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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 论证了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贸易政

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产品质量的作用机理。 在此基础上， 本文以 ＣＡＦＴＡ 为例，
基于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中国工业数据库、 中国海关数据库， 采用倍差法 （ＤＩＤ） 对理

论分析结果进行了经验检验， 得到以下结论： 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显著提

升了中国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 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外资企业的产品质量均获得

了显著改善， 外资企业改善程度最大； 东部及中西部地区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均获

得了明显提高， 东部地区企业提升效果最为显著； 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

业的产品质量提升效果显著， 但技术密集型企业不显著； 进入及退出企业的产品质

量均获得了有效提升， 进入企业更为突出。 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在 ＦＴＡ 框架下提升

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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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美国金融危机、 欧债危机、 英国 “脱欧”、 中美贸易摩擦

等各种 “黑天鹅” 事件纷至沓来， 使得全球政治经济环境不稳定性显著增加， 贸

易政策不确定性①也由此急剧攀升。 据 Ｂａｋｅｒ （２０１６） 所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指

数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ＥＰＵ） 显示， ２０１６ 年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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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历史最高位。 面临这一窘境， 以 ＷＴＯ 为代表的全球多边贸易协调机制未能发

挥降低贸易壁垒、 削弱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作用， 相反它遭遇了重创而陷入停滞，
全球贸易摩擦愈演愈烈。 而以自由贸易区 （ＦＴＡ） 为代表的区域协调机制却进展迅

猛， 并在区域范围内显著降低了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 中国政府近年来也加快了

ＦＴＡ 战略的推进。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中国政府已签署了 １６ 个自由贸易协定， 涉及

２４ 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 Ｃｈｉｎａ － ＡＳＥＡＮ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ｒｅａ，
ＣＡＦＴＡ） 是迄今为止中国对外参与建设的规模最大的 ＦＴＡ，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双方

通过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以下均简称 《框架协议》 ） 且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 日开始实施宣告 ＣＡＦＴＡ 正式确定建立，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正式建成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 ＦＴＡ 所带来的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已经成为了全球贸易

复苏的重要砝码。
中国政府日益重视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 当前， 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 但中

国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提升却较为缓慢， “低质量、 低价格” 现象广泛存在 （黄先海

等， ２０１６） ［１］， 同欧美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相比还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 （孙林等，
２０１４） ［２］， 甚至有陷入 “低质量陷阱” 的危险 （李坤望等， ２０１４） ［３］。 为了尽快扭转

这一不利现实， 加快推进中国出口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全面提高

开放型经济水平， 推动对外贸易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高转变； 十八届三中全会进

一步提出 “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

易区网络”， 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 ＣＡＦＴＡ 《框架协议》 在区域

范围内带来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显著降低。 那么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 在

ＣＡＦＴＡ 框架下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能否显著提升中国出口企业产品质量呢？
当前，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国际贸易的研究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通过对

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发现， 目前主流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贸易政策不

确定性对出口贸易、 企业出口等方面的影响上 （Ｏｓｎａｇ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４］； Ｈａｎｄｅｌｙ
ａｎｄ Ｌｉｍãｏ， ２０１５［５］， ２０１７［６］； 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 ２０１６［７］； 钱 学 锋 和 龚 联 梅，
２０１７［８］； 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９］； Ｃａｒｂａｌｌ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１０］）， 此外， 还有部分学者也开

始关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品价格、 产品创新、 就业及社会福利等的影响 （佟
家栋和李胜旗， ２０１５［１１］； 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 ２０１６； Ｈａｎｄ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ｉｍãｏ， ２０１７； 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Ｓｃｈｏｔ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１２］；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２０１７［１３］）。 虽然有学者已经开始关

注多边贸易体制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例如苏里梅等

（２０１６） ［１４］、 Ｆｅｎｇ 等 （２０１７） 实证研究了中国 “入世” 所带来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降低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质量变动， 但其研究仍然不够充分， 另外研究视角仍然

是依赖于 ＷＴＯ 多边贸易体系， 且只考虑了贸易不确定性降低对中国销往美国的产

品质量变动， 而忽略了其对中国出口其他国家及地区的产品质量影响。 而更值得注

意的是， 现有针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

方面的研究成果却未见到， 而这是本文研究问题的焦点。
虽然加入 ＷＴＯ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 但实际上在 ＷＴＯ

框架体系下的贸易仍旧存在巨大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集中表现为 ＷＴＯ 的约束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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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Ｂｏｕｎｄ Ｔａｒｉｆｆ， ＢＴ） 同最惠国关税税率 （Ｍｏｓｔ Ｆａｖｏｕｒ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Ｄｕｔｙ，
ＭＦＮ） 的差额 （以下均称 “水率”① ） 十分巨大 （Ｈａｎｄｌｅｙ， ２０１４） ［１５］。 以 ２０１１ 年

为例， 全球平均进口商品的水率高达 １８％， 由高收入国家的 ４％到中低收入国家的

２４％不等 （Ｇｒｏｐｐｏ ａｎｄ Ｐｉｅｒｍａｒｔｉｎｉ， ２０１４［１６］ ）， 这意味着出口企业面临的真实关税

很可能在 “水率” 的范围内上下浮动， 由此给出口企业带来了非常大的真实进口

关税不确定性。 而 ＦＴＡ 的设立却可以以区域贸易协定的形式对成员内部的关税、
非关税壁垒进行更为严格的约束， 进而有效降低乃至完全消除区域内的贸易政策不

确定性。 目前对于 ＦＴＡ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产品质量的研究并未有人涉

及， 可能跟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比较晚有一定的关系。
由此， 本文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出边际贡献或创新： 第一， 在理论层面将区

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等因素纳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 论证

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产品质量的作用机理； 第

二， 以 ＣＡＦＴＡ 为例， 从区域合作视角， 而不是多边贸易体制 （ＷＴＯ）， 论证贸易

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 中国现阶段实行

的区域自由贸易区战略为本研究的实证分析提供了绝好的准自然实验。 第三， 本研

究从微观层面展开， 是现有研究的重要补充。 本文将利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的中国工

业数据库、 海关微观企业贸易数据库， 运用倍差法模型 （ＤＩＤ） 实证分析区域合作

框架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一、 理论模型构建

本部分在 Ｈａｎｄｌｅｙ （２０１４）、 Ｆｅｎｇ 等 （２０１７） 的模型框架基础上分析了贸易政

策不确定性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
（一） 进口国代表性消费者的需求

我们分别用下标 ｃ 、 ｊ 、 ｆ 来表示出口国、 进口国、 出口国企业， 其中 ｃ、 ｊ ∈
１， …， Ｎ ， ｆ ∈ １， …， Ｋ ， 国家 ｊ 拥有消费者 Ｍ ｊ ， 这些消费者可以购买的商品集

合为 Ω ｊ ， Ω ｊ 对不同的国家不尽相同， 我们假定进口国 ｊ 代表性消费者的消费效用函

数表示为：

Ｕ ｊ ＝ ∫
ν∈Ωｊ

ｑｃｊｆ ν( ) ｘｃｊｆ ν( )( )
σ－１
σ ｄν[ ]

