步提升， 双

边贸易的摩擦及壁垒将会进一步减少， 双边贸易流量必将有新的飞跃； 第五， 与中

国互为近邻变量显著为正， 表明中国与周边国家及地区友好相处的外交政策成效显

著， “一带一路” 倡议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及地区进一步提升友好关系提供了新的契

机， 中国与周边国家及地区木质林产品贸易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 第六， 空间距离

变量回归显著性不明显， 表明随着中国 “五通” 建设的深入， 中国与 “丝绸之路

经济带” 沿线各国及地区在设施联通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 中国与沿线各国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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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铁路、 航空等方面互通互联建设逐步由愿景走向现实， 空间距离已不是中国与

沿线国家进行木质林产品贸易的重大阻碍； 第七， ＡＰＥＣ 成员变量回归结果显著性

不明显。 这表明， 随着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 并经历了 ５ 年的深入实施

后， 中国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各国及地区在互通互联、 贸易开放、 资金融

通等方面的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带一路” 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及地区

贸易的促进作用已超越了 ＡＰＥＣ。

三、 中国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的潜力分析

引力模型可以很好地测算双边贸易潜力， 运用上文得到的引力模型计算出双边

贸易预测值， 通过对贸易实际值与贸易预测值的比对得出贸易潜力系数。 当贸易潜力

系数小于 ０ ８时， 表明双边贸易发展空间大， 属于潜力巨大型； 当贸易潜力系数介于

０ ８—１ ２之间时， 表明双边贸易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属于潜力开拓型； 当贸易潜

力系数大于 １ ２时， 表明双边贸易过剩， 未来发展空间较小， 属于潜力再造型。 中国

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 ２０１７年木质林产品贸易潜力测算如表 ６所示。

表 ６　 ２０１７ 年中国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潜力测算情况

区域 国家 贸易实际值 （美元） 贸易预测值 （美元） 贸易潜力 贸易潜力类型

南亚 （３国）

西亚 （９国）

中亚 （２国）

东欧 （７国）

西欧 （７国）

孟加拉国 ２５４ ０８０ ４６４ ３２５ ６２５ ５２６ ０ ７８０２８ 潜力巨大型

巴基斯坦 ３５１ ７７３ ３８３ ７９５ ６９４ ６９７ ０ ４４２０９ 潜力巨大型

印度 １ １９６ １０７ １１７ １０ １７６ ０２１ ７９４ ０ １１７５４ 潜力巨大型

阿曼 １２７ ４５５ ６２３ ８１ ５４２ １５９ １ ５６３０６ 潜力再造型

沙特阿拉伯 １ ０６３ ８６５ ２９３ ７７８ ６１０ ６０１ １ ３６６３６ 潜力再造型

约旦 １１７ ７４９ ４４３ ４７ ９２１ ２９７ ２ ４５７１４ 潜力再造型

亚美尼亚 ６ ９２８ ９９３ ６ ３０６ ９６４ １ ０９８６２ 潜力开拓型

土耳其 ３２５ ０２５ ５５５ ３６６ ５２４ ６８９ ０ ８８６７７ 潜力开拓型

格鲁吉亚 ５３ ５４３ ８９７ ２０ ５９３ ７３２ ２ ６００００ 潜力再造型

伊朗 ４４４ ９７３ ８５４ ２８０ ７４９ １８２ １ ５８４９５ 潜力再造型

阿联酋 １ ００８ ９６８ ２８３ ７２９ ３６１ ８２９ １ ３８３３５ 潜力再造型

科威特 １７６ ２０２ １３６ １２１ ２９０ ５８４ １ ４５２７２ 潜力再造型

哈萨克斯坦 ９３ ０５３ ０３８ ２８８ ７７２ ３６９ ０ ３２２２３ 潜力巨大型

吉尔吉斯斯坦 １７ ４９０ ５４８ １６ ６０７ ６０５ １ ０５３１６ 潜力开拓型

俄罗斯 ５ ９２８ １９３ １５９ １０ ６９８ ８７２ ６０９ ０ ５５４０９ 潜力巨大型

拉脱维亚 ６６ ０６４ ３７４ ５３ ３３２ １２９ １ ２３８７３ 潜力再造型

立陶宛 ８７ ２１３ ５６２ ９０ ９７０ ４６６ ０ ９５８７０ 潜力开拓型

乌克兰 １４３ １８８ ９５７ １９１ ９２３ ５６１ ０ ７４６０７ 潜力巨大型

斯洛伐克 ４０ ３５３ ３４８ ２１８ ５３２ ９３５ ０ １８４６５ 潜力巨大型

匈牙利 ２２ ７６９ ３６３ ２６２ ０７０ ４３６ ０ ０８６８８ 潜力开拓型

波兰 ４２５ ３２４ ２６９ ８９２ ７９８ １８７ ０ ４７６３９ 潜力巨大型

英国 ３ ７５９ ６０２ ４４６ ２ ９５８ ３８２ ８０９ １ ２７０８３ 潜力再造型

法国 １ ４８７ ５２３ ４７３ ２ ９５８ ９３３ ７８０ ０ ５０２７２ 潜力巨大型

德国 ２ ３０７ ００１ ３７９ ３ ５５６ １３２ ７３１ ０ ６４８７３ 潜力巨大型

比利时 ６７６ ７０４ ５５３ １ ０５３ １７５ ９８８ ０ ６４２５３ 潜力巨大型

意大利 １ ２６５ ５６５ ９８８ １ ５６６ ８６２ ７８６ ０ ８０７７０ 潜力开拓型

卢森堡 １５ ３７７ ０７１ ２０ ４８３ ８５２ ０ ７５０６９ 潜力巨大型

爱尔兰 ２６７ ９９３ １９８ ３０７ ３８０ ５７９ ０ ８７１８６ 潜力开拓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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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表 ６的分析可以得出： ２０１７ 年中国与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中， 双

