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限制性贸易壁垒有助于促进产品
出口目的地多样化吗

———基于我国企业出口产品的目的地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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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以来， 兴起了新一轮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 本文利用

细分到 ＨＳ６ 分位水平的全球贸易壁垒数据库、 微观的企业出口数据以及中国工业

企业数据库， 集中研究了我国出口产品遭到的限制性贸易壁垒对该产品目的地多样

化的影响， 并且从风险分担的角度对企业的目的地多样化行为进行了新的解释。 主

要结论有： 第一， 为了克服单个市场存在的风险， 当我国企业在面临限制性贸易壁

垒时， 会进行产品目的地的多样化； 第二， 企业遭受壁垒产品新进入的市场不仅包

括未对该产品施加壁垒的市场， 还包括已经对该产品施加壁垒的市场； 第三， 第

一、 三类壁垒会显著地促进企业产品的目的地多样化， 但第二类壁垒则不会； 第

四， 企业遭受壁垒产品的出口目的地多样化行为在 “一带一路” 国家尤其显著，
表明遭受壁垒产品在出口目的地多样化中更青睐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关键词： 限制性贸易壁垒； 目的地多样化； 扩展边际； “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 Ｆ７４１ 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４６７０ （２０２０） ０５－０１４６－１５

引　 言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１ 日， 美国政府公布拟对华 ２０００ 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 这将使得

美国对华制裁涉及商品规模达到 ２５００ 亿元， 这 ２５００ 亿美元商品涉及二十二个商品

大类， 且大多数都集中在通信、 电子、 机械设备、 家具等行业， 这将对我国相关行

业产品的出口造成强大的压力。 我国有些出口企业过分依赖美国市场甚至仅有美国

市场， 这将对该企业的经营产生巨大的打击， 如果想要避免这种来自单个出口目的

地的偶然风险， 就需要目的地多样化。

６４１

贸易壁垒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３－２２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我国金融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相互作用研究” （１８ＡＺＤ０１０）； 中央高

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贸易壁垒与企业出口动态： 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证据” （ＣＸＪＪ—
２０１８－３３０）。

［作者信息］ 金则杨：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２００４３９ 电子邮箱 ｊｉｎｚｅｙａｎｇ＿ｅｃｏ＠ ｆｏｘｍａｉｌ ｃｏｍ； 靳玉英： 上

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



目的地多样化是对以往出口市场选择理论的延伸， 以往研究认为地理位置、 语

言、 文化、 过去出口的经验甚至 ＣＥＯ 的经历会影响企业的出口市场选择。 这些因

素本质都是通过影响出口成本或者信息搜寻成本来影响企业的出口选择， 地理位置

是出口成本， 语言、 文化、 出口经验以及 ＣＥＯ 经历是信息交流和搜寻的成本， 本

文通过研究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 对我国新一轮的贸易壁垒从企业出口风险的角度对

目的地多样化行为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
对于国家层面或者行业层面的贸易数据， 几乎没有文献对目的地多样化进行讨

论。 首先， 宏观贸易数据中出口目的地变化是非常微小的， 当一个企业退出某个市

场， 但有其他企业仍然出口到那个市场， 甚至还会有新的企业进入这个市场， 因此

我们无法观测到目的地的变化。 除非放在很长的时间尺度下， 否则我们很难在短时

间内观测到宏观层面出口目的地的变化； 其次， 在以往李嘉图模型或者 Ｈ－Ｏ 模型

中， 出口到新市场总是一件 “好” 的事情， 因为这意味这出口国相对于进口国是

具有比较优势的， 目的地多样化只是这种比较优势的副产品。 但实际上做出是否出

口到新市场决策的的个体是每个企业， 现有的 Ｍｅｌｉｔｚ 模型认为企业出口需要付出一

个固定成本， 根据 Ｍｅｌｉｔｚ 模型中的利润最大化条件， 具有较高生产率的企业才能出

口到新市场、 进而进行目的地多样化。 本文认为企业目的地多样化的另一个重要动

机是需要分散来自单个出口市场的风险。
企业出口的风险来自多个方面， 包括政治、 外交、 宗教和贸易政策等， 从

２００８ 年至今全球主要国家的政治、 外交政策都比较平稳， 但次贷危机引发以美国

为首的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持续至今， 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年间， 在

全球遭受限制性贸易壁垒频次最多的是中国， 其次是德国和意大利， 分别达到

４１４７ 次、 ２９７４ 次和 ２５５３ 次， 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贸易保护措施直指的第一目标

国， 而且涉及手段多样， 累计达 ３５ 种贸易壁垒。 多种类、 高频率的贸易壁垒为我

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壁垒数据， 而中国海关数据库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出口信

息， 通过把两者结合为我们提供了基础的数据样本。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就中国出口产品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至今

受到的来自全球范围内的限制性贸易壁垒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描述性统计， 有助于掌

握中国出口所受到的贸易保护主义状态； 第二， 首次就中国出口产品受到的限制性

贸易壁垒对其出口目的地多样性的影响从全球的角度予以分析， 并从风险分担的角

度进行了解释； 第三， 就不同大类的贸易壁垒对于企业—产品出口目的地多样性的

影响做了比较研究； 第四， 探讨了限制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向 “一带一路” 国

家转移的作用。

一、 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有两类文献与本文目的地多样化的概念相关， 第一是现有的出口市场选择理

论。 即讨论是哪些因素会影响企业出口到新市场， 如企业倾向于进入与老的出口市

场地理或者文化相似的市场 （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Ｙｏｎｇ， ２０１３［１］； 陈勇兵等， ２０１５［２］ ）， 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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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国有着共同边境或者共同语言的市场 （Ｆａｂｌ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３］， 以往的出口经验

会促进企业进出新的市场 （Ｌａｗｌ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ａ， ２０１３） ［４］。 这些影响因素都直接或