σ
σ－１ （１）

公式 （１） 中， σ 表示种类之间的替代弹性， 并且假定其满足 σ ＞ １； ν 表示产

品种类； Ω ｊ 表示 ｊ 国国内消费者可以得到的所有产品种类簇 （包括国内生产和进

口）； ｑｃｊｆ ν( ) 表示 ｃ国 ｆ企业出口到 ｊ国的产品种类 ν的质量； ｘｃｊｆ ν( ) 表示 ｊ国对 ｃ国 ｆ
企业种类 ν 的需求量。

对 （１） 求解消费者效用最优化， 得到关于种类 ν 的需求函数：
ｘｃｊｆ ν( ) ＝ Ｙ ｊｑｃｊｆ ν( ) σ－１ｐｃｊｆ ν( ) －σＰ ｊ

σ－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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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２） 中， ｐｃｊｆ ν( ) 表示 ｃ 国 ｆ 企业出口到 ｊ 国的产品种类 ν 的价格； Ｐ ｊ 表示 ｊ

国价格总指数， Ｐ ｊ ≡ ∫
ν∈Ωｊ

ｐｃｊｆ ν( ) ／ ｑｃｊｆ ν( )( ) １－σ[ ]
１

１－σ ； Ｙ ｊ 表示 ｊ 国的总支出。

（二） 出口国代表性企业的供给

我们假定企业面临的是垄断竞争市场， 且不同企业具有不同生产率 φ和不同的

产品质量 ｑ ， 并进一步假定每个企业 ｆ 选择生产一个异质产品种类 ν ， 仅需要劳动

力这一种要素投入。 从而， 在 ｃ 国， 生产率为 φ 、 产品质量为 ｑ 的企业 ｆ 的边际生

产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Ｃｃｊｆ φ， ｑ( ) ＝
ｑη
ｃｊｆｗｃ

φｃｊｆ
ｘｃｊｆ ν( ) （３）

公式 （３） 中的参数 η ， 表示边际生产成本对产品质量的弹性， η ＞ ０， 因为产

品质量提高会导致企业的边际成本也随之上涨。 ｗｃ 代表 ｃ 国的工资水平， 从而出口

企业的可变利润可以表示为：

Ｖｃｊｆ ｐ， φ， ｑ， τ( ) ＝ ｐｃｊｆｘｃｊｆ ν( ) ／ τｃｊ －
ｑη
ｃｊｆｗｃ

φｃｊｆ
ｘｃｊｆ ν( ) （４）

进一步得到利润最大化条件下， 出口企业最优定价表达式：

ｐｃｊｆ ＝
σ

σ － １( )

τｃｊｑη
ｃｊｆｗｃ

φｃｊｆ
（５）

由 （５） 式可以得到， ｊ 国代表性消费者向 ｃ 国企业 ｆ 所支付的产品价格， 主要

受企业 ｆ 的产品质量水平 ｑ 、 生产率 φ 、 ｃ 国的工资 ｗ 及 ｊ 国的进口关税 τ （τ ＞ １）
等因素的影响。

进一步将 （２） 式、 （５） 式代入 （４） 式进行整理得到出口企业的可变利润

Ｖｃｊｆ τ， φ， ｑ( ) ：

Ｖｃｊｆ τ， φ， ｑ( ) ＝ Ｙ ｊ
１

σ － １( )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 － σσ －στ －σ

ｃｊ φσ－１
ｃｊｆ Ｐσ－１

ｊ ｑ σ－１( ) １－η( )

ｃｊｆ ｗ１－σ
ｃ （６）

（６） 式便是每一期 ｃ 国企业 ｆ 出口产品到 ｊ 国的可变利润函数， 容易得出可变

利润是关于 φ 、 ｑ 的增函数， 但同时也是关于 τ 减函数。
（三） 出口国代表性企业出口决策分析及命题提出

我们借鉴 Ｈａｎｄｌｅｙ （２０１４） 的做法， 引入参数 λ （０ ＜ λ ＜ １） 表示贸易政策冲

击发生的概率， 用来模拟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参数 λ 取值越大， 则说明贸易

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越高。 并进一步假定在 ｃ 国同 ｊ 国之间在达成区域自由贸易协定

之前， ｊ 国可以对来自 ｃ 国的产品在约束关税 τｍａｘ 之内， 征收任意关税 τ ， τ 可以从

区间 １， τｍａｘ[ ] 随机抽取且服从 Ｈ τ( ) 分布。 当 τ ＝ １ 时， 代表自由贸易， 当 τ ＝
τｍａｘ 时， 代表最高约束关税。 最后假定企业在出口决策过程中， 企业 ｆ始终知晓 ｊ国
当前的关税。 在 ｃ 国同 ｊ 国之间在达成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之后， 将按照双方区域贸

易协定框架所约定的特惠税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ａｒｉｆｆ） 执行， 通常这个区域贸易协定下

的特惠税要比 ＷＴＯ 框架下的 ＭＦＮ 关税更低， 更为重要的是其波动范围非常小且具

有可预见性， 但其他非区域内国家却无法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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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口固定费用的设计上， 我们在参考 Ｆａｎ 等 （２０１５） ［１７］的做法基础上， 假定

企业一旦决定出口， 需要支付一笔金额为 ｑψ
ｃｊｆ ｆｅ 的固定费用， 其中 ψ ψ ＞ ０( ) 表示生

产产品质量 ｑ的困难程度， 其大小取决于 ｊ国消费者的偏好程度差异， ψ越大表示生

产产品质量的难度越大， 由此面临的固定费用就越高。
在此基础上， 我们设定当前进口关税税率为 τｔ ， 于是企业是否出口就取决于

可变利润现值和出口固定费用的比较。 借鉴 Ｆｅｎｇ 等 （２０１７） 的做法， 对一个生产

率为 φ 、 质量为 ｑ 的企业， 其出口可变利润的现值 Ｖｐ
ｃｊｆ τｔ， φ， ｑ( ) 可以表示为：

Ｖｐ
ｃｊｆ τｔ， φ， ｑ( ) ＝ Ｖｃｊｆ τｔ， φ， ｑ( ) ＋ β １ － λ( ) Ｖｐ

ｃｊｆ τｔ， φ， ｑ( ) ＋[

λＥτｔ＋１Ｖ
ｐ
ｃｊｆ τｔ ＋１， φ， ｑ( ) ] 　 　 　 　 （７）

公式 （７） 中， β （０ ＜ β ＜ １） 为贴现率， 由公式 （７） 可以得出， 出口企业的

可变利润现值由当期 （ ｔ） 出口利润 Ｖｃｊｆ τｔ， φ， ｑ( ) 和下一期 （ ｔ ＋ １） 利润的现值两个

部分构成。 下一期 （ ｔ ＋ １） 利润的现值取决于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下一期未受到政

