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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现有集聚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为基础， 基于信号效应的视角，
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分析了出口国别集聚与企业出口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 出口国

别集聚与传统产业集聚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机制大相径庭， 国别集聚主要通过信号效

应影响异质性企业出口； 高效率企业倾向于选择专业化国别集聚， 以缓解特定出口

目的地的不确定性影响； 低效率企业则倾向于选择多样化国别集聚， 进而降低在不

同目的地之间转换的市场进入成本。 基于中国微观层面贸易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

为理论假说提供了稳健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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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近期研究发现出口企业存在一种特别的集聚方式———出口国别集聚， 即出口至

同一目的地的企业在本地市场的集中 （Ｒａｍｏ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Ｂｅｎｉｔｏ， ２０１７［１］； 胡翠等，
２０１５［２］； 张一力等， ２０１８［３］）。 关于集聚的经济效应，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和 Ｐｕｇａ （２００４） ［４］

等经典文献认为集聚可以通过分享效应、 匹配效应和学习效应提升企业生产率， 然

而这些研究多是从本国产业组织的视角考察地理集聚的经济效应， 较少考虑出口目

的地市场的不确定性因素。
与内销企业相比， 出口企业面临着大量的不确定性 （Ｎｇｕｙｅｎ， ２０１２［５］； Ｆｅｒ⁃

ｎａｎｄｅｓ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４［６］）。 一方面， 国外消费者支出的波动会直接改变出口企业

的预期利润 （Ｄｅ Ｓｏｕｓ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７］， 另一方面， 目的地贸易政策的变化也会通

过贸易成本间接影响出口企业行为 （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８］。 因此， 分析集聚对出

口企业行为的影响需要考虑不确定性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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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现有集聚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为基础， 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分析了出口

国别集聚与企业出口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 与传统的产业集聚的作用机制不同，
出口国别集聚并不能产生显著的生产率效应， 但具有显著的信号效应。 低效率企业

倾向于选择多样化国别集聚， 进而降低在不同目的地之间转换的贸易成本， 高效率

企业则倾向于选择专业化国别集聚， 以缓解特定出口目的地不确定性的影响。
该结论蕴含的经济学逻辑较为直观。 由于不具有较强的中间品投入共享效应以

及技术溢出效应， 出口国别集聚的生产率效应不够明显， 但是出口国别集聚有利于

同一区域内企业相互交流获取信息， 降低交流成本， 提高信息精度， 进而改变企业

的出口行为。 低效率的企业由于在单个出口目的地市场中的所占份额较小， 特定目

的地市场的需求波动对其冲击较小， 因而倾向于选择多样化出口国别集聚， 获取多

元市场信号， 进而降低进入不同目的地的贸易成本。 高效率企业由于在特定出口目

的地的市场份额较大， 特定目的地市场的不确定性对其冲击较大， 故倾向于选择专

业化国别集聚， 精确化市场信号， 以缓解特定出口目的地的不确定性影响。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两类。 第一类是由国别 （地区） 集聚与企业行为

之间关系的研究。 Ｃａｓｓｅｙ 和 Ｓｃｈｍｅｉｓｅｒ （２０１３） ［９］指出企业运输成本的减少是存在目

的地集聚的主要原因。 Ｒａｍｏｓ 和 Ｍｏｒａｌ－Ｂｅｎｉｔｏ （２０１７）、 Ｋｒａｕｔｈｅｉｍ （２０１２） ［１０］ 则从

降低固定成本的角度对企业出口目的地集聚的现象进行了解释， 并得出固定成本的

降低导致了更多企业进入出口市场。 胡翠等 （２０１５） 从出口溢出的视角对企业呈

现 “出口地集聚” 和 “目的地集中” 双重集聚的现象做出了解释。 由于存在出口

溢出效应， 一个地区出口到某个国家的企业越多， 该地区的其他企业将越倾向于出

口到该国。 颜银根 （２０１４） ［１１］指出同源国集聚效应对多数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

选择区位有着显著的影响。 Ｔａｎ 和 Ｍｅｙｅｒ （２０１１） ［１２］ 指出 ＦＤＩ 企业在国外市场形成

的国籍集聚网络有助于减少商业伙伴行为的不确定性， 进而促进了彼此对本地市场

信息的共享。 Ｋｉｍ （２０１５） ［１３］发现由同源国主导的集聚减少了企业行为与活动的差

异， 这有利于企业的开发性创新， 但阻碍了企业的探索性创新。 Ｓｕｉ 等 （２０１９） ［１４］

研究发现母国同类企业 （同一行业出口至同一目的地） 进入密度与小企业的退出

风险之间呈现 Ｕ 型关系。 第二类文献主要关注信息溢出机制对出口行为的影响。
Ｋｒａｕｔｈｅｉｍ （２０１２） 认为出口至同一目的地的企业间的信息溢出可以减少企业固定成

本， 增加出口的可能性， 而信息的溢出有赖于区域内从业人员的流动 （Ｂａｈａ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１５］， 企业间的空间距离越近， 个体企业从业人员面对面交流学习的机会也会越

多 （赵永亮和薛梦婷， ２０１７） ［１６］。 张国峰等 （２０１６） ［１７］认为出口企业的出口信息溢出

有助于其他企业做出正确的出口决策， 进而促进更多高效率企业参与出口。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４） 指出相邻企业的信息溢出有助于减少企业出口至新市场的

不确定性， 同时正向且精准的信号会促进企业的出口增长。 刘慧和綦建红 （２０１８） ［１８］

进一步研究发现 “邻居” 的信息溢出会通过出口不确定性作用于企业的出口生存时

间， 且这种企业间的信息交流存在 “同类型偏好” 特征， 即出口相同产品与出口相

同市场 “邻居” 信息溢出作用最大。 Ｌｕｄｗｉｇ （２０１８） ［１９］ 同样对 “邻居” 信息溢出进

行了细致的划分， 并得出 “邻居” 的信息溢出通过减少出口固定成本促进了贸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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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边际。
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 本文主要从出口国别集聚的视角， 分析不确定性环境下