者间接地影响企业的出口成本， 进而影响企业进入新的市场， 最终影响企业目的地

的多样化。
另外， 企业的出口目的地多样化也包含在广义的扩展边际的概念中， 当我们使

用宏观国家层面或者行业层面的出口数据时， 出口的扩展边际更多的是指出口的商

品种类，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出口多样化” 或者 “出口结构”。 已有大量文献研究

了出口多样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刘修岩和吴燕， ２０１３［５］； 韩剑， ２００９［６］ ）。
但在企业层面的微观出口数据上， 扩展边际不仅包含出口种类的变化， 还包括每个

出口商品目的地数量的变化， 也有学者将其单独区分称之为 “三元边际” （施炳

展， ２０１０） ［７］。
无论是出口扩展边际还是现有的市场选择理论， 贸易壁垒对目的地多样化的影

响研究仍然十分有限， 并且本文在现有的出口成本的角度之外， 从企业出口风险的

角度对目的地多样化行为提出了新的解释。 企业如果出口到单一市场 （如美国），
一旦美国市场发生政治、 经济、 外交的重大变化， 企业的出口将受到极大的影响，
为了规避这种依靠单一市场产生的经济波动， 企业就应该主动地进行目的地多样

化。 Ｈａｄｄａｄ 等 （２０１３） ［８］使用 １３３ 个国家的贸易数据研究发现， 贸易自由化可以通

过出口多样化影响其经济增长， 对于一个出口目的地相对分散的国家， 贸易自由化

可以有效地降低其经济增长的波动水平。 Ｂｅｖｅｒｅｌｌｉ 等 （２０１５） ［９］ 认为， 出口目的地

多样化可以降低其来自贸易对象国的总体风险， 因为在一个市场的出口受到影响之

后， 其他市场能够有效地减少这种负面效应。 可见对于一个国家， 相对分散的目的

地是有利于经济更加平稳的增长的， 相对于国家， 单个企业出口的目的地数量更

少， 目的地多样化对于单个企业分散风险的作用应该是更加显著的。 ＡｌＫａｔｈｉｒｉｅｔ 等
（２０１７） ［１０］在研究中东的石油贸易时也发现， 石油市场上的买家倾向于从多个国家

购买， 卖家也倾向于卖给多个国家以防止对某个市场的过于依赖， 即便有些目的国

的距离更远， 需要承担更多的运输成本。 总之， 出口厂商在遭受来自单一市场或者

单一行业的冲击时， 拥有更丰富的 “产品－目的地” 组合的出口企业拥有更强的抵

御风险的能力。
限制性贸易壁垒是企业出口产品受到的来自出口目的地的一种限制， 这也是企

业在出口时面临的最重大的风险。 在企业的某种产品遭受这种贸易壁垒时， 其出口

额会下降 （鲍晓华和朱达明， ２０１４［１１］； 王孝松等， ２０１４［１２］； 王孝松等， ２０１５［１３］ ），
甚至会导致该产品退出壁垒市场 （Ｆｏｎｔａｇｎé ａｎｄ Ｏｒｅｆｉｃｅ， ２０１８） ［１４］。 企业在遭遇到

来自某个市场的贸易壁垒风险时， 出于风险分担的需求， 会试图进入其他市场以减

少这种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 即进行目的地多样化。 根据现有的 Ｍｅｌｉｔｚ 模型， 当企

业在某个市场遭受贸易壁垒之后企业进入新市场是需要付出固定成本的， 因此理论

上企业是缺乏足够的动力进行目的地多样化的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１５］。 但是企业为了

分散依赖单个市场的风险， 会主动地进行目的地多样化， 特别是当企业在某个市场

遭受了贸易壁垒时， 这种效果就更明显。 ２００８ 年次贷危机之后兴起的贸易保护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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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为我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 让我们可以观测到每个国家针对中国 ＨＳ６ 水平

上的各种贸易壁垒。
但现有关于限制性贸易壁垒与出口目的地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仍然比较有限。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 （２０１０） ［１６］研究发现， 出口成本、 关税水平和国际运输成本对出口目的地

多样化有着显著的影响， 关税作为限制性贸易壁垒的一种， 确实促进了目的地多样

化， 但这里的关税仍然还是通过影响出口成本进而影响企业进入新的目的地。
Ｃｈａｎｄｒａ （２０１６） ［１７］在研究美国的反倾销措施对于中国出口企业行为的影响时发现，
贸易壁垒的采用会增加中国企业对第三方市场的出口， 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贸易

壁垒会促进企业的目的地多样化。 王孝松等 （２０１４）、 鲍晓华和朱达明 （２０１４） 分

别研究了反倾销和技术性壁垒对于出口边际的影响， 但是两者均是使用宏观出口数

据， 宏观数据里扩展边际很难观测到出口目的地的变化， 这里的扩展边际更多的是

出口产品种类的变化。 Ｆｏｎｔａｇｎé 和 Ｏｒｅｆｉｃｅ （２０１８） 研究了在技术性壁垒下的法国

出口企业的动态行为， 发现技术性壁垒会导致企业的该产品退出遭受壁垒的原市

场， 并且试图进入其他未对该产品实施壁垒的市场， 这是与本文研究内容最为接

近的研究， 但该文仅探讨了技术性壁垒这一种贸易壁垒， 且年份局限于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７ 年。 本文不仅使用次贷危机后的贸易壁垒数据， 对目前使用的各种贸易壁

