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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多产品企业框架分析了贸易便利化对于多产品企业出口的影响

机制： 贸易便利化降低了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 通过门槛效应、 竞争效

应作用于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 进一步地， 我们使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中国制造业企

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决策有促进作用， 促进作

用随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减弱； 深入到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层面， 贸易便利化促进企

业出口的扩展边际， 抑制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 考虑企业异质性， 贸易便利化对扩

展边际的促进作用随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 对集约边际的抑

制作用随企业生产率的提升而降低； 考虑产品异质性， 贸易便利化对于核心产品出

口额的抑制作用小于边缘产品， 其降低了企业的出口集中度； 考虑不同出口贸易方

式， 贸易便利化对于一般贸易企业的影响大于加工贸易企业。 另外， 我们还发现贸

易便利化有利于推动贸易关系的稳定发展， 延长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 相关的稳健

性检验证明了结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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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前环境下， 传统贸易壁垒减少， 全球关税已降到较低水平①， 高水平的贸易自

由化意味着通过大幅降低关税促进贸易增长的空间已经很小。 另一方面， 低效冗余

的贸易流程以及不完善的基础设施等带来的高贸易成本②成为阻碍贸易发展的重要

因素， 与之相关的贸易便利化引起了政府与学术界的关注。 大量研究表明， 贸易便

利化有利于推动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贸易福利的增加， 贸易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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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贸易综合解决方案 （ＷＩＴＳ） 公布的相关数据， 截至２０１７年， 全球ＡＨＳ 加权平均关税水平为４ ５７％。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预测， 贸易过程中 “繁文缛节” 的减少可以使发达经济体的贸易成本

降低约 １０％， 使发展中经济体降低约 １５％。



改革已成为 “后关税时代” 降低全球贸易成本的重要举措 （Ｗｉｌ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１］；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ａｎｄ Ｍａ， ２０１４［２］； Ｍｏïｓé ａｎｄ Ｓｏｒｅｓｃｕ， ２０１３［３］ ）。 相比于贸易自由化进程，
贸易便利化措施带来的贸易摩擦更小， 贸易双方更容易搁置争议， 实现共赢。

企业是出口行为的主要参与者， 也是贸易便利化最主要的利益相关者。 根据钱

学锋等 （２０１３） ［４］与彭国华和夏帆 （２０１３） ［５］ 的研究，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 中国制造业

出口企业中多产品出口企业的数量占全部出口企业数量的 ７５％以上， 出口金额占

比达到了 ９５％， 多产品企业是中国出口行为的主体。 分析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多产

品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遗憾的是， 目前关于贸易便利化的文

献多集中于宏观角度 （Ｗｉｌ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６］； Ｍｏïｓé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７］； Ｍｏïｓéａｎｄ Ｓｏ⁃
ｒｅｓｃｕ， ２０１５［８］； 汪戎和李波， ２０１５［９］）， 从微观角度分析贸易便利化与企业出口行

为特别是与中国企业出口相关的文献却很匮乏。 贸易便利化对于企业出口决策、 多

产品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以及目的地的选择有何影响？ 考虑企业异质性， 贸易便利化

对于不同生产率企业的作用效果是否也存在差异？ 考虑产品排序， 贸易便利化对于

多产品出口企业的产品转换行为有何影响？ 进一步的， 贸易便利化是否有利于维持

贸易关系的稳定发展？ 这些问题的研究更有利于我们细致了解贸易便利化与多产品

企业出口的关系， 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与贸易便利化相关的研究视角。 基于此， 本文

尝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梳理贸易便利化对多产品出口企业的影响机制， 并使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及海关数据， 实证分析贸易便利化对于企业

出口决策、 多产品出口企业的二元边际、 产品转换行为以及出口持续期等方面的

影响。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为文献综述， 第二部分为影响机制分

析， 第三部分为计量模型构建与变量、 数据说明， 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 第

五部分为进一步的研究： 贸易便利化与企业出口持续期， 最后为结论与启示。

一、 文献综述

Ｍｅｌｉｔｚ 和 Ｂｅｒｎａｒｄ 等建立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均假定企业只出口一种产品， 这不

仅违背了多产品出口企业普遍存在的广泛事实， 而且基于此假定分解贸易结构会掩

盖企业内扩展边际调整所带来的贸易利得， 得出片面或者错误的结论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１０］； 钱学锋等， ２０１３； 陈勇兵和李冬阳， ２０１５［１１］ ）。 考虑到异质性模型

单一产品企业假定的局限性，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

（ Ａｒｋｏｌａｋｉｓ ａｎｄ Ｍｕｅｎｄｌｅｒ， ２０１１［１２］；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ａｎｄ Ｍａ， ２００７［１３］； Ｍａｙ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１４］）。 与本文研究较为相关的一支文献为贸易政策 （贸易自由化） 的变化所

引起的贸易成本的下降对于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我们尝试借鉴贸易自由化

与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的分析框架研究贸易便利化与多产品企业出口的关系。 理论

研究方面，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和 Ｍａ （２００７） 认为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市场规模的扩大会增加