边贸易潜力巨大型的国家高达 １２个， 占到了国家总数的 ４３％。 这些国家主要分布

于南亚、 东欧及西欧。 首先， 南亚三国均为潜力巨大型， 说明南亚地区庞大的人口

规模带动了对木质林产品的需求。 其次， 俄罗斯、 法国、 德国等传统木质林产品大

国均为潜力巨大型， 表明中国与该类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互补性较强， 未来合作空

间广阔。 双边贸易潜力开拓型的国家共有 ７ 个， 主要分布于西亚、 东欧、 西欧等

国， 这些国家与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额趋于稳定， 长期以来没有较大的突破， 但具

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双边贸易潜力再造型的国家有 ９个， 主要分布于西亚、 中亚等

地区， 这些国家由于自身森林资源缺乏， 与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始终以进口为主，
贸易额较小且短时期内难以实现新的突破。

四、 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 结论

论文基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年中国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 ２８国的数据， 通过对

双边贸易木质林产品贸易的现状及特征分析， 运用扩展引力模型对中国与沿线各国

木质林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及双边贸易潜力进行了研究， 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 在

过去的 １７年中， 中国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进出口额均呈稳

定上升趋势， 但市场集中度较高， 主要集中于东欧及西欧， 双边贸易关系日渐紧

密。 经过长期发展， 中国逐渐由贸易逆差转为顺差， 表明中国林产工业发展迅速；
其次， 通过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 经济总量、 人口规模、 森林资源人均禀

赋差异、 贸易开放程度的提升会对中国与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流量产生推动作

用， 同时与中国互为邻国同样会对双边贸易流量产生促进作用； 最后， 通过对贸易

潜力系数的测算可以得出， 中国与大部分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属于潜力巨大型

和潜力开拓型， 贸易潜力巨大， 林业国际经贸合作的发展空间极为广阔。
（二） 政策启示

自从 ２００１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 中国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及

地区木质林产品贸易规模呈显著增长态势， 双边贸易总额稳定上升， 双边产品贸易

结构趋于多样化， 经贸合作水平显著提升。 基于论文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在充分把

握中国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内涵的基础上， 可以得到中国与沿线国家及地区

木质林产品贸易的稳定、 长远发展相关的政策涵义。 中国应继续大力推动 “丝绸

之路经济带” 建设。 通过对中国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贸易总额的分析

可知自从 ２０１３年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后， 双边贸易总额不断攀升。 通过对双边

贸易影响因素的分析， 可以得出贸易开放程度对双边贸易流量的提升产生了巨大的

推动作用的结论， ＡＰＥＣ等区域经济组织及空间距离对贸易的影响已被逐渐削弱，
证明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 为中国与沿线各国及地区经贸水平的提升做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应与沿线国家及地区一起利用 “一带一路” 倡议这一有利

契机， 多方面、 多层次、 多元素地进行统筹规划， 以完善 “设施联通” “经贸畅

通” 为重点实施方向， 深化林业国际经贸合作。 在设施联通方面， 应以 “六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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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走廊” 建设为依托， 加强以交通设施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 尤其是在港口、 铁

路、 公路等方面， 充分提升与沿线国家及地区的互通互联水平， 降低贸易阻力与成

本， 提升贸易效率。 在经贸畅通方面， 中国应继续优化与沿线国家及地区木质林产

品贸易的产品结构， 突出重点地区、 国家及相关产品， 深入研究贸易国的木质林产

品市场特征， 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 产品优势， 并一起积极改善木质林产品的经贸

环境， 增强双边贸易的互补性与畅通性。 通过对中国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

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潜力测算可以发现： 不同地区及国家贸易潜力差异巨大， 中国

应针对不同潜力类型的国家， 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贸易策略， 充分开拓与沿线国

家的贸易潜力， 提升双边贸易流量。 首先， 针对南亚、 西欧及东欧等区域与中国木

质林产品贸易具有一定或较大潜力的国家， 中国应以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为

契机， 在保持原有贸易额的基础上积极寻求新的贸易突破点与增长点。 在产品生产

及出口方面， 革新发展思维， 重视在科技上的投入及高端人才的引进， 注重高端产

品的加工与生产， 提升产品质量与附加值， 并丰富产品出口结构。 在产品进口方

面， 继续扩大对原木、 锯材、 木浆等原材料的进口力度， 以充分缓解国内日渐紧张

的木材供需矛盾， 同时应适度扩大对西欧国家高端木制品及木家具的进口规模， 充

分挖掘双边贸易潜力； 其次， 针对中亚及西亚等与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潜力较小的

国家， 中国应基于现有的贸易规模， 继续完善与该类国家的 “五通建设”， 并且要

对该类国家的木质林产品市场有更深程度的了解， 针对其市场需求， 丰富木质林产

品的出口种类， 扩大木质林产品的出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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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ｗ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ｂｅｌｏ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ＰＥＣ ｍｅｍｂｅｒ ａｒｅ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ａ ｈｕｇ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ｐａ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ｏｏ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ｒａ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ｎｅ ｉｓ ｈｕｇ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ｓｏｍ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ｏｏ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ｌ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Ｌｉｎｋ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ｍｏｏｔｈ
ｔｒａｄｅ，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ｎｄｓ， 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ｐｅｏｐｌｅ ｂｏｎｄ ），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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