异质性企业出口行为， 并进一步把国别集聚分为专业化国别集聚与多样化国别集聚

两种形式， 深入考察信号效应这一影响机制。 刘慧和綦建红 （２０１８） 的研究与本

文最为相近。 该文考虑了出口企业面临不确定性这个事实， 并指出 “邻居” 会通

过信息溢出降低新企业的出口不确定性， 进而改善其出口生存状态。 与刘慧和綦建

红 （２０１８） 相比， 本文一方面探讨了不同生产率企业对专业化国别集聚和多样化

国别集聚的选择效应， 另一方面明确分析了出口国别集聚是通过生产率效应还是信

号效应影响企业出口。 此外， 本文还使用目的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度量不确定

性， 能更为直接地反映出口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小。

二、 作用机制和理论假说

（一） 异质性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

为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不确定性， 出口企业可以通过事前调研获取目的地市场的

消费者偏好、 市场特征、 文化差异和通关流程等重要信息， 或在进入市场的初期少

量出口至不确定性较小或与目的地需求相似的市场， 利用已知的目的地市场的需求

来预测未知的目的地市场的需求 （Ｎｇｕｙｅｎ， ２０１２； 陈勇兵等， ２０１５） ［２０］。 企业虽然

可以通过自身调研或序贯出口的方式规避出口市场不确定性， 但不得不支付高额的

固定成本， 并扭曲初期的出口额， 且仍面临一定的出口失败风险。
实际上， 企业可以从同一地区的邻近企业中获取出口信息 （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４； Ｗａｇｎｅｒ ａｎｄ Ｚａｈｌｅｒ， ２０１５） ［２１］。 与传统的产业集聚不同， 出口国别集

聚能增进企业与周围出口地理方向相似企业的交流， 进而获取有关目的地市场的信

息。 而且所在地区出口地理方向相似的企业越多， 出口额越大， 企业自身获得准确

信息的可能性越大， 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就越少。
出口目的地市场的不确定性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种： 市场进入政策的不确定性和

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 前者主要通过出口固定成本影响企业预期收益 （Ｈａｎｄｌｅｙ，
２０１４） ［２２］， 后者主要通过消费支出影响企业预期收益 （Ｄｅ Ｓｏｕｓ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由

于周围企业出口目的地相同， 专业化出口国别集聚可以使得企业获得更为精确目的

地市场需求变动的信息， 进而缓解消费支出波动引起的收益损失； 然而， 由于区域

内企业出口目的地单一， 企业难以了解其他出口市场的进入政策， 进而面临较大的

市场进入不确定性。 同时， 一旦区域内企业开始进入其他目的地， 专业化国别集聚

的程度便会逐步减弱， 这会使区域内企业面临的消费支出波动不确定性变大。
多样化的出口国别集聚环境下， 区域内企业的出口目的地不尽相同， 企业难以

准确掌握特定出口目的地的消费支出变化。 不过， 由于多元化的出口目的地使得企

业更容易了解不同目的地的进入政策， 进而降低企业进入市场的不确定性和相应的

固定成本。 然而， 由于企业出口目的地不够集中， 企业对出口市场中消费支出的波

动难以掌握。
综上分析， 企业在选择专业化出口国别集聚与多样化出口国别集聚时， 面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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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权衡取舍问题： 选择前者可以降低特定出口市场中消费支出波动引起的不确定

性， 但不得不忍受进入其他出口市场时的不确定性及引致的高额固定成本； 选择后

者可以降低进入不同出口市场的固定成本， 并在不同目的地之间分散出口风险， 但

不得不忍受出口市场中消费支出波动引起的不确定性。 由此我们提出假说 １。
假说 １： 高效率的企业倾向于选择专业化的出口国别集聚， 低效率的企业倾向

于选择多样化的出口国别集聚。
假说 １ 蕴含的经济学逻辑较为直观。 与低效率企业相比， 高效率企业进入市场

后的出口销售额较大， 因而消费支出不确定性引致的收益波动更大。 因此， 高效率

企业愿意以高额的其他市场进入成本为代价， 选择专业化出口国别集聚。 与此相反，
低效率企业竞争力较弱， 进入市场后消费支出波动引致的收益波动较小， 因此愿意选

择多样化国别集聚来降低多个市场的进入成本， 即 “将鸡蛋放进不同的篮子”。 低效

率企业通过多样化出口分散风险的经济学逻辑与经典投资组合理论类似， 该理论认为

投资组合能降低非系统性风险。
当低效率企业进行多元化出口时， 虽然单个出口市场的收益波动难以直接避

免， 但是通过多个市场的出口组合， 可以降低总体风险度， 稳定总体收益。 具体表

现在， 当企业出口的多个市场之间并不完全相关时 （由于每个出口市场在经济规

模、 政策制定等方面的差异， 出口组合完全正相关的可能性较小）， 不同的出口市

场， 收益波动是不一致的， 而这些不一致会将部分波动抵消掉。 因此， 随着企业出

口市场的增加， 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就会逐渐降低， 但由于出口企业要支付进入市

场的固定成本， 因此， 并不是出口市场越多越好， 当不确定性下降到一定程度时，
出口市场的增加反而会造成企业出口效率的下降。 若高效率企业选择出口多个市

场， 由于难以获取每个市场的精确信息， 单个市场收益波动造成的损失相比低效率

企业更高。 因此， 对于高效率企业而言， 选择专业化国别集聚， 意味着专心于降低

单个市场的收益波动。 专业化国别集聚水平越高， 企业获得的目的地市场信息越精

确， 付出的出口成本更低， 因而面临的不确定性也就越小。 也就是说， 专业化国别

集聚降低了特定出口市场收益的波动的可能性。
（二） 出口国别集聚的信号效应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１９２０） ［２３］认为企业可以从集聚经济中获取劳动力市场共享、 中间品