企业出口的产品种类； Ａｒｋｏｌａｋｉｓ 和 Ｍｕｅｎｄｌｅｒ （２０１１） 则认为固定进入成本的下降

主要通过使新企业进入出口市场而不是增加持续出口企业的产品种类来促进贸易扩

张。 进一步的， Ｂｅｒｎａｒｄ 等 （２０１１） 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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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出口的影响， 并将企业异质性纳入研究之中。 就生产而言， 他们认为面对贸易自

由化的冲击， 企业的生产范围因生产率而异， 生产率高的企业扩张生产范围， 生产

率低的企业减少生产范围； 就出口而言， 可变贸易成本降低会提高企业出口的扩展

边际 （包括出口企业数量和出口产品种类）， 对集约边际 （每种产品的平均出口

额） 的影响不确定。 Ｎｏｃｋｅ 和 Ｙｅａｐｌｅ （２０１４） ［１５］ 以及 Ｑｉｕ 和 Ｙｕ （２０１３） ［１６］ 研究发

现企业会根据其能力 （生产率、 管理效率等） 调整出口的产品范围。 不同于以上

的研究， Ｍａｙｅｒ 等 （２０１４） 将产品的异质性考虑在内， 分析市场竞争对于产品组合

的影响。 模型揭示出即使在既定的产品范围内， 多产品出口企业也会迫于市场竞争

的压力， 调整出口产品组合， 集中生产核心产品。 经验研究方面， Ｉａｃｏｖｏｎｅ 和 Ｊａ⁃
ｖｏｒｃｉｋ （２０１０） ［１７］发现美国降低对墨西哥的进口关税会使墨西哥企业的出口产品种

类增加； 另外， 贸易成本的下降还会提高企业进行产品转换行为的概率与频率。 与

此不同， Ｑｉｕ 和 Ｙｕ （２０１３） 的研究却指出目的国单方削减进口关税会使中国出口

企业缩减出口产品范围。 以上研究表明， 贸易自由化引致的贸易成本下降会作用于

企业出口决策、 出口二元边际以及产品转换行为等。 那么， 作为 “后关税时代”
降低贸易成本重要措施的贸易便利化对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有何影响？

贸易便利化改革的一系列措施， 包括减少通关程序与相关文件， 提高通关的信

息化水平， 完善进出口的相关法律， 增强各国海关的相互合作等， 可以有效降低企业

的出口成本 （Ｈｅｌｌｑｖｉｓｔ， ２００３［１８］； Ｍｉｌｎ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１９］）。 但出于数据获取等方面的

原因， 从企业角度实证分析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文献却只有少数几篇。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 和 Ｆｏｒｓｌｉｄｙ （２０１１） ［２０］利用瑞士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

提高降低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固定成本， 使更多低生产率企业进入出口市场。 Ｆｏｎ⁃
ｔａｇｎｅ 等［２１］ （２０１６） 实证分析了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额 （企业层面集约边际）、 产

品平均出口额 （产品层面集约边际）、 产品出口种类 （产品层面扩展边际） 的影响。
研究发现， 信息可获得性， 事先裁定， 上诉流程等贸易便利化举措对规模较小的出口

企业有益； 精简通关手续与自动化， 以及与预防腐败相关的贸易便利化措施对规模较

大的出口企业作用明显。 李波和杨先明 （２０１８） ［２２］基于产业集聚视角构建了贸易便利

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框架， 并利用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发现， 贸易便利化显著促进

企业生产率的进步， 促进作用随着所属行业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而增强。
与现有文献相比，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从研究视角来

看， 本文从微观角度出发， 基于 Ｂｅｒｎａｒｄ 等人的多产品企业框架研究贸易便利化与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的关系。 从研究内容来看， 本文梳理总结了贸易便利化对

多产品企业出口的影响机制， 探究其对企业出口决策、 出口二元边际以及产品转换

行为的影响， 并将企业异质性和产品异质性考虑在内； 进一步的， 我们还分析了贸

易便利化对于企业出口持续期的影响， 在当前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 如何促进贸

易平稳发展亟待解决， 因此关注企业出口持续期问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目前尚

未有文献分析贸易便利化与企业出口持续期的关系。 从研究方法来看， 本文以企业

所在地到最近港口的距离为权重， 将省份层面的贸易便利化指标扩展到企业层面。
相比于国家层面与省份层面的贸易便利化指标而言， 企业层面的指标对企业出口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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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约束力， 估计结果受内生性问题的影响更小。 我们还采用多种方法对推论进行经

验检验， 给出了企业针对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做出的出口行为调整的相关解释。 本

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贸易便利化对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经验

证据， 并拓展了与贸易便利化相关的研究视角。

二、 影响机制分析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 本文将贸易便利化对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机制总结

为： 贸易便利化降低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 （包括一次性沉没成本与合规成本） 与

可变成本 （又称冰山成本）， 通过门槛效应、 竞争效应作用于多产品企业出口行

为， 该作用受企业异质性和产品异质性的影响。
贸易便利化降低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主要体现在： （１） 潜在的出口企业在进