策冲击， 此种情况发生的概率为 １ － λ ， 那么， 下一期的利润为 Ｖｐ
ｃｊｆ τｔ， φ， ｑ( ) ；

第二种情况是遭受贸易政策不确定冲击， λ 表示遭受到政策冲击的概率， 关税水平

变为 τｔ ＋１ ， 此种情况下， 下一期利润则变为 Ｅτｔ＋１Ｖ
ｐ
ｃｊｆ τｔ ＋１， φ( ) 。 将这两种情况综合

起来容易得到：
ｔ ＋ １ 期可变利润现值＝ β １ － λ( ) Ｖｐ

ｃｊｆ τｔ， φ， ｑ( ) ＋ λＥτｔ＋１Ｖ
ｐ
ｃｊｆ τｔ ＋１， φ， ｑ( )[ ]

进一步在关税水平变为 τｔ ＋１ 的情况下， 对 （７） 式二边同时取期望， 可以得到：
Ｅτｔ＋１Ｖ

ｐ
ｃｊｆ τｔ ＋１， φ， ｑ( ) ＝ Ｅτｔ＋１Ｖｃｊｆ τｔ ＋１， φ， ｑ( ) ＋ β １ － λ( ) Ｅτｔ＋１Ｖ

ｐ
ｃｊｆ τｔ ＋１， φ， ｑ( )[

　 　 　 　 ＋ λＥτｔ＋１Ｖ
ｐ
ｃｊｆ τｔ ＋１， φ， ｑ( ) ] （８）

通过对 （８） 进行式化简整理可得：

Ｅτｔ＋１Ｖ
ｐ
ｃｊｆ τｔ ＋１， φ， ｑ( ) ＝ １

１ － β
Ｅτｔ＋１Ｖ τｔ ＋１， φ， ｑ( ) （９）

其中 ０ ＜ β ＜ １， 再将 （９） 代回 （７） 式， 整理得到：

Ｖｐ
ｃｊｆ τｔ， φ， ｑ( ) ＝ １

１ － β
Φ１Ｖｃｊｆ τｔ， φ， ｑ( ) ＋ Φ２Ｅτｔ＋１Ｖｃｊｆ τｔ ＋１， φ， ｑ( )[ ] （１０）

公式 （１０） 中， Φ１ ＝
１ － β

１ － β １ － λ( )
， Φ２ ＝

βλ
１ － β １ － λ( )

， 且有Φ１ ＋Φ２ ＝ １。 通

过 （１０） 式， 得到出口企业的可变利润现值是一个关于建立在当前进口关税税率

τｔ 基础上的当期可变利润和建立在未来进口关税税率不确定基础上的期望利润两项

的加权平均数。
进一步将可变利润 （６） 代入 （１０） 式， 得到：

Ｖｐ
ｃｊｆ τｔ， φ， ｑ( ) ＝ Ａ

１ － β
φσ－１

ｃｊｆ ｑ σ－１( ) １－η( )

ｃｊｆ Ｔｔ （１１）

公式 （１１） 中， Ｔｔ ＝ Φ１τ
－σ
ｔ ＋ Φ２Ｅτｔ＋１ τ －σ

ｔ＋１( ) ， Ａ ＝ Ｙ ｊ
１

σ － １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 － σσ －σＰσ－１

ｃｊｆ ｗ１－σ
ｃ

据此， 可以得到出口企业的临界条件 （Ｃｕｔ－Ｏｆｆ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即：

πｐ
ｃｊｆ τｔ， φ， ｑ( ) ＝ Ａ

１ － β
φσ－１

ｃｊｆ ｑ σ－１( ) １－η( )

ｃｊｆ Ｔｔ － ｑψ
ｃｊｆ ｆｅ ＝ ０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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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可以得到出口企业临界内生质量 ｑ∗
ｃｊｆ 的表达式为：

ｑ∗
ｃｊｆ λ， φ， τｔ( ) ＝ Ａφσ－１

ｃｊｆ Ｔｔ ／ １ － β( ) ｆｅ[ ] １ ／ ψ － σ － １( ) １ － η( )[ ] （１３）
从公式 （１３） 能够发现， 影响 ｑ∗ 的因素主要包括 φ 、 τｔ 、 λ 。 本文最关注的是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λ 对出口企业临界内生质量的边际影响， 为了得到边际影响的

表达式， 对公式 （１３） 求 ｑ 关于 λ 的导数， 可得：

ｄｑ∗ ／ ｄλ ＝－
β １ － β( ) Ａφσ－１Ｔｔ ／ １ － β( ) ｆ{ }

１
ψ － σ － １( ) １ － η( )[ ]

τ －σ
ｔ － Ｅτｔ＋１ τ －σ

ｔ＋１( )[ ]

Ｔｔ ψ － σ － １( ) １ － η( )[ ] × １ － β １ － λ( )[ ] ２

（１４）
公式 （１４） 清晰的显示， 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λ 对出口企业临界内生质量

的边际影响， 取决于公式中两个项目的正负号： 第一， 公式 （１４） 分子上的最后

一项。 这一项可以通过 Ｆｅｎｇ 等 （２０１７） 的逻辑推理结论获取： τ －σ
ｔ ＞ Ｅτｔ＋１ τ －σ

ｔ＋１( ) 。
第二， 分 母 中 ψ － σ － １( ) １ － η( )[ ] 的 正 负。 考 虑 到 当 条 件 ０ ＜ ψ ＜
σ － １( ) １ － η( ) 成立时， 有结论 ｑ∗ ／ φ ＜ ０ 成立， 即， 企业生产率越高， 企业出

口产品的质量越低， 这显然与已有理论及实证分析结论相违背 （Ｋｕｇｌｅｒ ａｎｄ Ｖｅｒ⁃
ｈｏｏｇｅｎ， ２０１２［１８］； 施炳展和邵文波， ２０１４［１９］； 樊海潮和郭光远， ２０１５［２０］ ）， 故而

排除这种可能， 也就是说 ψ ＞ σ － １( ) １ － η( ) ＞ ０。 当上面两项的符号确定之后，
可以轻易得到：

ｄｑ∗

ｄλ
＜ ０ （１５）

由此可以获得本文核心的命题。
命题： 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产品质量呈反比关系， 即， 区域贸易政策

不确定性降低能够显著提高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

二、 模型、 变量与数据

（一） 计量模型

在 《框架协议》 付诸实施前后， 中国企业出口的 ＨＳ６ 分位产品在东盟各国所

遭受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程度呈现出显著差异。 以 ２００１ 年为例， 通过对贸易政策

不确定性进行测算， 结果发现， 中国出口企业 ＨＳ６ 分位产品在东盟各国所遭受的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最小值为－２８ ３３％， 而最大值则高达 ５４５％。 但根据 《框架协

议》 所确立的规则， 自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 日 《框架协议》 正式实施开始， ＣＡＦＴＡ 各成

员之间的所有 ＨＳ６ 分位产品的关税税率均必须以各自在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 日所执行的

ＭＦＮ 实际关税税率为基础征收， 从而使得约束税率与实际关税率之间的差异被消

除， 东盟各国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也由此降低为零。 在此背景

下， 为识别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本文结合理论部分

（１３） 式的分析结果， 最终构建了以下倍差法 （ＤＩＤ） 回归模型：
ｌ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ｈｆｊｔ ＝ β０ ＋ β１ｐｏｓｔ２００３ × ｐｔｐｕｈｆｊ２００１ ＋ β２Ｚｈｆｊｔ ＋ Ｆｈ ＋ Ｆ ｆ ＋ Ｆ ｊ ＋ Ｆ ｔ ＋ ζｈｆｊｔ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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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１６） 中， 下标 ｈ 、 ｆ 、 ｊ 、 ｔ分别表示产品、 企业、 进口国①、 时间。 ｑｕａｌｉｔｙ
表示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 交叉项 ｐｏｓｔ２００３ × ｐｔｐｕｈｆｊ２００１ 系数可以反映政策不确定性对