投入共享和知识外溢等外部经济效应。 企业借助这些外部经济效应， 得以提高生产

率， 进而促进企业出口更多种类和数量的产品或出口到更多的国家 （孙楚仁等，
２０１５） ［２４］。 然而， 以出口目的地为导向的集聚并不必然会提高产业之间的关联度，
从而可能弱化传统的产业集聚效应。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４） 指出， 企业能够从周边企业的行为中获取目的地市场

的信号。 如上文所述， 国别集聚可以通过为企业提供市场信号来降低不确定性引起的

额外损失。 一方面， 以出口目的地为导向的专业化国别集聚会通过固定成本和消费支

出等渠道， 缓解不确定性的影响， 进而会促进企业对特定目的地的出口额增长； 另一

方面， 以出口目的地为导向的多样化国别集聚会通过降低市场进入成本， 分散出口市

场的整体风险， 促进企业出口目的地的多元化。 由此， 提出下述假说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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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２： 出口目的地为导向的专业化国别集聚水平越高， 区域内企业对特定目

的地的出口越多， 且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的抑制作用越小。 出口目的地为导向的多

样化国别集聚水平越高， 区域内企业出口的目的地数量越多， 且特定出口目的地市

场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其他市场数量的促进作用越大。
假说 ２ 成立的基础是仍然是集聚的外溢效应。 然而， 与传统产业集聚侧重于本

国要素市场以及产品市场的外溢效应不同， 出口国别集聚的外溢效应表现为目的地

市场信息的外溢， 是一种信号效应。 同时， 专业化出口国别集聚与多样化出口国别

集聚为企业提供了两种不同的信号效应， 即前者提供特定目的地市场消费波动的信

号， 后者提供不同目的地市场的进入成本信号。 前一种信号随集聚程度的增加而变

得更为精确， 后者随着集聚程度的增加变得更为广泛。

三、 数据来源、 变量选取与识别策略

（一） 数据来源

本文首先使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中国海关数据库。 这套数据包括了产品交易层面

的月度数据， 涵盖了 ＨＳ８ 位编码产品出口或进口的国家或地区、 贸易额、 贸易状

态以及贸易方式等信息。 为了获取反映企业特征的数据， 本文还将使用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６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该套数据包括所有国有企业以及年销售额在 ５００
万以上的非国有企业信息。 该样本包括了所有国有企业以及年销售额在 ５００ 万元以

上的非国有企业。 本文参考戴觅等 （２０１３） ［２５］的做法， 删除了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符

合以下条件之一的观测值： 第一， 企业就业人数少于 ８ 人； 第二， 出口交货值超过

当期销售总值； 第三， 工业销售额、 营业收入、 出口交货值、 就业人数、 固定资产

总额等主要财务指标任意一项为负值或者缺失。 同时， 本文参照田巍和余淼杰

（２０１３） ［２６］的做法， 将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 即首先按企业

名称进行合并， 再使用企业所在地的邮政编码以及企业电话号码的后 ７ 位对两个数

据库进行多次合并。 考虑到本文研究的主要是企业的出口贸易， 因此对于合并后的

数据， 本文只保留了出口贸易数据， 并把年份—企业—产品—目的地—贸易模式层

面的出口额加总至年份—企业—目的地层面， 最终保留了 ７７３８９ 家企业。
本文还采用 Ｂａｋｅｒ 等 （２０１６） ［２７］编制的月度指数来衡量目的地经济政策不确定

性 （ＥＰＵ） 大小。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是一种可长期追踪的基于报纸覆盖频率

的指数， 目前涵盖了印度、 日本、 新加坡、 韩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荷

兰、 西班牙、 瑞典、 俄罗斯、 巴西、 智利、 墨西哥、 加拿大、 美国、 澳大利亚、 中

国等国家 （地区）。 按照刘洪铎和陈和 （２０１６） ［２８］的做法， 通过简单的算数平均将

ＥＰＵ 月度数据转化为年度数据， 并将其匹配至合并后的海关数据库与工业企业数

据库。 此外， 本文中出口目的地人均 ＧＤＰ、 出口目的地人口规模数据来自世界银

行数据库， 而中国是否与目的地相邻、 是否使用同一种语言、 与目的地距离数据这

些引力模型控制变量的数据来自 ＣＥＰＩＩ 引力模型数据库。
（二） 变量选取

１ 国别集聚

衡量集聚水平的指标包括赫芬达尔指数、 ＥＧ 指数、 区位熵以及基于企业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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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度的 ＤＯ 指数等， 其中 ＤＯ 指数主要用来测算国别集聚 （ Ｒａｍｏ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
Ｂｅｎｉｔｏ， ２０１７； 张一力等， ２０１８）。 本文选用区位熵衡量专业化国别集聚水平， 并

在专业化国别集聚指标的基础上计算得到多样化国别集聚指标， 原因是本文同时考

虑专业化国别集聚与多样化国别集聚， 使用区位熵计算更加直观， 而且区位熵可以

消除区域规模的差异因素， 反映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 （杨仁发， ２０１３） ［２９］。
虽然一家企业一般属于一个特定产业， 但其往往有多个出口目的地。 因此， 国