垒进行了比较分析， 还对贸易壁垒下企业目的地多样化行为的原因进行了可能的

解释。 可见现有文献对于贸易壁垒与企业目的地多样化行为的研究还不充分， 本

文旨在从企业—产品角度借助四个命题探讨限制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目的地多

样化的影响。
企业进入新市场会付出一定的固定成本， 该成本会限制企业产品的目的地多样

化行为。 在企业的出口产品遭受限制性贸易壁垒后， 对于该产品， 在目的地选择行

为上存在两种力量： 一种是开拓新市场以弥补在被施加壁垒市场的损失， 这样该产

品的出口目的地可能增加； 另一种是开拓新市场需要成本， 这会弱化企业开拓新市

场的动机， 如果不去开拓新市场， 该产品出口目的地数量将由于其退出被施加壁垒

的市场而减少。 基于这两种力量， 本文就限制性贸易壁垒对企业遭受壁垒产品出口

目的地的作用提出假设一。
假设一： 限制性贸易壁垒是否会导致企业遭受壁垒产品的目的地多样化？
如果假设一的答案是肯定的， 即限制性贸易壁垒会导致企业将遭受壁垒产品的

出口目的地多样化， 那么有关何种市场会被作为目的地多样化的新市场便成为一个

值得继续探求的问题。 Ｆｏｎｔａｇｎé 和 Ｏｒｅｆｉｃｅ （２０１８） 就法国企业在遭受技术性壁垒

时企业产品行为的研究发现， 企业的某种产品在遭受壁垒之后该产品会向未对其施

加壁垒的市场转移。 据此， 本文把 “企业—产品” 出口的目的地分为两类， 即对

该产品施加壁垒的目的地和未对该产品施加壁垒的目的地。 检验中国企业在为遭受

壁垒产品开拓新市场时是否在这两种市场间存在偏好， 在此提出假设二。
假设二： 企业在为遭受壁垒产品实现目的地多样化时， 是否只在未对该产品实

施壁垒的市场进行？
根据本文的统计， 中国遭受来自全世界的贸易壁垒措施累计 ３５ 项， 剔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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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少于 １０ 次的壁垒类型之后还剩 ２１ 类， 本文将根据壁垒的特性以及实施对象将

其分为三大类。 那么不同大类的壁垒种类是否对企业产品的出口目的地多样化行为

有不同的作用， 在此提出假设三。
假设三： 不同大类的壁垒种类是否对企业产品的出口目的地多样化行为有不同

的影响？
本文统计发现， 对我国实施限制性贸易壁垒的前十大来源国分别是美国、 阿根

廷、 俄罗斯、 印度、 巴西、 德国、 土耳其、 波兰、 法国和意大利。 其中美国、 阿根

廷、 巴西、 德国、 法国等都是非 “一带一路” 国家， 而在 “一带一路” 国家中我

国产品受到限制性壁垒则较少。 “一带一路” 是我国今后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点

区域， 有关我国企业在出口产品遭受壁垒后其出口目的地多样化策略是否与国家加

强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合作倡议相一致， 这很值得研究。 为此， 本文提出假

设四。
假设四： 企业出口产品在非 “一带一路” 国家遭受限制性壁垒时， 企业在对

该产品进行出口目的地多样化中是否对 “一带一路” 国家更加青睐？

二、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一） 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所用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全球贸

易壁垒数据库①。 全球贸易壁垒数据库是一个即时记录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起至今各国

政府对其他国家所采取的可能影响国际商务的措施数据库。 这些措施涉及对商品与

服务的贸易、 国际投资和移民等产生影响的措施。 其中， 就贸易措施根据其对国际

贸易可能产生的作用做了正面、 负面和中性三类属性的区分。 由于本文考察的是限

制性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目的地多样化行为的作用， 为此只从该数据库中遴选出具

有负面属性的贸易措施， 即限制性贸易壁垒。 这个数据库提供了每一项贸易措施所

针对的 ＨＳ６ 位产品代码。 中国海关数据库中的企业出口产品信息也可细化到 ＨＳ６
位代码。 根据这两个数据库中均包括的 ＨＳ６ 位产品代码字段， 本文将两个数据库

进行匹配， 得到本文的核心数据集。
由于企业—产品层面海关出口数据在 ２０１３ 年后的不可得和全球贸易壁垒数据

库始于 ２００９ 年， 本文所用数据的时间跨度确定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 在与全球贸易壁

垒数据库进行匹配之前， 我们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原始数据

进行了如下处理： 一是删掉信息缺失的样本， 包括没有企业代码、 总资产、 工业总

产值等信息的样本； 二是删除了一些变量值明显不符合实际的数据， 比如产出、 总

资产为负值等； 三是仅保留营业状态的企业； 四是使用 Ｗｉｎｓｏｒ 方法处理了数据库

中的极值； 五是将海关数据由月度按照企业—产品加总到年度。 之后， 参考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１８］的数据匹配方法， 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出口数据库进行

匹配。 接下来我们将这个合并后的数据， 以年份、 海关 ＨＳ６ 位编码和国家名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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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球贸易壁垒数据库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ｌｅｒｔ ｏｒｇ ／ 。



全球贸易壁垒数据库再次进行匹配， 得到本文所需的最终数据。
（二） 适用于我国出口产品的来自全球各国的限制性贸易壁垒特征

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中国的出口受到来自众多国家的限制性贸易壁垒约

束。 这一点在美国次贷危机带来全球经济衰退之后越发显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年间，
全球贸易壁垒数据库的数据显示， 中国共遭受了 ３５ 类限制性贸易壁垒， 累计 ４１４７
次。 本文剔除了累计使用次数少于 １０ 次的 １４ 种限制性贸易壁垒类型①。 为此，
表 １中只有关于我国出口产品受到的 ２１ 种壁垒的统计信息。