出口企业产品质量的影响， 其中 ｐｏｓｔ２００３ 是一个时间虚拟变量， ２００３ 年及以后年份

取值为 １， 其他年份为 ０， ｐｔｐｕｈｆｊ２００１ 是一个连续变量， 用来衡量企业 ｆ 出口产品 ｈ 到 ｊ
国在 《框架协议》 实施前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大小。 这种按照连续变量

分组的思路借鉴了 Ｌｕ 和 Ｙｕ （２０１５） ［２１］ 关于 ＤＩＤ 实验组和控制组分类的做法； Ｚｈｆｊｔ

为控制变量集合； Ｆｈ、 Ｆ ｆ、 Ｆ ｊ、 Ｆ ｔ 分别为产品、 企业、 进口国、 时间固定效应， ζｈｆｊｔ
为误差项。

（二） 变量说明

１ 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 本文借鉴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等 （２０１３） ［２２］ 的需求方程来对

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进行测度。 首先对上述理论模型 （２） 两边取对数并整理

可得：
ｌｎｘ（ｖ） ＋ σｐ（ｖ） ＝ ｌｎＹ ＋ σ － １( ) ｌｎｑ（ｖ） ＋ σ － １( ) ｌｎＰ （１７）

在此基础上， 引入进口国—时间、 ＨＳ６ 分位产品固定效应分别控制宏观因素、
产品间差异的影响， 对于替代弹性 σ 的取值， 本文借鉴 Ｂｒｏｄａ 等 （２００６） ［２３］ 的估

算， 将 σ 的值设置为 ３②。 由此我们构造出本文所需的质量测度方程：
ｌｎｘｈｆｊｔ ＋ σｌｎｐｈｆｊｔ ＝ αｈ ＋ α ｊｔ ＋ ｅｈｆｊｔ （１８）

其中 ｑｈｆｊｔ 和 ｐｈｆｊｔ 分别表示 ｔ 年由 ｆ 企业出口到 ｊ 国产品 ｈ 的数量和价格， αｈ 和 α ｊｔ

产品分别表示产品固定效应和进口国—时间固定效应， ｅｈｆｊｔ 为误差项， 它包含了出

口产品质量的信息。 通过对 （１８） 式进行 ＯＬＳ 回归得到残差项 ｅｈｆｊｔ ， 并进一步通

过 （１９） 式最终得到企业—产品—进口国—年份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
ｑｕａｌｉｔｙｈｆｊｔ ＝ ｌｎ（ｑｈｆｊｔ） ≡ ｅ ｈｆｊｔ ／ σ － １( ) （１９）

２ 核心解释变量 ｐｔｐｕｈｆｊ２００１ × ｐｏｓｔ２００３ 。 本文借鉴 Ｏｓｎａｇｏ 等 （２０１５） 的做法， 通

过运用 ２００１ 年东盟各国的关税数据计算出企业 ｆ 出口 ｊ 国的每一种 ＨＳ６ 分位产品 ｈ
的税率差距， 用以测度 《框架协议》 实施前东盟各国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③。 具体

计算公式为， ｐｔｐｕｈｊｆ２００１ ＝ τｂｔ － τｍｆｎ２００１ ， 其中， τｂｔ 表示东盟各国ＨＳ６ 分位产品的约束性

关税 （ＢＴ）， τｍｆｎ 表示东盟各国 ２００１ 年所实施的 ＨＳ６ 分位产品的最惠国关税

（ＭＦＮ）， 这两种关税的税率差距越大， 那么就表示 《框架协定》 实施后该产品的

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程度就越显著。 这种测度方法的显著优势主要体现

在， 不同产品之间的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主要源自于东盟各国依据 ＷＴＯ 规则所

确立的约束关税， 这对于 ２００３ 年前后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来说， 便是一个

严格的外生变量， 由此， 使用该种方法测度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不存在内生性的

问题， 并且出口产品质量同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量之间也不存在逆向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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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实证部分所讨论的进口国均指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文莱、 泰国、 菲律宾、 缅甸等东

盟 ７ 国 （以下称 “东盟各国” ）， 除此之外， 越南、 柬埔寨、 老挝等 ３ 国因关税数据严重缺失， 故加以剔除。
后续的稳健性检验中也设置了参数的其他取值。
本文也运用 ２００２ 年的关税数据测算东盟各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大小， 回归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关系。
３ 控制变量 Ｚｈｆｊｔ 。 实证模型中， 考虑的控制变量包括： （１） 全要素生产率

（ ｔｆｐ） ， 通过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和 Ｐｅｔｉｎ （２００３） ［２４］ 的方法进行回归分析获得； （２） 关税

（ ｔａｒ） ， 用东盟各国最惠国关税税率 （ＭＦＮ） 来表示； （３） 劳动规模 （ ｌａｂｏｒ） 用全

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来代表； （４） 资本密度 （ｋｌ） 用固定资产年平均余额与全部

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比值来测度； （５） 补贴比率 （ ｓｕｂ） 用补贴收入与产品销售收

入比值来计算； （６） 企业年龄 （ａｇｅ） 用当年年份与企业成立年份的差值＋１ 来代

替； （７） 融资约束 （ ｆｉｎａｎｃｅ） ， 用利息支出与资产总额的比值来衡量； （８） 研发强

度 （ ｒｄ） 采用无形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率来作为代理变量； （９） 公有资本比率

（ ｓｏｅ） 采用国有资本同集体资本总额在实收资本中的比率来量化。
（三）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实证部分的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的中国工业数据库、 中国海关进出口

数据库、 世界银行 ＷＩＴＳ 数据库及 ＷＴＯ 关税数据库 （ＷＴＯ Ｔａｒｉｆｆ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在对工业数据库的处理上， 我们采用 Ｃａｉ 和 Ｌｉｕ （ ２００９ ） ［２５］、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２６］、 许家云等 （２０１７） ［２７］的做法， 一是对明显不合理的观测值进行了剔除，
具体包括： 重要变量缺失的样本， 诸如， 从业人数、 工业增加值、 销售收入等数

据的缺失； 违反会计准则要求的样本， 诸如， 总资产不等于总负债与所有者权益

之和等错误的样本； 明显错误的样本， 诸如从业人数为零的样本。 二是对从业人

数少于 ８ 人的企业进行了剔除。 三是对固定资产净值、 工业增加值、 利润、 中间

品投入等重要变量取分位数， 剔除了上下各 ０ ５％的数据； 最后对工业增加值、
中间品投入、 固定资产净值等相关变量进行了以中国 ２００１ 年为基础的 ＣＰＩ 指数