别集聚指标与产业集聚指标的计算方式存在差异。 本文选用企业总数和出口总额两

个变量来衡量同一地区出口至相同目的地的规模大小， 而非企业就业人数或工业增

加值。 参考孙楚仁等 （２０１５） 计算集聚指标的方法， 本文将集聚活动的基本单位

界定为城市。 城市 ｕ 目的地 ｃ 的专业化国别集聚水平 ｓｐｅ 的计算公式如下：

ｓｐｅ１ｕｃｔ ＝

Ｎｕｃｔ

∑ ｃ
Ｎｕｃｔ

∑ ｕ
Ｎｕｃｔ

∑ ｕ ∑ ｃ
Ｎｕｃｔ

（１）

其中， Ｎｕｃｔ 表示城市 ｕ 在 ｔ 年出口至目的地 ｃ的企业数目，∑ ｃ
Ｎｕｃｔ 表示城市 ｕ 在

ｔ 年出口至所有目的地的企业数目，∑ ｕ
Ｎｕｃｔ 表示所有城市出口至目的地 ｃ 的企业数

目，∑ ｕ ∑ ｃ
Ｎｕｃｔ 表示所有企业数目。 ｓｐｅ１ｕｃｔ 数值越大， 说明城市 ｕ 出口到目的地 ｃ

的企业面临的专业化国别集聚水平越高。 特别地， 当 ｓｐｅ１ｕｃｔ 大于 １ 时， 说明目的地

ｃ 在城市 ｕ 的专业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城市 ｕ 的多样化国别集聚指标 ｄｉｖｕｔ 计
算公式如下：

ｄｉｖ１ｕｔ ＝
１

∑ ｃ

Ｎｕｃｔ

∑ ｃ
Ｎｕｃｔ

－
∑ ｕ

Ｎｕｃｔ

∑ ｕ ∑ ｃ
Ｎｕｃｔ

（２）

ｄｉｖ１ｕｔ 是城市—年份层面的集聚指标。 ｄｉｖ１ｕｔ 越大， 说明位于城市 ｕ 的企业面临

的多样化国别集聚水平越高。
２ 企业出口

企业出口包括企业出口额和企业出口目的地的数量 （ｎｕｍｃｏｕｎｔｒｙｆｔ） 。 企业出口

额又包括以下两个层面： 第一， 企业—目的地—年份层面的出口额， 包括企业 ｆ 在
年份 ｔ向特定目的地 ｃ的出口额 （ｌｎｖａｌｕｅｆｃｔ） 和企业 ｆ在年份 ｔ向特定目的地 ｃ之外所

有目的地的出口额 （ｌｎｖａｌｕｅｃｆｃｔ） ； 第二， 企业—年份层面的出口额 （ｌｎｆｖａｌｕｅｆｔ） ，
即把企业—目的地—年份层面的出口额加总至企业—年份层面。

３ 企业生产率

企业生产率既有劳动生产率也有全要素生产率， 但是单一要素衡量的生产率水

平还受到其他投入使用强度的影响 （Ｓｙｖｅｒｓｏｎ， ２０１１） ［２９］。 在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与

装配型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背景下， 使用劳动生产率可能会产生向下低估的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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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剑勇等， ２０１４） ［３１］， 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度量除劳动—资本变化以外的技术

变化的优势 （杨仁发， ２０１３）， 故本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企业生产率水平。 估

算方法为 ＬＰ 方法， 实际回归时取对数， 表示为 ｌｎｔｆｐ 。 现有文献发现， 大样本情况

下 ＬＰ 方法与 ＯＰ 方法计算结果相似 （刘振兴和金祥荣， ２０１１） ［３２］。
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ＥＰＵ）
Ｂａｋｅｒ 等 （２０１６） 编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月度频率指数。 本文通过简单的

算术平均将其转化为年度数据。 考虑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的影响具有滞后

性， 在实际回归中， 使用滞后一期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表示为 ＥＰＵ＿ １。
ＥＰＵ 算数平均表达式如 （３） 式所示， 其中下标 ｍ 表示月份：

ＥＰＵｃｔ ＝
∑
１２

ｍ ＝ １
ＥＰＵｃｍ

１２
（３）

５ 其他控制变量

借鉴 Ｒａｍｏｓ 和 Ｍｏｒａｌ⁃Ｂｅｎｉｔｏ （２０１７） 的做法， 回归包括了目的地层面和企业层

面两类控制变量。 其中， 目的地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对数化的出口目的地人均生产

总值 （ｌｎｇｄｐｐｅｒ） 、 对数化的目的地人口规模 （ｌ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中国是否与出口目的

地相邻的虚拟变量 （ｃｏｎｔｉｇ） 、 中国是否与出口目的地使用同种语言的虚拟变量

（ｃｏｍｌａｎｇ） 、 对数化的中国与出口目的地距离 （ｌｎｄｉｓｔ） ； 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

对数化企业生产率 （ｌｎｔｆｐ） 、 对数化企业资本劳动比 （ｌｎｋｌｒａｔｉｏ） 、 对数化企业就业

人数 （ｌｎｅｍｐｌｏｙ） 。
（三） 识别策略

１ 识别思路

首先， 本文将通过控制企业固定效应的方式， 识别假说 １ 中的企业自我选择效

应， 即分别在不控制和控制企业固定效应的情形下进行两类回归， 并观察核心变量

（集聚指标） 的系数和显著性的变化。 如果在不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回归的情形下，
核心变量系数显著， 但在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后， 核心变量系数变得不显著， 那么说

明企业初始生产率等条件决定了回归的因果关系。 其次， 本文将通过加入经济政策

不确定性与核心变量的交互项检验， 来识别不确定性对出口国别集聚与企业出口行

为关系的影响。
２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一是度量误差问题。 考虑到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的过程

中会丢失大量企业样本， 可能致使目的地集聚水平的测度存在偏误， 本文将仅使用

中国海关数据库数据中出口数据重新计算出口目的地集聚指标， 进行稳健性检验。
指标的计算方法与 ｓｐｅ１ｕｃｔ 、 ｄｉｖ１ｕｔ 一致， 表示为 ｓｐｅ２ｕｃｔ 、 ｄｉｖ２ｕｔ 。

二是变量遗漏问题。 由于同时影响企业出口、 生产率和集聚的因素较多， 本文

将在回归中加入目的地层面的控制变量 （如目的地经济规模等） 和企业层面的控

制变量 （如企业资本劳动比等）。 另外， 回归将加入不同类型的固定效应， 以缓解

遗漏难以观测的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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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处理。 出口目的地集聚与企业出口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