根据壁垒的特性和作用方式， 本文将保留的这 ２１ 类壁垒分为如下三大类： 第

一类是出口对象国直接针对出口产品的壁垒， 包括反倾销、 进口关税、 反补贴、 进

口关税配额、 保障措施、 进口许可证、 进口非关税壁垒、 贷款担保、 禁止进口、 进

口配额和进口内部关税 １１ 类。 第二类是出口对象国给予本土企业的直接的扶植性

措施， 而这些措施不直接针对本土企业的市场可获得性， 具体包括政府贷款、 金融

资助、 税收或社保减免、 生产补贴、 利率支付补贴、 紧急援助和公共采购优惠 ７
类。 第三类是出口对象国政府通过对本国产品购买的要求和激励来为本土产品直接

争取市场的措施， 包括政府采购本土化、 本地购买和本地化购买激励 ３ 类。
１ 关于各类壁垒分布的描述性统计

表 １ 对我国出口产品受到的各类限制性贸易壁垒的频次进行了统计。 从壁垒使

用的频次来看， 反倾销和进口关税是使用最多的壁垒类型， 均达到了 １０００ 次以上；
使用 １００ 次以上的壁垒种类还包括政府采购本土化、 反补贴、 政府贷款、 进口关税

配额和保障措施。 从年份上看， 除了 ２０１７ 年， 我国出口每年遭受的贸易壁垒频次

都在 ４００ 次以上， 其中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是遭受贸易壁垒最多的年份， 分别达到了 ５５３
次、 ５２０ 次和 ５４８ 次。

根据对我国出口采取限制性贸易壁垒的频次多少， 我们将 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７ 年间

针对我国出口产品采用的限制性贸易壁垒的来源国进行排序， 具体如表 ２ 所示。 对

我国出口使用限制性壁垒最多的前十个国家分别是美国、 阿根廷、 俄罗斯、 印度、
巴西、 德国、 土耳其、 波兰、 法国和意大利。 这十国对我国出口采取的限制性壁垒

数共占到我国出口受到来自全球所有限制性壁垒的 ４７ ６６％。 其中， 美国对我国出

口产品采用限制性贸易壁垒数占我国出口受到限制性壁垒总数的比重最高， 达到

１５ １５％， 其余 ９ 国占比相差不大， 基本在 ２％和 ６％之间。 在三类壁垒中， 我国出

口产品受到的第一类壁垒所占比重最大， 占到受到壁垒总数的约 ２ ／ ３。 在所使用壁

垒的构成上， 除了美国偏爱使用第三类壁垒 （达到了壁垒使用总数的 ４８ ９６％）
外， 其他国家更多地使用直接作用于进口品的第一类贸易壁垒， 占比均超过

了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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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样本期间使用累计少于 １０ 次的 １４ 种壁垒类型分别是： 消费补贴、 贸易支付措施、 本地劳动力、 进口

监控、 贸易平衡措施、 技术性贸易壁垒、 国家援助、 实物补贴、 竞争性贬值、 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 未分类

工具、 公共采购准入、 本地业务和反规避调查。



表 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年我国出口遭受的各种壁垒情况

单位： 次

壁垒类型 壁垒大类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总计

反倾销 １ １９７ ２１４ ２４５ ２３４ １５８ ８１ １１５ １３８ １０４ １ ４８６

进口关税 １ １００ ８７ １４０ １２４ １３９ １０９ １７０ ６０ ７７ １ ００６

政府采购本土化 ３ ４７ ３６ ３８ ４１ ３７ ５３ ４５ ４０ ９ ３４６

反补贴 １ ３ ９ ２０ ６ ５６ ４０ １１ ８ ２１ １７４

政府贷款 ２ １５ １２ １５ １９ ２４ １３ ３４ ２５ ４ １６１

进口关税配额 １ ０ ６ １５ ８ １４ ２４ ４ ２３ ２１ １１５

保障措施 １ ２０ １０ ２２ １２ １０ １１ ７ ７ ３ １０２

金融资助 ２ ７ ４ １４ ９ １４ １６ １５ １３ ５ ９７

税收或社保减免 ２ ８ ９ １０ ９ １２ １１ ９ １６ ６ ９０

进口许可证 １ ７ ３ ６ ３ ５ ６ ６ ３１ １７ ８４

进口非关税壁垒 １ ３ ７ ８ ７ ３８ １０ ５ １ ３ ８２

生产补贴 ２ ４ ２ ２ ２ ０ ２３ １２ １７ ０ ６２

本地购买 ３ ２ ８ ３ ３ ６ ６ １０ ８ ４ ５０

利率支付补贴 ２ ７ ２ １ ３ ８ ５ ８ ７ ０ ４１

贷款担保 １ ７ １ ０ ３ ７ ６ ４ ５ ２ ３５

禁止进口 １ ５ ４ ８ ５ ７ ３ ０ １ ０ ３３

进口配额 １ １ ３ ２ １３ ３ ５ １ ３ ０ ３１

紧急援助 ２ １４ ６ ０ ４ ３ １ ２ ０ ０ ３０

本地化购买激励 ３ ３ ３ ２ ２ ２ １ ５ ２ ２ ２２

公共采购优惠 ２ ０ ０ ０ １０ ４ ４ ０ ０ １ １９

进口内部关税 １ ０ １ ２ ３ １ ７ ２ ０ ２ １８

合计 ４５０ ４２７ ５５３ ５２０ ５４８ ４３５ ４６５ ４０５ ２８１ ４ ０８４
注： 由作者整理得到。

表 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年我国遭受限制性贸易壁垒的来源国分布

单位： 次

排名 国家 总频次 占比 第一类壁垒 第二类壁垒 第三类壁垒

１ 美国 ６２８ １５ １５％ ２１７ ９４ ３０５

２ 阿根廷 ２５３ ６ １１％ ２３３ ３ １２

３ 俄罗斯 ２０５ ４ ７７％ １１１ ５６ ２７

４ 印度 １９３ ４ ５８％ １５３ １２ ２１

５ 巴西 １９６ ４ １８％ １３４ １９ １７

６ 德国 １１９ ２ ９０％ ９３ ２５ ０

７ 土耳其 １１４ ２ ７６％ １１０ ０ ２

８ 波兰 １０３ ２ ５１％ ７７ ２５ ０

９ 法国 ９４ ２ ３１％ ７７ １７ ０

１０ 意大利 ９５ ２ ２９％ ７５ １７ １

前十大国合计 １９３３ ４７ ５５％ １２８０ ２６８ ３８５
注： 由作者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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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关于 “企业—产品” 层面出口目的地的描述性统计