入出口市场之前， 需要了解必要的贸易程序， 程序越复杂， 所付出的成本越高； 其

次， 企业需要对目的国做市场、 法律、 文化背景等相关调研， 目的国公开信息越

少， 风险与调研成本越高； 这类成本可视为进入市场的一次性沉没成本。 被 ＷＴＯ
列入贸易便利化范畴的措施， 如提高信息可获得性①、 提高贸易机构参与度与加强

跨境合作等， 可以有效降低出口企业进入市场的一次性沉没成本。 （２） 企业在进

行跨境运输时， 必须遵守相关程序， 即使企业支付了一次性沉没成本， 仍需要花费

精力与时间填写相关单据， 提供相关证明， 这些合规成本不随企业出口额的大小而

变化， 可以视为出口的固定成本。 包括手续—文件、 手续—自动化、 治理与公正性

等贸易便利化措施可以显著降低这类成本。
贸易便利化降低企业出口的可变成本体现在： 低效复杂的贸易流程容易造成运

输延误， 商品会因此产生折旧给企业带来损失， 长时间的延迟还会增加货物的存储

成本， 增加交易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贸易便利化中包括事先告知、 费用与收费等措

施对降低可变成本有积极的作用。
贸易便利化通过门槛效应与竞争效应作用于多产品企业的出口决策与出口的二

元边际。
（１） 门槛效应。 Ａｒｋｏｌａｋｉｓ 和 Ｍｕｅｎｄｌｅｒ （２０１１） 构建的多产品企业模型考虑了

三个维度的异质性， 一为企业的整体生产率， 影响企业出口决策； 二为企业在产品

层面的生产效率， 影响企业在特定目的国市场的出口产品种类； 三为市场进入成

本， 影响企业对于目的地的选择。 基于此设定， 贸易便利化减少出口固定成本， 使

之前因无法承受高固定成本而放弃出口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 降低企业出口的生产

率门槛。 进一步深入到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层面， 贸易便利化降低了目的国市场与

特定产品的准入门槛， 提升了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
（２） 竞争效应。 一方面， 出口可变成本的下降会增加企业产品的平均出口额

（Ｃｈａｎｅｙ， ２００８［２３］； Ｋａｎｃｓ， ２００７［２４］ ）； 另一方面， 出口固定成本下降使更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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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提到的有关贸易便利化具体措施来自 ＷＴＯ 《贸易便利化协议》 与 ＯＥＣＤ 贸易便利化指标 （ＴＦＩｓ）
介绍， 下同。



进入出口市场， 在特定目的国市场需求给定的条件下， 企业特定出口商品的市场份

额随之降低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贸易便利化同时作用于企业的出口可变成本

与固定成本， 对于企业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不确定。 根据 Ｍｏïｓé 和 Ｓｏｒｅｓｃｕ （２０１３）
以及 Ｐｅｒｓｓｏｎ （２０１３） ［２５］等人的研究， 贸易便利化对于固定成本的削减作用要强于

可变成本， 竞争效应大于增加效应， 因此我们推测贸易便利化会对企业出口集约边

际有负的影响。
（３） 企业异质性边界条件。 贸易便利化的作用效果受企业异质性影响， 对于

企业出口决策， 贸易便利化降低了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 原来因无法承受高出口固

定成本而放弃出口的低生产率企业会选择进入出口市场。 相反， 生产率较高的企业

本来对高出口固定成本就有较强的容忍度， 贸易便利化引致的出口固定成本下降对

其出口决策的促进作用较小。 因此，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决策的促进作用随生产

率的提高而减小。 对于企业出口扩展边际， 根据 Ａｒｋｏｌａｋｉｓ 和 Ｍｕｅｎｄｌｅｒ （２０１１）， 企

业生产率越高， 增加额外的出口产品种类与出口市场所付出的边际成本越小； 反

之， 企业生产率越低， 所付出的边际成本越大， 因此， 贸易便利化对低生产率企业

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对于企业出口集约边际， 企业生产率越高， 其出口产

品竞争力更强， 特定产品市场份额所受贸易便利化的冲击更小； 企业生产率越低，
其出口产品竞争力越小， 特定产品的市场份额所受冲击更大。 因此， 贸易便利化对

于低生产率企业的集约边际抑制作用更明显。
（４） 产品异质性边界条件。 考虑产品排序， 核心产品相较于边缘产品具有更

强的竞争力 （Ｍａｙ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其出口额受贸易便利化的负向影响要小于边缘

产品。 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不能就此断定贸易便利化因此提高了企业的出口集中

度， 因为贸易便利化增加了企业出口的产品范围， 出口产品范围广泛的企业倾向于

拥有较低的出口集中度， 所以贸易便利化对于企业出口集中度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基于以上机制分析， 本文得出如下推论：

推论 １：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决策有促进作用， 促进作用随着企业生产率的

提高而降低。
推论 ２： 贸易便利化提升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 降低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 对

于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随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减弱。
推论 ３： 考虑产品异质性， 贸易便利化对于核心产品出口额的抑制作用小于边