的关系， 即在出口国别集聚影响企业出口的同时， 企业出口也影响着出口国别集

聚。 特别是当地区中本身存在一些出口规模较大的企业时， 这种相互因果关系更为

严重。 为此， 本文在所有回归中把国别集聚指标滞后一期， 并通过联立方程和剔除

样本中出口规模较大的企业两种方式， 进行稳健性检验。

四、 实证研究

（一） 基准回归

为检验机制分析中的假说 １ 与假说 ２， 本文分别估计如下三个模型。
ｌｎｔｆｐｆｔ ＝ α０ ＋ α１ｄｅｓ＿ ａｇｇｔ －１ ＋ α２Ｚ ＋ εｆｔ （４）

ｌｎｖａｌｕｅｆｃｔ ＝ β０ ＋ β１ｓｐｅｕｃ， ｔ －１ ＋ β２ｓｐｅｕｃ， ｔ －１ × ＥＰＵｃ， ｔ －１ ＋ β３ＥＰＵｃ， ｔ －１ ＋ β４Ｚ ＋ εｆｃｔ

（５）
ｎｕｍｃｏｕｎｔｒｙｆｔ ＝ δ０ ＋ δ１ｄｉｖｕ， ｔ －１ ＋ δ２ｄｉｖｕ， ｔ －１ × ＥＰＵｃ， ｔ －１ ＋ δ３ＥＰＵｃ， ｔ －１ ＋ δ４Ｚ ＋ εｆｔ

（６）
方程 （４） 的被解释变量 ｌｎｔｆｐｆｔ 表示企业生产率； ｄｅｓ＿ ａｇｇｔ －１ 表示国别集聚水

平， 包括专业化出口国别集聚 ｓｐｅｕｃ， ｔ －１ 与多样化出口国别集聚 ｄｉｖｕｃ， ｔ －１ 两种类型， Ｚ
是控制变量， εｆｔ 是随机扰动项， 下标 ｆ 表示企业， ｔ 表示年份。 方程 （５） 的被解释

变量 ｌｎｖａｌｕｅｆｃｔ 代表企业对特定目的地的出口额， ｓｐｅｕｃ， ｔ －１ × ＥＰＵｃ， ｔ －１ 表示专业化国别

集聚与目的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交互项。 方程 （ ６） 的被解释变量

ｎｕｍｃｏｕｎｔｒｙｆｔ 表示企业出口目的地的数量， ｄｉｖｕ， ｔ －１ × ＥＰＵｃ， ｔ －１ 表示多样化国别集聚与

目的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交互项， 假说 １ 的回归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对假说 １ 的检验

变量
（１）
ｌｎｔｆｐ

（２）
ｌｎｔｆｐ

（３）
ｌｎｔｆｐ

（４）
ｌｎｔｆｐ

ｓｐｅ１＿ １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３）

ｄｉｖ１＿ １ 　 　 －０ ０７４０∗∗∗ 　 　 －０ ０３６７
　 　 　 （０ ０２５５） 　 　 　 （０ ０２２５）

ｌｎｅｍｐｌｏｙ ０ ６０９５∗∗∗ ０ ３３３４∗∗∗ ０ ５８３１∗∗∗ ０ ３３５０∗∗∗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９５）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６８）

ｌｎｋｌｒａｔｉｏ ０ １２２１∗∗∗ －０ ０３９３∗∗∗ ０ １０３８∗∗∗ －０ ０４０３∗∗∗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４２）
城市 是 否 是 否

企业 否 是 否 是

企业所有制 是 否 是 否

产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 ６５１ ３３６ １ ６４３ ２８８ ２０２ ７４８ １７９ ６１５
调整 Ｒ２ ０ ６０３ ０ ８９６ ０ ４９８ ０ ７９８

注： 括号里为稳健性标准误；∗∗∗表示在 １％水平上显著。

表 １ 所有回归被解释变量为对数化的企业生产率。 第 （１） 列回归控制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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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企业性质以及产业—年份固定效应， 结果显示解释变量 ｓｐｅ１＿ １ 系数为正， 且

在统计上显著； 第 （２） 列回归在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之后， ｓｐｅ１＿ １ 系数变为负

数， 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这说明专业化国别集聚并不会对企业生产率产生影响； 联

合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第 （１） 回归中解释变量 ｓｐｅ１＿ １ 系

数为正的结果， 主要由于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所致， 即证明了高效率的企业倾向于

选择专业化的出口国别集聚。 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是企业生产率对多样化国别

集聚水平的回归结果。 同理， 可以发现低效率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多样化的出口国别

集聚。 因此， 表 １ 回归结果支持了假说 １ 的预测。
表 ２ 与表 ３ 是对假说 ２ 的检验。 表 ２ 所有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对特定目的地的出

口额。 前三列解释变量是专业化国别集聚水平， 第 （１） 列回归加入了目的地层面

以及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并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 结果显示系数

正向显著。 考虑到产业政策等因素也会影响出口， 本文在第 （２） 列回归中进一步

控制了产业—年份固定效应， ｓｐｅ１＿ １ 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表 ２　 对假说 ２ 的检验 （专业化国别集聚、 不确定性与出口）

变量
（１）

ｌｎｖａｌｕｅ
（２）

ｌｎｖａｌｕｅ
（３）

ｌｎｖａｌｕｅ
（４）

ｌｎｖａｌｕｅ
（５）

ｌｎｖａｌｕｅ

ｓｐｅ１＿１ 　 　 　 ０ １３８１∗∗∗ 　 　 　 ０ １４３９∗∗∗ 　 　 　 ０ １４２２∗∗∗ 　 　 　 ０ ６５５２∗∗∗

（０ ０１３８） （０ ０１１６） （０ ０１３３） （０ ０３８２）

ｓｐｅ１＿ １ × ＥＰＵ＿ １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３）

ＥＰＵ＿ １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４）

ｌｎｅｍｐｌｏｙ ０ １９１１∗∗∗ ０ １６９５∗∗∗ ０ １９０３∗∗∗ ０ ２６６９∗∗∗ ０ ２６８６∗∗∗

（０ ００６５） （０ ００６０） （０ ００８５） （０ ０１１１） （０ ０１１１）

ｌｎｋｌｒａｔｉｏ ０ ０６８３∗∗∗ ０ ０８３３∗∗∗ ０ ０５７９∗∗∗ ０ ０７７７∗∗∗ ０ ０７８６∗∗∗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０６６） （０ ００６６）