由于本文统计的壁垒种类众多， 且同一出口产品在某一市场可能会先后遭到

多次壁垒， 因此把某产品的目的地分为两类： 未遭受壁垒的目的地和遭受壁垒的

目的地。 表 ３ 把基于 “企业—产品” 层面平均目的地个数进行了统计。 我们分

别统计了 “企业—产品” 维度的平均出口目的地数量， “企业—产品” 层面被施

加壁垒的平均目的地个数和未被施加壁垒的平均目的地个数， 显然后面二者之和

构成 “企业—产品” 层面的平均出口目的地数量。 同时我们又把出口的产品进

行了分类： 在任意市场至少遭受了一个壁垒的产品 （壁垒 ＝ １） 和从未在任何市

场遭受壁垒的产品 （壁垒 ＝ ０）。 我们进一步观察不同种类产品的不同类型目的

地数量。
在表 ３ 中， 以 ２００９ 年为例， 首先观察前三列数值， 针对全样本， “公司—产

品” 层面的平均目的地个数为 ３ ８６， 但遭受壁垒的产品其平均目的地个数为

１２ ５７， 对于未遭受壁垒的产品， 其平均目的地个数为 ２ ２５。 这说明企业出口的在

某些市场遭受了壁垒的产品， 通常其出口目的地更多。 数据的中间三列主要分析在

“企业—产品” 层面的所有目的地中受壁垒的目的地个数， 在全样本中， “企业—
产品” 层面的遭受壁垒目的地的平均个数为 ０ ７１， 其中对于至少遭受一次壁垒的

产品， 受壁垒的目的地的平均个数为 ４ ５８ （一个 “企业—产品” 样本可能同时在

多个目的地被施加壁垒）， 对于未遭受壁垒的产品， 受壁垒目的地的平均个数自然

为 ０。 与中间三列类似， 最后三列分析未遭受壁垒产品的目的地个数， 针对全样本

“公司—产品” 组合的未遭受壁垒目的地的平均个数为 ３ １４， 至少遭受一次壁垒的

产品其未被施加壁垒的目的地的平均个数为 ７ ９９， 对于在任何市场都未被施加壁

垒的样本， 其目的地的平均个数为 ２ ２５。 ７ ９９ 远大于 ２ ２５， 这说明相对于在任何

市场上都未被施加壁垒的 “企业—产品” 样本， 在某些市场被施加壁垒的 “企
业—产品” 样本的出口市场更多样化。

观察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的平均值， 至少遭受一次壁垒的 “企业—产品” 样本的平

均目的地个数、 遭受壁垒的目的地个数和未遭受壁垒的目的地个数分别是 １１ ４７、
４ ５０ 和 ６ ９７， 远大于未遭受壁垒 “企业—产品” 样本分别对应的 ２ ３５、 ０ 和 ２ ３５
这三项值。 可以发现， 无论是总的目的地个数， 还是遭受壁垒的目的地个数或者未

遭受壁垒的目的地个数， 至少遭受一次壁垒的 “企业—产品” 样本在这三项的值

均远大于未遭受壁垒的 “企业—产品” 样本在这三项的值。 总的来看， 企业遭受

壁垒的产品其目的地更多。 可以推测， 企业遭受壁垒的产品多样化出口目的地的动

机更强， 原因很可能是为了规避遭受壁垒的风险和损失。 同时， 从表 ３ “有产品遭

受壁垒的目的地个数” 一栏中 “壁垒 ＝ １” 可见， 在有被施加壁垒的 “企业—产

品” 样本中， 平均遭受壁垒的目的地个数为 ４ ５８， 远大于全样本的遭受壁垒的平

均目的地个数 ０ ７１， 这说明企业对其出口产品的目的地多样化行为很可能不仅仅

发生在向未遭受壁垒的市场拓展， 同样也可能在遭受壁垒的不同市场间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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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企业—产品的平均目的地个数的统计

年份
目的地个数 有产品遭受壁垒的目的地个数 产品未遭受壁垒目的地个数

全样本 壁垒＝ １ 壁垒＝ ０ 全样本 壁垒＝ １ 壁垒＝ ０ 全样本 壁垒＝ １ 壁垒＝ ０
２００９ ３ ８６ １２ ５７ ２ ２５ ０ ７１ ４ ５８ ０ ００ ３ １４ ７ ９９ ２ ２５
２０１０ ４ ０２ １０ ７４ ２ １９ ０ ８６ ４ ０１ ０ ００ ３ １６ ６ ７３ ２ １９
２０１１ ４ ２７ １３ ２５ ２ ５９ ０ ７３ ４ ６７ ０ ００ ３ ５３ ８ ５９ ２ ５９
２０１２ ４ ３３ １０ ９７ ２ ３２ １ ０６ ４ ５７ ０ ００ ３ ２７ ６ ４０ ２ ３２
２０１３ ４ ３８ １０ ９１ ２ ３８ １ ０９ ４ ６８ ０ ００ ３ ２８ ６ ２３ ２ ３８
合计 ４ １９ １１ ４７ ２ ３５ ０ ９１ ４ ５０ ０ ００ ３ ２８ ６ ９７ ２ ３５

注： 由作者整理得到。

四、 实证分析

本文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两个层面： 一是限制性贸易壁垒对于出口目的地数量

的作用； 二是针对限制性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产品新市场进入行为的作用是否存在