缘产品， 贸易便利化对于企业出口集中度的影响不确定。

三、 计量模型构建与变量、 数据说明

（一） 计量模型构建

首先， 为了分析贸易便利化水平与企业出口决策的关系， 我们在既有理论和实

证研究的基础上， 构建了如下计量模型：
ｄｕｍｅｘｐｉｔ ＝ α０ ＋ α１ＴＦＩｉｔ ＋ α２ ｔｆｐｉｔ ＋ Ｘ ｉｔγ ＋ σｄ ＋ σ ｊ ＋ σｔ ＋ εｉｔ （１）

其中， 下标 ｉ、 ｄ 、 ｊ 、 ｔ分别表示企业、 地区、 行业和年份。 ｄｕｍｅｘｐｉｔ 为企业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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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的虚拟变量， ｄｕｍｅｘｐｉｔ ＝ １ 表示企业出口， ｄｕｍｅｘｐｉｔ ＝ ０ 为不出口。 ＴＦＩｉｔ 为企业层

面的贸易便利化指数， ｔｆｐｉｔ 为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 Ｘ ｉｔ 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主要包括： 企业规模、 企业年龄， 平均工资、 融资约束、 企业是否为外资企业。
σｄ 、 σ ｊ 、 σｔ 分别表示地区、 行业与时间效应， εｉｔ 表示随机扰动项。

同样的， 为了考察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我们参考 Ｂｅｒｎａｒｄ
等 （２０１１） 与 Ｍａｙｅｒ 等 （２０１４） 的研究， 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ｃｎｕｍｂｅｒｉｔ ＝ α０ ＋ α１ＴＦＩｉｔ ＋ α２ ｔｆｐｉｔ ＋ Ｘ ｉｔγ ＋ σｄ ＋ σ ｊ ＋ σｔ ＋ εｉｔ （２）
ｐｎｕｍｂｅｒｉｔ ＝ α０ ＋ α１ＴＦＩｉｔ ＋ α２ ｔｆｐｉｔ ＋ Ｘ ｉｔγ ＋ σｄ ＋ σ ｊ ＋ σｔ ＋ εｉｔ （３）
ｅｘｐｏｒｔｉｈｋｔ ＝ α０ ＋ α１ＴＦＩｉｔ ＋ α２ ｔｆｐｉｔ ＋ Ｘ ｉｔγ ＋ σｉｈｋ ＋ σｔ ＋ εｉｈｋｔ （４）

其中， 下标 ｉ、 ｄ 、 ｊ 、 ｈ 、 ｋ 、 ｔ分别表示企业、 地区、 行业、 产品、 国家和年份。
ｃｎｕｍｂｅｒｉｔ 为企业出口目的国的数量， ｐｎｕｍｂｅｒｉｔ 为企业出口的产品种类， 二者代表企

业出口的扩展边际， ｅｘｐｏｒｔｉｈｋｔ 为企业—产品—国家层面的出口额， 衡量企业出口的

集约边际。 σｉｈｋｔ 和 σｔ 分别表示企业—产品—国家层面效应与年份效应， （２）、 （３）、
（４） 式的控制变量与 （１） 式相同。

（二 ） 变量设置

１ 贸易便利化指标构建

本文借鉴 Ｗｉｌｓｏｎ 等 （２００３）、 Ｗｉｌｓｏｎ 等 （２００５） 的研究成果， 从法制环境、 口岸

效率、 交通基础设施和电子商务 ４ 个方面构建贸易便利化指标。 先采用计分和代理变

量的形式测算出各个省份在贸易便利化相应领域的得分， 取平均值作为各省贸易便利

化水平的综合得分。 其中， 我们以 《中国市场化指数》 中的 “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

和法律制度环境” 衡量各省的法制环境； 以 《中国口岸年鉴》 中各省区通过口岸进

出口总额与各省进出口总额的比值测算口岸效率； 以每 １０００ 平方公里交通网络密度

代表各省的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以信息化发展指数衡量各省电子商务发展状况 （李
波和杨先明， ２０１８）。 我们计算了中国 ３１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的贸易便利化指

数。 进一步的， 考虑到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于内陆地区， 各省份中距离港口

越近的地级市开埠时间较早， 进出口贸易规模较大， 贸易便利化水平也相应较高。 我

们以企业所在地 （地级市） 到最近港口的距离的倒数为权重， 将省份层面的贸易便

利化指数细分至企业层面并进行标准化①处理， 以此指标作为贸易便利化的代理指

标进行实证分析， 取对数值进入方程。 参照黄玖立和徐旻鸿 （２０１２） ［２６］的研究， 我

们取年均吞吐量 １００ 万吨以上的 ３９ 个港口②作为本文考察的主要港口， 数据来源

于 《中国海洋年鉴》。
２ 企业出口决策与二元边际

考虑到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出口交货值与海关数据库中的出口额不一致， 在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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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①标准化的转换公式为

３９ 个港口分别位于天津、 唐山、 秦皇岛、 大连、 丹东、 锦州、 营口、 上海、 南通、 连云港、 盐城、 宁

波、 温州、 嘉兴、 舟山、 台州、 福州、 厦门、 莆田、 泉州、 漳州、 宁德、 青岛、 东营、 烟台、 威海、 日照、
广州、 深圳、 珠海、 汕头、 湛江、 茂名、 惠州、 东莞、 北海、 防城港、 钦州、 海口。