进行了平减。
在对海关数据库的处理上， 一是对缺失企业名称的样本进行剔除， 同时对所

有的贸易公司进行了剔除①。 二是由于海关数据为月度数据， 考虑测度出口产品

质量的需要， 本文将数据规整到 “企业—产品—目的地—年度” 的层面； 在月

度内， 按照 “企业－产品－目的地” 进行加总； 在同一年度内， 按照税号将不同

月份的数据进行匹配， 进一步按照 “企业—产品—目的地” 进行加总。 三是考

虑到中国海关数据在样本年份间所使用的 ＨＳ 编码不尽一致， 在 ２００２ 年以前，
中国海关数据所使用的 ＨＳ 编码为 ＨＳ９６ 版， 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年间使用的为 ＨＳ０２
版， 而 ２００７ 年以来则使用 ＨＳ０７ 版， 本文选用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 网站所提供的 ＨＳ６
分位上的转换码， 将海关数据统一转换为 ＨＳ９６ 版。 四是对出口额按照工业数据

库的处理方式进行相应平减。
最后， 借鉴田巍和余淼杰 （２０１３） ［２８］的做法先按照企业名称， 然后按照邮政

编码和电话号码后 ７ 位匹配两大数据库，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合并东盟各国 ＨＳ６
分位产品层面上的关税数据， 从而最终得到本文实证分析所需的数据库。 为直观

起见， 下表 １ 给出了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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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２５％分位数 ５０％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ｌｎ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 ０２７ ９０６ ０ ０００４３８７ １ ７５８０４９ －０ ９７８４０４７ ０ ０５４６６３ １ ０２１４２２
ｐｏｓｔ２００３ １ ０２７ ９０６ ０ ７７０６９１１ ０ ４２０３８８５ １ １ １

ｐｏｓｔ２００３×ｐｔｐｕ２００１ １ ０２７ ９０６ ０ １１５７３３９ ０ １３２９３８５ ０ ０ １ ０ ２

ｌｎｍｆｎ １ ０２７ ９０６ ０ ０７０４６７９ ０ ０７８２３１３ ０ ０ ０４８７９０２ ０ １１７７８３

ｌｎｔｆｐ １ ０２７ ９０６ １ ４３３２８９ ０ ２７８０３ １ ３１０１３８ １ ４６６１４３ １ ６０８０３５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１ ０２７ ９０６ ４ ９１８８８８ １ １５９９５２ ４ ０９４３４５ ４ ８３６２８２ ５ ７００４４４

ｌｎｒｄ １ ０２７ ９０６ ０ ０１６０７５２ ０ ０４６５５５６ ０ ０ ０ ０００５６５７

ｌｎｋｌ １ ０２７ ９０６ ３ ５７９２５６ １ ４２３２４９ ２ ６５３２４２ ３ ６５０７３９ ４ ５２００６６

ｓｕｂ １ ０２７ ９０６ ０ ００４３０９９ ０ １２７０１６４ ０ ０ ０

ｌｎａｇｅ １ ０２７ ９０６ ２ １３５６６３ ０ ８４０５６０８ １ ６０９４３８ ２ ０７９４４２ ２ ５６４９４９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 １ ０２７ ９０６ ０ ０４６６９０４ ０ １４５３２６ ０ ００００８９８ ０ ０２５２１３３ ０ ０８２１７９５

ｓｏｅ １ ０２７ ９０６ ０ １００９９４４ ０ ２８６４８９７ ０ ０ ０

注： 变量前缀 “ｌｎ” 表示取自然对数值， 同时， 因为最惠国关税变量、 研发变量存在部分零值， 所以对这两
个变量分别在加 １ 后再取对数。

值得注意的是， 在倍差法的使用中一个关键性的支撑条件便是符合 “共同趋

势” 假定。 具体就本文而言， 就必须保证在 《框架协议》 实施之前， 按照不同贸

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动程度分成的 ｔｒｅａｔ 和 ｃｏｎｔｒｏｌ 组， 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必须保持

变化趋势的基本一致。 为了验证 ＤＩＤ 的这个基本假设， 本文首先以东盟各国在

《框架协议》 实施前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程度的均值作为界点， 且将出口企业划分

为高贸易政策不确定企业组 （ ｔｒｅａｔ 组， ｐｔｐｕ２００１≥１６％） 和低贸易政策不确定企业

组 （ｃｏｎｔｒｏｌ 组， ｐｔｐｕ２００１＜１６％）， 然后观察中国出口企业 ＨＳ６ 分位产品出口到东盟

各国平均质量的变化趋势。
本文的出口产品质量在 ＫＳＷ （２０１３） 基础上测算， 见公式 （１９）， 然后参照

施炳展和邵文波 （２０１４） 的做法， 对 （１９） 式所得到的出口企业 ＨＳ６ 分位产品质

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具体质量标准化公式如下：

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ｈｆｊｔ ＝
ｑｕａｌｉｔｙｈｆｊｔ － ｍｉ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ｈｆｊｔ

ｍａｘｑｕａｌｉｔｙｈｆｊｔ － ｍｉ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ｈｆｊｔ
（２０）

其中， ｍｉｎ 、 ｍａｘ 分别表示最小值和最大值， 是针对某一 ＨＳ６ 分位的产品， 在

所有年度、 所有企业、 所有进口国层面上求最值， 然后进一步利用 （２１） 式得到

每一个出口企业在每一年的质量：

ＴＱｆｔ ＝ ∑
ｆｔ∈Ω

ｖａｌｕｅｈｆｊｔ
∑
ｆｔ∈Ω

ｖａｌｕｅｈｆｊｔ
× 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ｈｆｊｔ （２１）

其中， ＴＱｆｔ 代表出口企业 ｆ 每一年 ｔ 的出口总质量， ｖａｌｕｅｈｆｊｔ 代表样本的价值量，
Ω 代表某一层面的样本集合。

最终， 利用 （２１） 的结果得到每一年出口企业的质量均值， 具体如下图 １， 可

以发现， 两组企业在 《框架协议》 实施前保持了整体出口质量变动的一致性，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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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高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组和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组在政策冲击发生之前的差距很

小。 在 《框架协议》 实施后， 高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企业组 （ｐｔｐｕ２００１＞１６％） 的出口

产品质量提升程度快于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组， 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拉大。 这在一

定程度上说明了本文实证模型构建的合理性。

图 １　 高贸易政策不确定企业组与低贸易政策

不确定企业组的平均出口产品质量变动

三、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础模型回归结果

基于模型 （１６） 估计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
最终结果如表 ２。 可以看出， 无论是否控制固定效应影响， 亦或选取不同控制变

量， 实证结果均表明， 《框架协议》 实施之前的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出口

企业的产品质量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 即 《框架协议》 的实施所带来的区域贸

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极大促进了中国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提升， 从而有力支撑了理

论部分所得结论， 同时也与 Ｆｅｎｇ 等 （２０１７） 所得实证结果一致。 进一步， 在剔除

加工贸易样本后， 其效果更为明显。 这说明， 加工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区域贸

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中国出口企业产品质量的拉升作用， 这可能是由于长期以来

中国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大都以初级加工为主， 长期处于微笑曲线底端所致。
在控制变量方面， 关税、 企业年龄都显著为负， 这说明关税下降有利于出口企