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偏好。
（一） 研究设计

本部分主要针对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产品目的地数量的作用。 在此将对核心解

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定义， 模型设计如下：
ｙｉｓｔ ＝α＋β１ｂａｒｒｉｅｒｉｓｔ＋β２ａｓｓｅｔｉｓｔ＋β２ａｇｅｉｓｔ＋πＨＳ２，ｔ＋μｉ＋εｉｓｔ （１）

下标的 ｉ、 ｓ、 ｔ 分别代表公司、 ＨＳ６ 六位产品代码和年份。 由于壁垒涉及到多

个国家， 包括国家维度， 但是被解释变量为目的地数量， 不涉及国家维度， 现将解

释变量 “限制性贸易壁垒” （简称壁垒） 定义为虚拟变量， 只要该公司的该产品在

任意一个出口目的地被施加壁垒， 该变量即为 １， 否则为 ０。 被解释变量包括三个，
即前文描述性统计中 “企业—产品” 维度下的三种目的地个数， 为 “企业—产品”
组合的目的地总数， 即企业 ｉ 的产品 ｊ 的出口的目的地数量， 本文后续的 “企业—
产品” 组合均基于此定义。 按目的地是否被施加贸易壁垒进行分类， “企业—产

品” 层面的目的地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该产品遭受壁垒的目的地， 还有一类是

该产品未遭受壁垒的目的地。
由于公司开拓新市场需要克服一定的固定成本， 需要有一定的实力， 为此选择

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来代表企业的实力。 此外， 本文还控制了公司层面和 “ＨＳ２
行业－年份” 的固定效应。

（二） 回归结果

１ 基准回归

在表 ４ 中， 第 （１）、 （３）、 （５） 列分别表示当期的回归结果， 第 （２）、 （４）、
（６） 列分别表示跨期的回归结果。 第 （１）、 （２） 列回归的结果显著为正。 这与之

前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相一致， 意味着限制性贸易壁垒会促进出口产品目的地的多样

化， 这个结果在当期和跨期均成立。 这样， 命题一得到肯定性的验证。
第 （３） 列—第 （６） 列的回归结果均显著为正， 结果表明无论是当期还是跨

期， 无论是目的地总数、 遭受壁垒的目的地数目还是未遭受壁垒的目的地数目， 企

业在实施目的地多样化策略时不仅会进入未对该产品施加壁垒的市场， 而且会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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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对该产品施加壁垒的市场。 这个结果对假设二进行了初步回答， 但企业将产品

进入已经对该产品施加壁垒的市场， 这个结果似乎令人疑惑， 本文接下来将对此进

行进一步研究。

表 ４　 基准回归

变量
目的地个数 遭受壁垒的目的地个数 未遭受壁垒的目的地个数

当期 （１） 跨期 （２） 当期 （３） 跨期 （４） 当期 （５） 跨期 （６）

壁垒
　 　 ０ ８８８４∗∗∗ 　 　 ０ ６０９１∗∗∗ 　 　 １ １７４６∗∗∗ 　 　 ０ ６５０２∗∗∗ 　 　 ０ ３１７７∗∗∗ 　 ０ １８２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总资产
０ ０２１２∗∗∗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２２４∗∗∗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公司年龄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观测值数目 ２ ４８１ ５３３ １ １１８ ４７８ ２ ４８１ ５３３ １ １１８ ４７８ ２ ４８１ ５３３ １ １１８ ４７８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４７４ ０ ５２０ ０ ７３２ ０ ５５９ ０ ３３４ ０ ３５５

公司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ＨＳ２－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 回归第 （１）、 （３）、 （５） 列为当期数据的回归， 回归第 （２）、 （４）、 （６） 列为跨期回归。 所有回归方差
均聚类到公司层面，∗∗∗ ｐ＜０ ０１，∗∗ ｐ＜０ ０５，∗ｐ＜０ １。 下同。

２ 基于分壁垒种类的回归分析

企业在出口产品未被实施壁垒的市场进行目的地多样化容易理解， 对于企业将

产品向已经对该产品施加壁垒的市场进行目的地多样化的动机， 可能是不同市场的

壁垒类型差异所致。 实际上， 三种壁垒对于同一产品的限制性效应是存在差异的。
例如， 靳玉英等 （２０１８）， 就美国对中国产品采取限制性贸易壁垒后的市场退出行

为的研究发现， 与另两类壁垒相反， 以给企业税收优惠等旨在给企业补贴这种类型

的壁垒即第二类壁垒并未带来企业的退出行为。 那么不同种类的贸易壁垒在对企业

出口目的地的多样化上是否会有不同的效用， 我们在本部分将对此进行研究， 表 ５
是对三种壁垒各自在出口产品目的地多样化上的作用比较结果。

表 ５　 分壁垒种类的回归分析

变量
第一类壁垒 第二类壁垒 第三类壁垒

当期 （１） 跨期 （２） 当期 （３） 跨期 （４） 当期 （５） 跨期 （６）

壁垒
　 　 ０ ２７０６∗∗∗ 　 　 ０ ２１７３∗∗∗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５４９∗∗∗ 　 　 ０ ９７１２∗∗∗ 　 １ １３０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目 ２ ４８１ ５３３ １ １１８ ４７８ ２ ４８１ ５３３ １ １１８ ４７８ ２ ４８１ ５３３ １ １１８ ４７８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３１６ ０ ４４２ ０ ３１０ ０ ４３８ ０ ３３９ ０ ５２３　

公司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ＨＳ２－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 第 （１）、 （２） 列中， 解释变量为第一类壁垒； 第 （３）、 （４） 列， 解释变量为第二类壁垒； 第 （５）、
（６） 列， 解释变量为第三类壁垒。 所有被解释变量均为 “企业—产品” 维度下的出口目的地数量。

观察表 ５ 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不同壁垒种类对企业的出口目的地多样化有着

不同的影响。 回归 （１） 列、 （２） 列和 （５） 列、 （６） 列均显著为正， 表明第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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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垒和第三类壁垒会促进企业产品的出口目的地多样化， 但回归 （３） 列的结果却