业是否出口进行定义时， 若二者至少有一个数值大于零， 我们将该企业定义为出口企

业， 否则为非出口企业。 参照 Ｂｅｒｎａｒｄ 等 （２０１１）、 Ａｒｋｏｌａｋｉｓ 和 Ｍｕｅｎｄｌｅｒ （２０１１） 等

人的研究， 我们将企业的扩展边际定义为企业出口目的国数量与企业产品出口种类；
将企业的集约边际定义为企业—国家—产品维度的出口额， 取对数值进入方程。

３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使用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 ｔｆｐ） 衡量企业异质性， 我们使用以中间品投入

为代理变量的 ＬＰ 法测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ｉｎ， ２００３［２７］； 易

靖韬和蒙双， ２０１８［２８］）。 为了反映劳动和资本对于经济的真实贡献， 以 ２０００ 年为

基期， 将名义变量换算成其对应的实际值。
４ 产品排序与出口集中度

本文以产品出口额的大小为依据对企业出口的产品进行排序， 出口额最多的产

品 ｒａｎｋ ＝ １， 以此类推， 取对数进入方程。 出口额最多的产品为核心产品， 其余为

非核心产品， 我们将多产品企业的出口集中度 （ ｃｎ） 定义为为企业对特定国家核

心产品出口额占企业总出口额的比值。
５ 其他控制变量

（１） 企业规模 （ ｓｉｚｅ） ， 使用企业产品销售收入衡量， 取对数值进入方程；
（２） 企业年龄 （ａｇｅ） ， 使用企业生存年限衡量， 取对数值进入方程； （３） 企业平

均工资 （ｗａｇｅ） ， 使用工资总额与从业人员人数的比值衡量， 取对数值进入方程；
（４） 融资约束 （ ｆｉｎａｎｃｅ） ， 使用利息支出与固定资产净值的比值衡量； （５） 虚拟变

量企业是否为外资企业 （ ｆｏｒｅｉｇｎ） ， 若企业为外资企业则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１， 否则为 ０。
（三） 数据说明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 我们以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６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财务和海关信息为研究样本。 为了达到研究目的， 我们

对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 首先， 剔除了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具有如下特征的研究样

本： （１） 主要变量和数据缺失； （２） 就业人数小于 １０； （３） 不符合会计准则。 其

次， 我们借鉴 Ｑｉｕ 和 Ｙｕ （２０１３） 的方法， 先将海关月度数据加总成年度数据， 分

别使用企业名称、 企业所在地的邮政编码与企业电话号码后七位、 企业所在地邮

政编码与企业联系人对两套数据进行匹配， 匹配成功后， 去掉贸易额为负值的

样本。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贸易便利化、 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出口决策

分析贸易便利化与企业出口决策时，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为二值变量， 使用面板

ｐｒｏｂｉｔ 随机效应模型对方程进行估计， 表 １ 第 （１） 列报告了 （１） 式的估计结果。 从中

可知，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显著为正， 这与 Ｌｉ 和 Ｗｉｌｓｏｎ （２００９）［２９］以及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 和 Ｆｏｒｓｌｉｄｙ （２０１１） 的研究结论一致。 企业的生产率越高， 出口概率越大， 验

证了生产率与出口决策的正向关系。 企业规模、 企业年龄、 平均工资以及企业是否为

外资企业等控制变量对企业出口决策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与预期结论一致。 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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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为了检验企业异质性在贸易便利化影响企业出口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在

（１） 式的基础上加入贸易便利化与企业生产率的交互项， 具体形式如式 （５） 所示：

　 ｄｕｍｅｘｐｉｔ ＝ α０ ＋ α１ＴＦＩｉｔ ＋ α２ ｔｆｐｉｔ ＋ ∑
ａ
βａ ｔｆｐｄｉｔａ × ＴＦＩｉｔ ＋ Ｘ ｉｔγ ＋ σｄ ＋ σ ｊ ＋ σｔ ＋ εｉｔ

（５）
其中， ｔｆｐｄ 为衡量企业生产率等级的虚拟变量， ｔｆｐｄ１、 ｔｆｐｄ２、 与 ｔｆｐｄ３ 分别代表

生产率在 ０％～２５％、 ２５％－７５％和 ７５％－１００％之间的企业等级。 在计量方程中只出

现 ｔｆｐｄ２ 与 ｔｆｐｄ３， βａ（ａ ＝ ２， ３） 为交互项的系数， 预期 βａ 为负， 且 β２ ＜ β３ 。 估

计结果如表 １ 第 （２） 列所示， 从中可知， 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示为负， 且随着企业

生产率的提高，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决策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 验证了推论 １。

表 １　 对企业出口决策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ｅｘｐｏｒｔ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ＦＩ ０ ３２４６∗∗∗ ０ ３７６５∗∗∗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３７）