业产品质量的提高， 企业年龄为负， 可能是由于存续时间长的企业面临的体制僵化

较为严重， 从而不太利于出口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 全要素生产率、 补贴、 融资约

束均显著为正， 这说明全要素生产率、 补贴的提高能够显著提高出口企业的产品质

量， 融资约束则会对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产生显著抑制作用。 除此之外， 包括劳动

规模、 资本密度、 研发及公有资本比率在内的控制变量则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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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基本回归结果

变量
全体样本 剔除加工贸易样本

（１） （２） （３） （４）

ｐｏｓｔ２００３ ×ｐｔｐｕ２００１
　 　 　 ０ １７０∗∗∗ 　 　 　 ０ １３９∗∗∗ 　 　 ０ １３９∗∗∗ 　 　 ０ １５２∗∗∗

（０ ０２０３） （０ ０２１１） （０ ０２１１） （０ ０２３５）

ｌｎｍｆｎ
－０ １９８∗∗∗ －０ １９８∗∗∗ －０ １９６∗∗∗

（０ ０３６１） （０ ０３６１） （０ ０３８４）

ｌｎｔｆｐ ０ ０７３７∗∗∗ ０ ０６０６∗∗∗ ０ ０５５１∗∗

（０ ０２２４） （０ ０２３２） （０ ０２５５）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０ ０１２０ ０ ０１１３

（０ ０１１３） （０ ０１２５）

ｌｎｒｄ
－０ ００４７６ －０ ０７９９
（０ １０８） （０ １１３）

ｌｎｋｌ
－０ ００２６６ －０ ０１５０∗

（０ ００７４３） （０ ００８０４）

ｓｕｂ ０ ６０５∗∗ ０ ６６４∗∗

（０ ２７３） （０ ２９１）

ｌｎａｇｅ
－０ ０４７３∗∗∗ －０ ０４８５∗∗∗

（０ ０１４２） （０ ０１４９）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 ０９３８∗∗ ０ ０８７５∗

（０ ０４２９） （０ ０４９６）

ｓｏｅ
－０ ０４０５ －０ ０２７０
（０ ０３０９） （０ ０３１６）

常数项
－０ ０２３５∗∗∗ －０ １１２∗∗∗ －０ ０４３９ －０ ０５１５
（０ ００２８１） （０ ０３２３） （０ ０８１３） （０ ０８７８）

产品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企业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进口国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年份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观测值 １ ０１３ ６４０ １ ０１３ ６４０ １ ０１３ ６４０ ８７３ ２１７
Ｒ２ ０ ２５４ ０ ２５４ ０ ２５４ ０ ２５１

注：∗∗∗ ｐ＜０ ０１，∗∗ ｐ＜０ ０５， ∗ ｐ＜０ １。

（二） 不同所有制类型、 出口地区

主流学界普遍认同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会因企业所有制类型、 出口地区不同而

呈现出显著异质性 （施炳展和邵文波， ２０１４； 张杰等， ２０１４［２９］）， 那么区域贸易政

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企业产品质量影响是否会因为企业所有制类型、 出口地区不

同而得到类似结论呢？ 为此， 本文分别按照不同所有制类型、 出口地区进行分别回

归， 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 从企业所有制来看， 区域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的回归结

果均显著为正， 这表明区域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降低对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及外资

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均有显著拉动作用。 同时也发现对外资企业的提升效果最为显

著。 其次， 从出口地区来看， 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对东部及中西部地区出口

企业的产品质量均有提升作用， 但同时也注意到东部地区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提升

效果非常显著， 大大超过了中西部地区的出口企业。 主要原因在于东部地区是中国

经济最为发达、 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区域， 人力、 资本、 技术等要素资源在此形成了

高度集聚， 随着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 会使得东部地区的出口企业能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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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这些优势快速实现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而中西部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较落后、
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 要素资源相对匮乏， 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对于这些

地区的出口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就相对较低。

表 ３　 不同所有制类型、 出口地区回归结果

变量

不同所有制类型 不同地区

（１） （２） （３） （４） （５）
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外资企业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ｐｏｓｔ２００３ ×ｐｔｐｕ２００１
　 　 ０ １０５∗∗∗ 　 　 ０ １２７∗∗ 　 　 ０ ２０５∗∗∗ 　 　 ０ １５７∗∗∗ 　 　 ０ ０９４９∗∗

（０ ０３０６） （０ ０５３０） （０ ０５１４） （０ ０２６４） （０ ０３７０）

ｌｎｍｆｎ
－０ ３０５∗∗∗ －０ １０７ －０ ０５６４ －０ １８３∗∗∗ －０ ２３３∗∗∗

（０ ０５３３） （０ ０８５３） （０ ０７８４） （０ ０４１１） （０ ０７７１）

ｌｎｔｆｐ
０ ０４５６ ０ １３７∗∗ ０ ０５７４∗ ０ ０７９５∗∗∗ ０ ０２８９

（０ ０４３４） （０ ０６２６） （０ ０３３６） （０ ０２６５） （０ ０４８２）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０ ０７０１∗∗∗ ０ ００１１７ ０ ０５０４∗∗∗ ０ ００９５７ ０ ０２８６
（０ ０２２２） （０ ０２６６） （０ ０１８０） （０ ０１２４） （０ ０２６７）

ｌｎｒｄ
０ ２６３ －０ ００５１６ ０ ０６１８ ０ １５８ －０ ３８４∗

（０ ２０７） （０ ２１２） （０ １８５） （０ １２４） （０ ２２０）

ｌｎｋｌ ０ ０３１５∗ －０ ０２５５∗ ０ ０１８５ －０ ０１０６ ０ ０２５６
（０ ０１６１） （０ ０１５１） （０ ０１１７） （０ ００８１２） （０ ０１８０）

ｓｕｂ
０ ５１８ ０ ７６７∗ －０ １２２ ０ ５４７∗ ０ ５２５

（０ ５０５） （０ ４５５） （０ ５５４） （０ ３１９） （０ ５２９）

ｌｎａｇｅ
－０ ０３２５ －０ ０３８０ ０ ０３１０ －０ ０４５５∗∗∗ －０ ０５４５
（０ ０２２６） （０ ０３４１） （０ ０２９８） （０ ０１５５） （０ ０３５２）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 ００４４９ ０ ０６０８ ０ １６８∗∗∗ ０ １１６∗∗ －０ ００１１６
（０ ０８８８） （０ １０９） （０ ０５８９） （０ ０４７４） （０ ０９９５）

ｓｏｅ
０ ０１８９ －０ ０７１１ －０ ０２８４ －０ ０２１６ －０ ０９５３∗

（０ ０３６７） （０ １６４） （０ ０９１５） （０ ０３７０） （０ ０５７５）

常数
－０ ４８２∗∗∗ －０ ２５３ －０ ０３５６ －０ ０９６６ ０ ０２５８
（０ １６２） （０ １９６） （０ １３５） （０ ０８９４） （０ １９２）

产品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企业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进口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年份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观察值 ４４２ ５７０ １８０ ８２７ ２４５ １７９ ７６９ ９０８ ２４３ ３７１
Ｒ２ ０ １５０ ０ ３４５ ０ ３７７ ０ ２６３ 　 　 　 ０ ２５７