ｌｎｔｆｐ ０ ３１８８∗∗∗ ０ ２９６４∗∗∗ ０ １３１１∗∗∗ ０ １６９６∗∗∗ ０ １７０８∗∗∗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０６５）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０６７） （０ ００６７）

ｌ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 ３７８６∗∗∗ ０ ３８５６∗∗∗ ０ ４１８１∗∗∗ ０ ６２８９∗∗∗ ０ ６５３６∗∗∗

（０ ００３１）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０４５）

ｃｏｎｔｉｇ ０ ２１６１∗∗∗ ０ ２１１７∗∗∗ ０ ２０６５∗∗∗ －０ ０２０９ －０ ０４５３∗

（０ ０１０９） （０ ０１０６） （０ ０１０５） （０ ０２５６） （０ ０２５３）

ｃｏｍｌａｎｇ ０ ５５６２∗∗∗ ０ ５６９０∗∗∗ ０ ５７９１∗∗∗ ０ ８６５９∗∗∗ ０ ９２７９∗∗∗

（０ ０１２６） （０ ０１２４） （０ ０１２６） （０ ０２３１） （０ ０２３１）

ｌｎｄｉｓｔ
－０ １７４２∗∗∗ －０ １４４７∗∗∗ －０ １０６６∗∗∗ －０ ０９８２∗∗∗ －０ １００８∗∗∗

（０ 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５５） （０ ００６８） （０ ００６６）

ｌｎｇｄｐｐｅｒ ０ ３３２３∗∗∗ ０ ３３１２∗∗∗ ０ ３６７８∗∗∗ ０ ５６０７∗∗∗ ０ ５９４０∗∗∗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０７６）
年份 是 否 否 否 否

城市 是 是 否 否 否

企业 否 否 是 是 是

产业—年份 否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 ５９１ ４３６ １ ５９１ ４１８ １ ５８３ １７３ ７２２ ９８３ ７２２ ９８３
调整 Ｒ２ ０ １３０ ０ １５７ ０ ２７７ ０ ３１０ ０ ３１８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１％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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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第 （３） 列回归加入企业固定效应， 以控制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 回归结

果依然稳健， 这说明专业化国别集聚对企业向特定目的地的出口有促进作用， 符合

假说 ２ 的预测。 第 （４） 列回归检验在未加入专业化国别集聚时， 经济政策不确定

性对企业出口额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 ＥＰＵ＿ １ 估计系数为负， 且在统计上显著，
这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了企业对特定目的地的出口额。 第 （５） 列回归考虑

了不确定性条件下专业化国别集聚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回归引入了目的地经济政策

不确定性及其与专业化国别集聚水平的交互项。 结果显示， ｓｐｅ１＿ １ × ＥＰＵ＿ １ 估计

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专业化国别集聚缓解了目的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的

抑制作用， 同样支持了假说 ２ 的预测。 回归中控制变量的系数也基本与经典贸易模

型的预测一致。
根据本文第一部分所述， 专业化国别集聚与多样化国别集聚作用机制不同， 表

３ 进一步汇报了企业出口目的地总数对多样化国别集聚水平的回归结果。

表 ３　 对假说 ２ 的检验 （多样化国别集聚、 不确定性与出口）

变量
（１）

ｎｕｍｃｏｕｎｔｒｙ
（２）

ｎｕｍｃｏｕｎｔｒｙ
（３）

ｎｕｍｃｏｕｎｔｒｙ
（４）

ｎｕｍｃｏｕｎｔｒｙ
（５）

ｎｕｍｃｏｕｎｔｒｙ

ｄｉｖ１＿ １ 　 　 －０ ５３５６∗∗ 　 －０ ３６９６ 　 　 　 ０ ５５２０∗∗∗ 　 －０ ４８１４
（０ ２４４６） （０ ２３６６） （０ ２０３７） （０ ００２３）

ｄｉｖ１＿ １ × ＥＰＵ＿ １ ０ ００８１∗∗∗

（０ ００２３）

ＥＰＵ＿ １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１１）

ｌｎｅｍｐｌｏｙ １ ９９７４∗∗∗ ２ １１１９∗∗∗ １ ９９５０∗∗∗ ２ ８９９１∗∗∗ ２ ８９８０∗∗∗

（０ ０４４７） （０ ０４３８） （０ ０５７５） （０ １０４１） （０ １０４１）

ｌｎｋｌｒａｔｉｏ ０ ０５９８∗∗ ０ １７６７∗∗∗ ０ ７２９４∗∗∗ １ ０７８９∗∗∗ １ ０７７３∗∗∗

（０ ０２６５） （０ ０２７２） （０ ０３３４） （０ ０６０８） （０ ０６０８）

ｌｎｔｆｐ １ ２５９５∗∗∗ １ ３２０４∗∗∗ ０ ８２４６∗∗∗ １ ２０８９∗∗∗ １ ２０８４∗∗∗

（０ ０４３２） （０ ０４０１） （０ ０３０１） （０ ０５８７） （０ ０５８７）
年份 是 否 否 否 否

城市 是 是 否 否 否

企业 否 否 是 是 是

产业—年份 否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０２ ８０５ ２０２ ７４８ １７９ ６１５ ７２２ ９８３ ７２２ ９８３
调整 Ｒ２ ０ １４５ ０ ２４１０ ０ ８２５ ０ ９１０ ０ ９１０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与表 ２ 回归方式相同， 表 ３ 前两列未控制企业固定效应， 结果显示， 多样化国