ｔｆｐ ０ ０９７０∗∗∗ ０ ０２９０∗∗∗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０４４）

ｓｉｚｅ ０ ４３３４∗∗∗ ０ ４３３７∗∗∗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２９）

ａｇｅ ０ ０７４４∗∗∗ ０ ０７４０∗∗∗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０５１）

ｗａｇｅ ０ １５７６∗∗∗ ０ １５８５∗∗∗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４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 ０２１７ ０ ０１７１
（０ ０１３６） （０ ０１３６）

ｆｏｒｅｉｇｎ ０ １５７９０∗∗∗ ０ １５８４６∗∗∗

（０ ０１５１） （０ ０１５１）

ＴＦＩ ｔｆｐｄ２ －０ ０４０６∗∗∗

（０ ００３０）

ＴＦＩ ｔｆｐ３ －０ １１２２∗∗∗

（０ ００４０）

常数项
－１１ ７９６５∗∗∗ －１１ ３５１４∗∗∗

（０ ０７３５） （０ ０７５４）
地区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 １２８ ０２２ １ １２８ ０２２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非线性模型报告的为

边际效应值， 下表同。

（二） 贸易便利化、 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

接下来分析贸易便利化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关系， 当被解释变量为出口目的

国数量与产品种类时， 其为离散变量， 故使用面板负二项回归随机效应方法进行估

计 （Ｑｉｕ ａｎｄ Ｙｕ， ２０１３； 易靖韬和蒙双， ２０１８）。 表 ２ （１）、 （３） 列汇报了 （２）、
（３） 式的估计结果。 从中可知， 贸易便利化每提高 １％， 企业出口目的国数量和产

品种类平均增加 ０ ０４３ 和 ０ ０５１ 个单位， 在 １％水平上显著。 当被解释变量为企业

某产品在特定市场的出口额时， 其为连续变量， 因此使用面板固定效应估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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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第 （５） 列汇报了 （４） 式的估计结果。 从中可知， 贸易便利化每提高 １％， 企

业特定市场产品的出口额降低约 ０ ５８３％， 在 １％水平上显著。 表 ２ 第 （１）、 （３）、
（５） 列的估计结果验证了推论 ２ 的部分结论， 即贸易便利化提升企业出口的扩展

边际， 抑制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
考虑企业异质性， 我们在 （２）、 （３）、 （４） 式的基础上加入贸易便利化与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的交互项， 表 ２ 第 （２）、 （４）、 （６） 列汇报了估计结果。 就企业出口扩展边际

而言， 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市场规模与产品种类的促进

作用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就集约边际而言， 贸易便利化对产品出口额的抑制作用

随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而降低。 对于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生产率边界， 实证结果与推论 ２
不一致， 贸易便利化对于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没有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而减弱， 而是呈倒 Ｕ 型。 可能的解释是低生产率企业只能负担较低的出口固定成本，
贸易便利化带来的贸易成本降低仅使低生产率企业在出口市场的存活率上升， 但不足以

完全覆盖其开拓国外市场与增加出口产品种类的固定成本， 因此， 贸易便利化对于低生

产率企业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没有预期的程度大。 相反， 具有较高生产率的企业因能承

受较高的固定成本在出口市场与产品种类扩张层面受益更多。

表 ２　 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ｃｎｕｍｂｅｒ ｃｎｕｍｂｅｒ ｐｎｕｍｂｅｒ ｐｎｕｍｂｅｒ ｅｘｐｏｒｔ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ＦＩ ０ ０４２６∗∗∗ ０ ０４２５∗∗∗ ０ ０５１２∗∗∗ ０ ０５１２∗∗∗ －０ ５８２８∗∗∗ －０ ５８１３∗∗∗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７２２） （０ ０７２２）

ｔｆｐ ０ ０５６３∗∗∗ ０ ０４３０∗∗∗ ０ ０３８６∗∗∗ ０ ０３２４∗∗∗ －０ ０２５５∗∗∗ －０ ０２５０∗∗∗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８９） （０ ００８９）

ＴＦＩ ｔｆｐｄ２ ０ ０５１９∗∗∗ ０ ０２３５∗∗ ０ ０１４１∗∗∗

（０ ００８６） （０ ００９９） （０ ００４１）

ＴＦＩ ｔｆｐ３ ０ ０４１３∗∗∗ ０ ０１７４∗∗∗ ０ ０５１５∗∗∗

（０ ００５５） （０ ００６２） （０ ００６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 ２１４５ －０ １３３８ ０ ０７２３ ０ １１０３ ６ ８２８３∗∗∗ ６ ８９５４∗∗∗

（０ １８６９） （０ １８７２） （０ １７６４） （０ １７７０） （０ ０７１１） （０ ０７１８）
地区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产品—
国家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２３１ ０ ２３５

观测值 １５８ ８３２ １５８ ８３２ １５８ ８３２ １５８ ８３２ ４４６ ４９５４ ４４６ ４９５４
注： 限于文章篇幅， 未汇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 备索， 下表同。

（三） 贸易便利化与企业出口产品转换

以上分析了贸易便利化对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并考虑了企业异质性。
需要注意的是， 对于多产品出口企业而言， 进行出口产品转换也是其应对外部竞