注：∗∗∗ ｐ＜０ ０１， ∗∗ ｐ＜０ ０５， ∗ｐ＜０ １。

（三） 不同要素密集度和进入、 退出企业

为验证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的影响在不同产品类型间

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采用 Ｌａｌｌ （２０００） ［３０］ 的分类方法将样本数据分为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等三类进行异质性检验， 回归结果见表 ４ 方案 （１） －
（３）， 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劳动密集型及资本集型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均

有显著提升作用， 对技术密集型出口企业的质量提升作用则不显著， 其中对劳动密

集型出口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中国目前向东盟各国出

口的企业中， 劳动密集型企业占据了较高比例， 且中国企业在这一块竞争力很强

（金碚等， ２０１３［３１］）， 伴随着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降低， 这部分出口企业的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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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更容易实现质量升级。
根据对海关数据库相关数据进行测算， 中国出口东盟各国的企业总数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２３０５４ 家左右逐年递增到 ２００７ 年的 ６９８６２ 家左右， 这意味着在这 ７ 年间， 存

在着大量的企业进入和退出行为。 由此， 我们不禁思考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

对中国进入、 退出企业的产品质量是否存在差异化影响呢？ 本文借鉴 Ｄｉｓｎｅｙ 等

（２００３） ［３２］的经验， 即假定企业 ｉ 如果在 ｔ － １ 期不存在而在 ｔ 期存在， 本文认定企

业 ｉ 为进入， 假定企业 ｉ 如果在 ｔ 期存在而在 ｔ ＋ １ 期不存在， 本文认定企业 ｉ 为退

出。 据此， 我们可以得到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间， 中国进入、 退出东盟市场的全体企业

样本。 回归结果见表 ４ 方案 （４） － （５）， 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于进入、
退出企业的产品质量都有显著正向影响， 但对进入企业的拉动作用最为显著。 主要

原因在于， 随着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 进入企业能够通过获得更多的经验、
技术和更广阔的市场， 从而能够更快实现产品质量的提升。

表 ４　 不同要素密集度和进入、 退出、 持续出口企业回归结果

变量

不同要素密集度 进入、 退出企业

（１） （２） （３） （４） （５）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进入企业 退出企业

ｐｏｓｔ２００３ ×ｐｔｐｕ２００１
　 　 ０ １５６∗∗∗ 　 　 ０ １１２∗∗ 　 　 ０ ０３００ 　 　 ０ ２１４∗∗∗ 　 　 ０ １５１∗∗∗

（０ ０３５７） （０ ０４９２） （０ ０９３９） （０ ０５０８） （０ ０２６６）

ｌｎｍｆｎ
－０ １７８∗∗∗ －０ ０５４８ －０ ２７５ ０ ０４４６ －０ ３４７∗∗∗

（０ ０５２０） （０ ０８７１） （０ １７６） （０ ０８１４） （０ ０４６２）

ｌｎｔｆｐ ０ ０７７４∗∗ ０ ０８８７∗ －０ ０３７３ －０ ０２４５ －０ １４９∗

（０ ０３３４） （０ ０４８９） （０ ０８４０） （０ １４０） （０ ０７７３）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０ ０１３２ ０ ０４１４∗ ０ ００９９９ ０ ０８５２ ０ ０９９１∗∗∗

（０ ０１５２） （０ ０２３７） （０ ０４２９） （０ ０６９０） （０ ０３７７）

ｌｎｒｄ
０ １８４ －０ ０６０９ ０ ３１９ ０ １２９ －０ ３８６

（０ １６０） （０ ２１０） （０ ４２２） （０ ６８０） （０ ３３６）

ｌｎｋｌ
－０ ０１８７∗ ０ ０１６８ ０ ０１５５ －０ ００４９２ ０ ００６１９
（０ ００９９７） （０ ０１６０） （０ ０２９４） （０ ０５３６） （０ ０２６６）

ｓｕｂ １ １６１∗∗ ０ ４４９ １ ０１３ ０ １６７ －０ ０１６５
（０ ４６５） （０ ４９９） （１ １６７） （３ ２１８） （０ ７６０）

ｌｎａｇｅ
－０ ０３２０ －０ ０４８２∗ －０ ０９１６∗ －０ ２６１∗∗ －０ ０６４８∗

（０ ０２０９） （０ ０２８１） （０ ０５２７） （０ １１３） （０ ０３９３）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 ０７００ ０ １９０∗∗ ０ ０３６８ ０ ３６０ －０ ０２７３

（０ ０５４９） （０ ０９４６） （０ １８５） （０ ２６８） （０ １６４）

ｓｏｅ
－０ １０４∗∗ ０ ０１７９ ０ ００１４４ １ ３２７∗∗∗ －０ ０９５３∗

（０ ０４７３） （０ ０６１２） （０ １２４） （０ ４０８） （０ ０５３５）

常数
－０ ０４９２ －０ ３１４∗ ０ １４５ －０ ０７７９ －０ １８５
（０ １１２） （０ １７０） （０ ３１４） （０ ５２７） （０ ２４４）

产品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企业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进口国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年份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观测值 ４４５ ４７２ ３０５ ６５１ ９１ ３２２ ２２９ ０８１ ６１５ ８９７
Ｒ２ ０ ３２７ ０ ２７４ ０ ３４９ ０ ３７８ ０ １８９

注：∗∗∗ ｐ＜０ ０１，∗∗ ｐ＜０ ０５， ∗ｐ＜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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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基础回归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设计了以下几个方案： 第一， 利用

Ｈａｎｄｌｅｙ （２０１４） 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度量的方法， 来重新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具体公式为 ｐｔｐｕ ＝ １ － （τｍｆｎ２００１ ／ τｂｔ） σ ， 其中， 对于公式中 σ 的取值则参照佟家栋、
李胜旗 （２０１５） 的做法， 分别取 ２ 和 ４， 其他参数含义与前文描述一致， 结果见表

５ 方案 （１） 和方案 （２）； 第二， 参照 Ｂｒｏｄａ （２００６） 的做法， 对出口质量方程中

的 σ 分别取值 ４ 和 ６， 结果见表 ５ 方案 （３） 和方案 （４）， 重新测算企业出口产品

表 ５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Ｈａｎｄｌｅｙ （２０１４）
贸易政策不确
定性测度法

Ｂｒｏｄａ （２００６）
出口产品质量
测算 σ 取值

引 入 时 间、
企业—产品、
进口国层面
的固定效应

以 ２００２ 年东盟
各国给与中国的
最惠国关税重新
测算贸易政策不
确定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σ＝ ２ σ＝ ４ σ＝ ４ σ＝ ６

ｐｏｓｔ２００３ × ｔｐｕ２００１
　 　 　 ０ ００３８６∗∗ 　 　 　 ０ ００００５∗∗ 　 　 　 ０ ０９３６∗∗∗ 　 　 　 ０ ０５７４∗∗∗ 　 　 　 ０ １４４∗∗∗