别集聚 ｄｉｖ１＿ １ 系数为负， 但在控制了企业初始生产率等不随时间变化的企业异质

性特征之后， 多样化国别集聚系数变为正数， 且在统计上显著， 说明企业初始生产

率等条件决定了回归的因果关系， 同时也证明多样化国别集聚有利于企业拓展新的

目的地市场， 这与假说 ２ 的预测一致。 第 （４） 列检验了出口目的地经济政策不确

定性对出口目的地总数的影响， ＥＰＵ＿ １ 估计系数为正显著， 这是因为， 当特定出

口市场的不确定性水平较高时， 出于分散风险的目的， 企业会考虑增加出口目的地

数量。 第 （５） 列引入了目的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及其与多样化国别集聚水平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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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项 ｄｉｖ１＿ １ × ＥＰＵ＿ １， 以检验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多样化国别集聚对企业出口目的

地总数的影响。 结果显示， ｄｉｖ１＿ １ × ＥＰＵ＿ １ 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在引入交互项后，
ＥＰＵ＿ １ 估计系数由 （ － ０ ００１９ ＋ ０ ００８１ ｄｉｖ１＿ １） 来决定， ｄｉｖ１＿ １ 均值大小为

０ ４５， 因此， ＥＰＵ＿ １ 的边际系数大小为 ０ ００１７， 且在统计上显著。 第 （５） 列回归

说明多样化国别集聚水平越高， 特定出口目的地市场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其他市场

数量的促进作用越大， 符合假说 ２ 的预测。
表 ２ 与表 ３ 的回归结果说明专业化国别集聚与多样化国别集聚的作用机制存在

差异。 专业化国别集聚水平越高， 企业获得的特定目的地出口信号越精确， 一方面

会促进企业向特定目的地的出口增长， 另一方面能缓解不确定性对企业向特定目的

地出口的抑制作用； 企业多样化国别集聚水平越高， 企业获得市场进入的信号越广

泛， 这有利于企业拓展新的目的地市场， 并增强特定出口目的地市场不确定性对企

业出口其他市场数量的促进作用。
（二） 机制检验

根据表 １、 表 ２ 及表 ３ 的回归结果来看， 以出口目的地为导向的集聚方式与传

统的产业集聚对企业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 前者是通过生产率效应， 后者则是通过

信号效应， 且专业化国别集聚与多样化国别集聚给企业提供不同的信号。 下文将通

过企业不同层面的出口对国别集聚水平的回归进一步验证其中的机制。
表 ４ 第 （１） 列回归的被解释变量是除特定目的地 ｃ 外企业对其余目的地市场

的出口总额， 解释变量是专业化的国别集聚水平。 在回归中， 加入了企业层面及目的

地层面的控制变量， 并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产业—年份固定效应。 结果显示， 专业

化国别集聚对企业向其余目的地市场的总出口有抑制作用， 这说明专业化国别集聚虽

然为企业提供了特定目的地市场波动的信号， 但并不能促进其生产率的全面提升， 这

会使得企业在增加对特定目的地出口的同时， 减少其对其他目的地市场的出口额。

表 ４　 生产率效应与信号效应

变量
（１）

ｌｎ ｖａｌｕｅｃ′
（２）

ｌｎ ｖａｌｕｅ
（３）

ｌｎ ｆｖａｌｕｅ

ｓｐｅ１＿１
－０ ０２２４∗∗∗

（０ ００３７）

ｄｉｖ１＿ １
－０ ０６９６∗ ０ ０５２９
（０ ０３９５） （０ ０５１２）

ｌｎｅｍｐｌｏｙ ０ ３１７７∗∗∗ ０ １８９６∗∗∗ ０ ５３５９∗∗∗

（０ ００９４） （０ ００８５） （０ ０１２４）

ｋｌｒａｔｉｏ ０ ０９３６∗∗∗ ０ ０５８０∗∗∗ ０ １６０９∗∗∗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０７４）

ｌｎｔｆｐ ０ １６８８∗∗∗ ０ １３０４∗∗∗ ０ ２８４０∗∗∗

（０ ００５５）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０７１）
企业 是 是 是

目的地特征 否 是 否
产业—年份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 ６４３ ２８８ １ ５８３ ３３７ １７９ ６１５
调整 Ｒ２ ０ ２７９ ０ ２７４ ０ ７７４

注： 目的地特征包括控制变量 ｌ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ｉｇ、 ｃｏｍｌａｎｇ、 ｌｎｄｉｓｔ 及 ｌｎｇｄｐｐｅｒ；∗、∗∗∗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１％水
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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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与第 （３） 列回归被解释变量分别是企业对特定目的地市场的出口额和

企业对所有市场的总出口额， 核心解释变量为多样化国别集聚水平。 结果表明， 多样

化国别集聚抑制了企业对特定目的地的出口， 同时对企业总出口额并没有显著影响，
这说明多样化的国别集聚也不能为企业带来生产率效应。 多样化国别集聚在促进企业

拓展新目的地市场的同时， 也进一步促使企业减少了对特定目的地市场的出口额。
（三） 稳健性检验①

１ 分离行业集聚对国别集聚的影响

考虑到出口至同一目的地市场的企业集聚可能是由于目的地对本地市场特定产

业的需求造成的， 因此在检验专业化国别集聚的影响时， 需要分离行业集聚的影

响。 本文在回归中控制了城市—二分位产业—年份固定效应， 以控制城市中特定产

业的供给冲击。
此外， Ｐｏｎｃｅｔ 和 Ｄｅ Ｗａｌｄｍａｒ （２０１３） ［３３］ 指出中国的一些特殊经济区在地理位

置以及政策待遇方面具有优越性， 这些优势使特殊经济区更富有、 增长更快、 更开

放， 企业出口表现也往往更好， 为了使回归结果不受特殊经济区的影响， 本文剔除

了位于诸如出口加工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新技术开发区、 保税区以及位于直辖

市的经济特区的企业样本。
对样本进行上述处理后， 表 ５ 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主要解释变