争， 提高利润的重要手段， 因此， 将产品异质性考虑在内是必要的。 为了分析贸易

便利化与多产品出口企业产品转换行为的关系， 我们按照出口额的大小对产品进行

０８

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排序， ｒａｎｋ＝ １ 的产品为核心产品， 其余产品为非核心产品。 我们在 （４） 式的基

础上加入产品排序以及贸易便利化与产品排序的交互项， 如式 （６） 所示：
　 ｅｘｐｏｒｔｉｈｋｔ ＝ α０ ＋ α１ＴＦＩｉｔ ＋ α２ｒａｎｋｉｈｋｔ ＋ α３ＴＦＩｉｔ × ｒａｎｋｉｈｋｔ ＋ Ｘ ｉｔγ ＋ σｉｈｋ ＋ σｔ ＋ εｉｈｋｔ

（６）
表 ３ 第 （１） 列报告了估计结果， 从中可知， 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贸

易便利化对企业核心产品出口额的抑制作用小于边缘产品， 核心产品的竞争力更

强， 更能抵御贸易便利化带来的冲击， 验证了推论 ３。 进一步的， 我们还考察了贸

易便利化对于企业出口集中度的影响。 如前文， 我们将企业出口集中度定义为特定

国家核心产品出口额占企业总出口额的比重， 估计结果①如表 ３ 第 （２） 列所示。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集中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降低了企

业的出口集中度。 可能的解释是： 虽然贸易便利化对核心产品出口额的抑制作用小

于边缘产品， 但贸易便利化增加了企业出口的产品种类， 核心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

额的比重不升反降， 因此，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集中度有负的影响。

表 ３　 考虑产品排序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ｎ

ＴＦＩ
－０ ５６０６∗∗∗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６５２） （０ ０００７）

ｒａｎｋ
－０ ２０９８∗∗∗

（０ ０００５）

ＴＦＩ ｒａｎｋ
－０ ００７３∗∗∗

（０ ０００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９ １４５２∗∗∗ １ ４６０３∗∗∗

（０ ０６４９） （０ ００５０）
地区效应 ＹＥＳ
行业效应 ＹＥＳ

企业—产品—
国家效应

ＹＥＳ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２３１

观测值 ４ ４６４ ９５４ １ ８２２ ６９８

（四） 稳健性检验②

１ 企业动态问题。 本文前面的分析并没有考虑企业在出口市场的进入与退出情

况， 企业在出口市场的频繁进出会影响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许家云等， ２０１５［３０］ ）。 鉴

于此， 本文仅使用持续存在的企业样本进行实证研究， 验证结论的稳健性。 结果如表

４ 第 （１） 列所示， 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高 １％， 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平均增加 ０ ０５４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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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出口集中度取值在 ０～１ 之间， 我们使用面板 Ｔｏｂｉｔ 随机效应方法对其进行估计。
限于文章篇幅， 本文的稳健性检验仅报告了企业出口产品种类的回归结果， 有关目的地数量、 产品出

口额以及出口集中度的回归结果也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一致， 备索。



单位， 在 １％水平上显著。 边际效应值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有所增加但没有发生实质

性变化， 表明贸易便利化更有利于促进持续存在的企业增加出口产品种类。
２ 样本选择问题。 贸易便利化不仅影响在位出口企业， 还会影响非出口企业

的出口决策， 仅使用出口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误。 对此， 本

文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一阶段为出口决策模型， 具体形式如

式 （７）， 变量构成与式 （１） 相同， 考察企业是否选择出口； 第二阶段为修正的企

业出口产品种类模型， 具体形式如式 （８）， 我们在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基准模型的

基础上加入逆米尔斯比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Ｍｉｌｌｓ Ｒａｔｉｏ） ＩＭＲ， 考察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受何种

因素影响。 假设企业出口决策模型与企业出口产品种类模型中的随机扰动项 εｉｔ 服

从联合正态分布且相关系数为 ρ 。 当 ρ ＜ ０ 时， 出口决策与出口产品种类模型相

关。 若忽略出口决策模型可能导致出口产品种类模型的估计系数产生偏误。
　 　 ｄｕｍｅｘｐｉｔ ＝ β０ ＋ β１ＴＦＩｉｔ ＋ β２ ｔｆｐｉｔ ＋ Ｘ ｉｔγ ＋ υｄ ＋ υ ｊ ＋ υｔ ＋ εｉｔ 　 　 　 （７）
　 　 ｐｎｕｍｂｅｒｉｔ ＝ β０ ＋ β１ＴＦＩｉｔ ＋ β２ ｔｆｐｉｔ ＋ Ｘ ｉｔγ ＋ β３ＩＭＲ ＋ υｄ ＋ υ ｊ ＋ υｔ ＋ εｉｔ （８）
表 ４ 第 （２） 列报告了使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模型的估计结果。 由结果可知， 贸

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产品种类的影响为正， 在 １％水平上显著。 ＩＭＲ 的系数为正，
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说明存在样本选择偏误。 但使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模型得出