（０ ００１５５） （０ ００００２） （０ ０１８４） （０ ０１６８） （０ ０２４７）

ｐｏｓｔ２００３ × ｔｐｕ２００ ２
　 　 ０ １９３∗∗∗

（０ ０２３４）

ｌｎｍｆｎ
－０ ２４７∗∗∗ －０ ２５９∗∗∗ －０ ０９５６∗∗∗ －０ ０１３８ －０ ２４１∗∗∗ －０ ０３９４
（０ ０３５２） （０ ０３４８） （０ ０３１６） （０ ０２８８） （０ ０３９５） （０ ０３７９）

ｌｎｔｆｐ
０ ０６１０∗∗∗ ０ ０６１１∗∗∗ ０ ０４６２∗∗ ０ ０３４６∗ ０ ０９６８∗∗∗ ０ １０３∗∗∗

（０ ０２３２） （０ ０２３２） （０ ０２０３） （０ ０１８６） （０ ０２１８） （０ ０２１６）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０ ０１１９ ０ ０１１９ ０ ００４２９ －０ ００１８７ ０ ０４９７∗∗∗ ０ ０５０８∗∗∗

（０ ０１１３） （０ ０１１３） （０ ００９８９） （０ ００９０２） （０ ０１０７） （０ ０１０４）

ｌｎｒｄ
－０ ００４９５ －０ ００５０３ ０ ０２４５ ０ ０４７９ ０ ０２７７ ０ ０３７２
（０ １０８） （０ １０８） （０ ０９４６） （０ ０８６３） （０ １０１） （０ １０２）

ｌｎｋｌ
－０ ００２５２ －０ ００２５３ －０ ００３１８ －０ ００３５９ －０ ００３３９ －０ ００３５７
（０ ００７４３） （０ ００７４３） （０ ００６５０） （０ ００５９３） （０ ００６９５） （０ ００６８７）

ｓｕｂ
０ ６２６∗∗ ０ ６２６∗∗ ０ ５３６∗∗ ０ ４８１∗∗ ０ ２５５ ０ ３６７

（０ ２７３） （０ ２７３） （０ ２３９） （０ ２１８） （０ ２５７） （０ ２５４）

ｌｎａｇｅ
－０ ０４７６∗∗∗ －０ ０４７７∗∗∗ －０ ０４０２∗∗∗ －０ ０３４５∗∗∗ －０ ０２５８∗ －０ ０１８５
（０ ０１４２） （０ ０１４２） （０ ０１２４） （０ ０１１４） （０ ０１３７） （０ ０１３８）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 ０９２９∗∗ ０ ０９２９∗∗ ０ ０７００∗ ０ ０５０９ ０ １３８∗∗∗ ０ １４１∗∗∗

（０ ０４２９） （０ ０４２９） （０ ０３７５） （０ ０３４２） （０ ０３９４） （０ ０３９６）

ｓｏｅ
－０ ０４０６ －０ ０４０６ －０ ０２８８ －０ ０１９４ －０ ０１２１ －０ ００７３６
（０ ０３０９） （０ ０３０９） （０ ０２７１） （０ ０２４７） （０ ０３１６） （０ ０３１８）

常数
－０ ０２６５ －０ ０２３４ －０ ０００６５０ ０ ０３４０ －０ １８０∗∗ －０ ２２５∗∗∗

（０ ０８１２） （０ ０８１２） （０ ０７１１） （０ ０６４９） （０ ０７８４） （０ ０７７５）
产品 Ｙ Ｙ Ｙ Ｙ Ｎ Ｙ
企业 Ｙ Ｙ Ｙ Ｙ Ｎ Ｙ

进口国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企业－产品 Ｎ Ｎ Ｎ Ｎ Ｙ Ｎ

年份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观测值 １ ０１３ ６４０ １ ０１３ ６４０ １ ０１３ ６４０ １ ０１３ ６４０ ６１１ ３５１ ７１０ ６７０

Ｒ２ 　 ０ ２５４ 　 ０ ２５４ 　 ０ ２６４ 　 ０ ２７０ 　 ０ ６５６ ０ ６５５

注：∗∗∗ ｐ＜０ ０１，∗∗ ｐ＜０ ０５， ∗ ｐ＜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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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以观测在不同参数取值情况下， 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见表 ５ 方案 （３） 和方

案 （４）； 第三， 引入时间、 企业—产品、 进口国层面的固定效应对基础模型进行

重新回归， 结果见表 ５ 方案 （５）； 第四， 以 ２００２ 年东盟给与中国出口企业 ＨＳ６ 分

位产品的最惠国关税重新测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以观察基础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结果见表 ５ 方案 （６）。

研究结果表明， 无论是在选取不同的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测度方式、 不同的

进口产品替代弹性 σ 的情况下， 还是在引入时间、 企业—产品、 进口国层面的固

定效应的情况下， 亦或在选择 ２００２ 年东盟各国给与中国的最惠国关税重新测算贸

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都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有显著提升作用。 回归结果均显示了基础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四、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分别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探讨了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贸易政策不确

定性对中国出口企业产品质量的影响。 在理论层面通过将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等因素纳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 论证了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框

架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产品质量的作用机理。 在此基础上， 以 ＣＡＦＴＡ
为例， 通过实证研究， 得到以下结论： （１） 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显著提

升了中国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 在剔除加工贸易样本后， 效果更为显著； （２） 区

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存在异质性。 这主要体现

在： 分所有制类型异质， 不同类型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均获得了明显改善， 其中，
外资企业最为明显； 东部及中西部地区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提升效果均十分明显，
但东部地区最为显著； 同时， 实证结果还表明， 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

的出口产品质量呈现显著增强态势， 但技术密集型企业却不显著； 同时， 对进入企

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最大。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 第一， 要关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对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的作用。 积极推进中日韩 ＦＴＡ、 中国同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ＦＴＡ 等贸易谈判的进

程， 尽快启动中国同欧盟构建 ＦＴＡ 的联合可行性研究， 同时加强对以 ＴＰＰ、 ＴＴＩＰ 等

为代表的全球高标准贸易规则的研究， 降低中国出口企业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第

二， 加快推进 ＣＡＦＴＡ 升级版的深度打造， 进一步降低乃至消除中国同东盟各国之间

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上的出口障碍， 并积极搭建中国同东盟各国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平

台， 扎实推进区域技术密集型企业深度合作， 从而快速实现技术密集型出口企业产品

质量的快速提升。 第三， 要努力实现已有区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政策稳定性和可持续

性， 推动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由于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对进入出口市场的

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一个长期稳定的自由贸易区环境对于

中国出口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至关重要。 这就要求中国在推进同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

区建设的过程中， 要始终贯彻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的理念， 密切关注各方利益和关

切， 积极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公约数， 最大限度保障自由贸易区贸易政策的稳定性

和可预期性， 从而促进中国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提升和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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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ｏｕ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ｅｃ⁃
ｏｎｄｌ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ｆｕｎｄ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ｆｕｎｄ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ｍｏｓｔ Ｔｈｉｒｄｌ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ｃｅｎ⁃
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ｈ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ｏｕｒｔｈｌ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ｌａｂｏｒ⁃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Ｆｉｆｔｈｌ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ｘｉ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ｙ ｅｎｔｅｒ⁃
ｐｒｉｓｅ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Ｔ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Ｅｘｐｏｒｔ 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ＡＦＴ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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