量系数并无显著变化。

表 ５　 分离行业集聚对专业化国别集聚的影响

变量
（１）
ｌｎｔｆｐ

（２）
ｌｎｔｆｐ

（３）
ｌｎｖａｌｕｅ

（４）
ｌｎｖａｌｕｅ

ｓｐｅ１＿ １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０２ 　 　 　 ０ １４５５∗∗∗ 　 　 　 ０ ６２３８∗∗∗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１５２） （０ ０３７６）

ｓｐｅ１＿ １ × ＥＰＵ＿ １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３）

ＥＰＵ＿ １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０４）

ｌｎｅｍｐｌｏｙ ０ ６１５９∗∗∗ ０ ３２６５∗∗∗ ０ １８４５∗∗∗ ０ ２５６２∗∗∗

（０ ００４０） （０ ００９８） （０ ００９１） （０ ０１２２）

ｌｎｋｌｒａｔｉｏ ０ １００２∗∗∗ －０ ０５０７∗∗∗ ０ ０５３０∗∗∗ ０ ０７１９∗∗∗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０６０）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７２）
其他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是

城市 是 否 否 否

企业 否 是 是 是

企业所有制 是 否 否 否

产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城市—二分位产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 ４５８ ９５９ １ ４５１ ９４６ １ ３９９ ５８３ ６３５ ７７１
调整 Ｒ２ ０ ６５３ ０ ９１１ ０ ２６８ ０ ３０４

注： 同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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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进一步缓解专业化国别集聚与企业出口之间可能产生的共同趋势问题， 本文一方面在剔除城市中大规

模出口企业的样本后进行回归， 另一方面采用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分析。 同时， 本文还进行了更换核心变量测度

方式， 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进行检验， 并控制制目的地需求偏好等。 上述回归结论均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另外， 检验多样化国别集聚的影响时， 同样需要剔除行业集聚以及特殊经济区

的影响， 本文加入行业多样化集聚的控制变量， 用本地区本产业 （二分位产业）
工业增加值占地区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与本行业全国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比

例的绝对值偏差和的倒数衡量行业集聚水平， 表示为 ＡＧＧｕｔ 。 加入行业集聚控制变

量与剔除特殊经济区企业后的回归结果如表 ６ 所示。 结果显示， 主要解释变量的回

归系数依然和基准回归结果无显著差异， 依然稳健。

表 ６　 分离行业集聚对多样化国别集聚的影响

变量
（１）
ｌｎｔｆｐ

（２）
ｌｎｔｆｐ

（３）
ｎｕｍｃｏｕｎｔｒｙ

（４）
ｎｕｍｃｏｕｎｔｒｙ

ｄｉｖ１＿ １ 　 　 －０ ０５６５∗∗ 　 －０ ０２５４ 　 　 ０ ３６９２∗ 　 　 －０ ７８３０
（０ ０２５７） （０ ０２３４） （０ ２１０９） （０ ５０７１）

ｄｉｖ１＿ １ × ＥＰＵ＿ １ ０ ００８５∗∗∗

（０ ００２５）

ＥＰＵ＿ １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１２）

ｌｎｅｍｐｌｏｙ ０ ５８２５∗∗∗ ０ ３３３７∗∗∗ ２ ０１５７∗∗∗ ２ ８７４６∗∗∗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６０９） （０ １０６６）

ｌｎｋｌｒａｔｉｏ ０ ０９３１∗∗∗ －０ ０３９２∗∗∗ ０ ７４１３∗∗∗ １ ０９７０∗∗∗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３５５） （０ ０６３４）

ｌｎｔｆｐ ０ ８３７８∗∗∗ １ １５５４∗∗∗

（０ ０３１３） （０ ０５９７）

ＡＧＧｕｔ
０ ０２２３∗∗ ０ ０３８６∗∗∗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３８７

（０ ００９２） （０ ００８３） （０ ０７５９） （０ １３９５）
企业 否 是 是 是

企业所有制 是 否 否 否

产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７８ ７８１ １５７ ９４２ １５７ ９４２ ６３８ ０６０
调整 Ｒ２ ０ ４９３ ０ ７９１ ０ ８２５ ０ ９１１

注： 同表 ３。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不确定性背景下探讨了国别集聚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机制， 并基于微

观层面的贸易数据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 对理论假说进行了经验检验， 得出以

下结论： 第一， 国别集聚主要通过信号效应而非生产率效应影响企业出口， 低效率

企业倾向于选择多样化国别集聚， 高效率企业则倾向于选择专业化国别集聚； 第

二， 专业化国别集聚对企业向特定目的地的出口有促进作用， 但会减少企业对其他

市场的出口， 多样化国别集聚有利于企业拓展新的出口市场， 却会抑制企业对特定

目的地的出口； 第三， 区域内专业化国别集聚水平越高， 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的抑

制作用越小， 区域内多样化国别集聚水平越高， 特定出口目的地市场不确定性对企

业出口其他市场数量的促进作用越大。
根据本文的结论， 可以得出不确定环境下 “高质量发展外贸” 的两点政策建

议。 一是因势利导， 发挥地理集聚的信号效应。 在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加时， 政府

可以举办更多的外贸企业交流会， 鼓励当地企业通过交流分享出口信息， 进而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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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集聚的信号效应， 缓解不确定性对出口的负面影响， 促进不同类型企业的多元

化和专业化出口， 稳定地区对外贸易。 二是顺势而为， 实现出口企业的技术升级。
根据本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尽管出口国别集聚具有显著的信号效应， 但不能有效

提升企业的生产率。 因此， 政府可以在利用信号效应的稳定外贸的同时， 进一步加

强出口国别集聚企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度， 有效发挥产业集聚的生产率效应， 实现不

确定性环境下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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