不显著， 即第二类壁垒的目的地多样化效果并不明显。 这也与我们的推测相一致，
企业目的地多样化的动机来自于风险分担， 由于第二类壁垒削弱了出口到该市场的

产品相对竞争力的程度， 企业将该产品退出该市场的动机相对较弱， 从而也就缺乏

足够的动机去进行出口目的地的多样化。
这个结果也再一次印证了不同壁垒种类对于企业的相同产品的作用效果是存在

差异的， 这也对假设三进行了肯定性的回答。 在表 ５ 的基准回归中， 我们对假设二

进行了初步回答， 即企业不仅在未遭受壁垒的市场进行目的地多样化， 还会在遭受

壁垒的市场进行目的地多样化。 而在表 ６ 的结果中又发现， 不同的壁垒类型对企业

相同产品的目的地多样化行为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 据此，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推测， 企业的出口产品可能在被施加不同类型的贸易壁垒的市场间转换， 这对企业

的产品为什么在受壁垒市场进行目的地开拓这一问题进行了解释， 下面将对此进行

验证。

表 ６　 产品遭受的某类壁垒对其在存在其他两类壁垒的新市场开拓行为的影响

变量
第一类壁垒 第二类壁垒 第三类壁垒

当期 （１） 跨期 （２） 当期 （３） 跨期 （４） 当期 （５） 跨期 （６）

壁垒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０８３∗∗∗ 　 ０ １５０７∗∗∗ 　 ０ ０７２９∗∗∗ 　 ０ ０５１７∗∗∗ 　 ０ ０５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目 ２ ４８１ ５３３ １ １１８ ４７８ ２ ４８１ ５３３ １ １１８ ４７８ ２ ４８１ ５３３ １ １１８ ４７８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２８１ ０ ３４２ ０ ２３９ ０ ２７９ ０ １４０ ０ １７９

公司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ＨＳ２－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 第 （１）、 （２） 列结果的解释变量为第一类壁垒， 被解释变量为遭受第二、 三类壁垒的目的地数目之和；
同理， 第 （３）、 （４） 列结果的解释变量为第二类壁垒， 被解释变量为遭受第一、 三类壁垒的目的地数目之
和； 第 （５）、 （６） 列结果的解释变量为第三类壁垒， 被解释变量为遭受第一、 二类壁垒的目的地数目之和。

在表 ６ 中， 以第 Ｘ 类壁垒为解释变量， 以遭受其他两类壁垒的目的地数量之

和为被解释变量， 以此来验证企业的某种产品在遭受某类壁垒之后是否会进入对该

产品施加其他类型壁垒的市场， 从而实现该产品的市场多样化。 表 ７ 表明， 各项检

验结果均十分显著。 可见， 在某产品遭受某种壁垒时， 企业确实会让该产品进入对

该产品施加其他类型壁垒的市场。 这意味着企业在产品遭受限制性贸易壁垒后将该

产品目的地多样化的行为是广泛存在的， 并不仅限于未对该产品实施过壁垒的市

场， 还会进入已经对该产品实施过壁垒的市场， 这个结果也是对假设二的进一步验

证。 换言之， 企业会将遭受壁垒的产品新进入到对该产品施加其他类型壁垒的市

场。 例如， 企业的产品在一个市场受到了第一种壁垒的约束， 它可能会寻求进入到

对该产品施加第二、 三类壁垒的市场。 主要原因在于不同大类壁垒之间是存在很大

的差异的， 不同种类的壁垒对企业的出口限制行为不同， 比如第二类壁垒对企业的

目的地多样化没有显著的影响。 对于这些实施了第二大类壁垒的市场， 企业仍然会

选择进入， 甚至每一大类的不同小类壁垒之间也存在差异， 所以这就使得企业在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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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实施壁垒的市场的目的地多样化行为变得十分普遍。
３ 向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新市场开拓效应分析

从描述性统计中可以发现， 我国出口产品遭受的壁垒主要来自于美国、 阿根

廷、 德国等非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而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市场广大， 且限

制性贸易壁垒普遍较低。 加强与 “一带一路” 国家的经济合作， 对于我国深度参

与国际分工， 掌握新一轮国际经济秩序构建中的主导权具有至关重要意义。 贸易是

国际经济合作的核心内容之一。 在美国次贷危机后， 以美国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

在各国普遍实行， 我国出口已成为最大的被冲击对象。 这一轮贸易保护主义对于我

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贸易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国出口受非 “一带

一路” 沿线国家限制性贸易壁垒为主的冲击是否会促使中国企业更重视 “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的出口市场？ 为此， 本文在此检验非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针对中

国产品的限制性贸易壁垒是否导致中国企业的出口向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拓展，
从而实现出口产品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市场的多样化。

这里的解释变量为非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对我国出口产品所施加的贸易壁

垒， 被解释变量为 “企业—产品” 组合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目的地数目。
与前面相一致， 这里同样分为总的目的地数目、 遭受壁垒的目的地数目和未遭受壁

垒的目的地数目。

表 ７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转移分析

变量
目的地个数 遭受壁垒的目的地个数 未遭受壁垒的目的地个数

当期 （１） 跨期 （２） 当期 （３） 跨期 （４） 当期 （５） 跨期 （６）

壁垒
　 ０ ９１７９∗∗∗ 　 ０ ９４０２∗∗∗ 　 ０ ３２８７∗∗∗ 　 ０ ３２４７∗∗∗ 　 ０ ８７７０∗∗∗ 　 ０ ９０８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目 ２ ４８１ ５０８ １ １１８ ４５３ ２ ４８１ ５０８ １ １１８ ４５３ ２ ４８１ ５０８ １ １１８ ４５３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４２３ ０ ５１３ ０ ２２２ ０ ２８０ ０ ４１８ ０ ５０９

公司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ＨＳ２－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 第 （１）、 （３） 和 （５） 列为基于当期数据的回归结果， 第 （２）、 （４） 和 （６） 列为跨期回归结果。

在表 ７ 的回归结果中， 无论是当期还是跨期、 无论是出口产品被施加壁垒的市

场还是未被施加壁垒的市场， 结果都显著为正。 这意味着企业出口产品在非 “一
带一路” 沿线国家遭受了贸易壁垒， 企业会将该产品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

行出口目的地的多样化， 这个多样化行为在未对该产品实施壁垒的国家和已对该产

品实施壁垒的国家均存在。 这一实证结果回答了假设四， 在非 “一带一路” 国家

遭受的限制性壁垒时， 企业倾向于在 “一带一路” 国家进行出口产品目的地的多

样化。
（二）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前文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基于如下两种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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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保留所有的壁垒种类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全球对中国使用的贸易壁垒一共 ３５ 项， 本文剔除了使用频率低

于 １０ 次的壁垒种类 １４ 项， 仅保留了剩下的 ２１ 项。 在这部分的稳健性检验中， 我

们保留所有壁垒种类， 其他方法与基准回归完全一致， 结果见表 ８ 的 “Ｐａｎｅｌ Ａ”，
可以发现结果与表 ５ 的基准回归完全一致。

２ 加总到 “年份—产品” 层面

把本文用到的微观企业数据在公司层面进行加总， 即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

中国海关数据库的配对数据加总为一个 “年份—产品” 维度的面板数据， 然后根

据产品代码和年份与全球贸易壁垒数据库进行配对， 得到 “年份—产品” 层面产

品是否遭受壁垒的数据。 基于此数据再次进行回归分析， 并且控制了 ＨＳ２ 行业和

年份层面的固定效应， 具体结果见表 ８ 的 “Ｐａｎｅｌ Ｂ”。 可以发现， 使用加总的产品

层面数据进行分析， 得到的结果仍然是显著的。 这两个稳健性检验的结果都表明我

们的结论是稳健的。

表 ８　 稳健性检验

Ｐａｎｅｌ Ａ
目的地个数 遭受壁垒的目的地个数 未遭受壁垒的目的地个数

当期 跨期 当期 跨期 当期 跨期

壁垒
　 　 １ ４７０９∗∗∗ 　 　 １ ３９３９∗∗∗ 　 　 ２ ６９１５∗∗∗ 　 　 １ ０５７９∗∗∗ 　 １ ４４８９∗∗∗ 　 １ ４０４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目 ２ ４８１ ５３３ ４４６ ６０１ ２ ４８１ ５３３ ４４６ ６０１ ２ ４８１ ５３３ ４４６ ６０１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５６５ ０ ６３４ ０ ６５０ ０ ５０７ ０ ５６０　 ０ ６３２　

公司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ＨＳ２－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Ｐａｎｅｌ Ｂ

壁垒
２ １８３４∗∗∗ ２ ００９５∗∗∗ ３ ０１００∗∗∗ ２ ０８４５∗∗∗ ２ ０２０２∗∗∗ １ ９１１８∗∗∗

（０ ０２０）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７） （０ ０４５） （０ ０２０） （０ ０４０）
观测值数目 ２２ ６３５ ５ ６５１ ２２ ６３５ ５ ６５１ ２２ ６３５ ５ ６５１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５７２ ０ ５８２ ０ ７３２ ０ ５７１ ０ ５５０ ０ ５７３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ＨＳ６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 Ｐａｎｅｌ Ａ 方差聚类到公司层面， Ｐａｎｅｌ Ｂ 的方差聚类到产品层面，∗∗∗ｐ＜０ ０１， ∗∗ｐ＜０ ０５， ∗ｐ＜０ １。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 同时与全球贸易壁垒数据库

相结合， 就来自全球范围的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限制性贸易壁垒对中国企业出口产

品目的地选择的影响进行研究。 对于这一问题， 本文从以下四个具体命题进行了探

讨， 分别是： 企业在产品遭受贸易壁垒时是否会选择将该产品的目的地多样化？ 这

种多样化是仅仅只在该产品未遭受贸易壁垒的目的地中进行还是也会在该产品遭受

壁垒的目的地中进行？ 不同类型壁垒是否对企业产品的目的地多样性有不同的作

用？ 企业在产品遭受贸易壁垒时是否会将该产品向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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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 限制性贸易壁垒会促进企业将遭受壁垒产

品的目的地多样化； 第二， 这种限制性壁垒促进企业遭受壁垒产品目的地多样化

的行为不仅存在于未对该产品实施壁垒的目的地， 还存在于已对该产品实施壁垒

的目的地； 第三， 不同类型壁垒对出口产品目的地多样化的作用不同， 第一类和

第三类壁垒对企业产品的目的地多样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但第二类壁垒的作用

不明显； 第四， 企业会倾向于将遭受壁垒的产品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行

目的地多样化。
以上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首先， 我国企业在出口产品遭受限制性贸易壁

垒时， 会自发地对该产品的出口目的地多样化， 这有助于抵御单个市场的不确定风

险， 这是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的一个积极影响。 其次， 不同种类的贸易壁垒对企业

的作用存在差异， 在面临国外不同的贸易壁垒时我国应有针对性性地采取应对措

施。 最后， 当出口在某个市场遭遇限制性贸易壁垒时， 企业会将该产品向 “一带

一路” 沿线国家转移， 这说明来自美国为首的非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贸易保

护主义行为将促进我国以出口为载体的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经济一体化，
基于此我国在制定相应政策时可以对企业作相应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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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ｒｔ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ｉ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ｍｐｌ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ｗｈ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ｙ ｔｈｅｉｒ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 Ｔｒａｄ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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