的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产品种类的估计系数与显著性和基准模型相比没有实质性

变化， 说明样本选择问题对该研究的影响较小， 验证了结论的稳健。
３ 贸易便利化的内生性问题。 在对模型进行估计时， 贸易便利化与企业出口

可能存在联立因果关系， 出口会反作用于贸易便利化水平。 为降低内生性问题对结

论的影响， 本文使用贸易便利化指标的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值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

段最小二乘估计 （２ＳＬＳ）。 表 ４ 第 （３） 列报告了 ２ＳＬＳ 的估计结果， 由结果可知，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产品种类的影响为正， 与前文的基准估计结果一致， 说明

表 ４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ｐｎｕｍｂｅｒ ｐｎｕｍｂｅｒ ｐｎｕｍｂｅｒ

ＴＦＩ ０ ０５４０∗∗∗ ０ ０６４５∗∗∗ ０ ０４２６∗∗∗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２４）

ＩＭＲ ０ ３１３９∗∗∗

（０ ０２３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 ２８１∗∗∗ －２ ２１９６∗∗∗ －０ ７６７２∗∗

（０ ２１４２） （０ １１６６） （０ ３２５４）
地区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３０８ ６８３∗∗∗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Ｗａｌｄｒｋ Ｆ 统计量

３０７ ３４２∗∗∗

第一阶段 Ｆ 统计量 ２７ ４４
观测值 １４７ ７４５ １５７ ０４２ ５１ 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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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贸易便利化的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 为了证明所选取工具变量的合

理性， 我们进行了相应的检验。 首先， 第一阶段的 Ｆ 统计量为 ２７ ４４， 大于 １０， 排除了

弱工具变量问题； 其次， 基于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 和 Ｐａａｐ （２００６）［３１］的 ＬＭ 统计量拒绝了 “工具

变量识别不足” 的原假设， 再次，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 和 Ｐａａｐ （２００６） 的 Ｗａｌｄ ｒｋ Ｆ 统计量也拒

绝了 “工具变量是弱识别” 的原假设， 由此表明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
（五） 区分不同贸易方式的异质性分析

我国出口企业所采取的主要贸易方式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 二者在监管方

式、 出口速度与灵活性、 组织架构与运作方式以及成本费用等方面有很大差异。 考

虑到贸易便利化可能对采取不同贸易方式出口的企业影响不同， 我们按照贸易方式

将企业划分为一般贸易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①， 分组进行回归， 估计结果如表 ５ 所

示。 从中可知， 相比于加工贸易企业， 贸易便利化对于采取一般贸易方式出口的企

业的二元边际的影响更大。 可能的解释是： 基于加工贸易 “两头在外” 的基本特

征， 加工贸易企业与一般贸易企业相比面临更小的出口成本，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许

多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较低却仍然进入出口市场， 因为他们负担的出口成本很

小， 生产率门槛低， 所以贸易便利化引致的贸易成本下降对加工贸易企业出口的促进

作用小于一般贸易企业。 另外， 加工贸易企业多位于自贸区与保税区， 地理位置优

越， 其所在地本身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较高， 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空间小。

表 ５　 区分贸易方式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 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 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
ｃｎｕｍｂｅｒ ｃｎｕｍｂｅｒ ｐｎｕｍｂｅｒ ｐｎｕｍｂｅｒ ｅｘｐｏｒｔ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ＦＩ ０ ０４８９∗∗∗ ０ ００７３∗ ０ ０５７５∗∗∗ ０ ０２６３∗∗∗ －０ ０６７４∗∗∗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４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 ２４２１ －１ ８１６８∗∗∗ ０ ０８７０ －０ ９５９４∗ ９ ５２２０∗∗∗ １０ ６５２２∗∗∗

（０ １９０８） （０ ７０４３） （０ １８２１） （０ ５７９０） （０ ０１８７） （０ ０４１３）
地区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产品—
国家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３１５ ０ ２０７
观测值 １１７ ４５７ ４１ ３７５ １１７ ４５７ ４１ ３７５ ３ １６４ ８３８ １ ２４４ ５８４

五、 进一步的研究： 贸易便利化与企业出口持续期

前文较为详细地考察了贸易便利化与企业出口决策和出口二元边际等的关系，
但未涉及企业的出口持续期问题。 在当前贸易摩擦加剧的环境下， 如何保持出口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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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⑧加工贸易主要包括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 对于采取混合贸易方式出口的企业， 我们取

贸易额占比最大的贸易方式作为该企业的出口贸易方式， 其他贸易方式如补偿贸易、 寄售、 代销贸易等不在

本文考虑范围内， 在样本中予以剔除。



易的平稳发展亟待解决， 因此研究企业出口持续期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根据

前文机制分析， 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延长多产品出口企业的出口持续期，
接下来我们应用生存分析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验证推测的正确性。

我们将企业的出口持续期定义为企业进入某一特定市场到退出该市场 （中间没有

间隔） 所经历的时间， 用年份来衡量。 企业停止对某市场出口称为 “失败” 事件。 有

关数据处理有两点说明： 一是数据删失问题。 本文的样本数据是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 如果

企业在 ２０００ 年有出口， 那么我们没法确定企业具体的出口时间， 如果不考虑该问题容

易造成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低估， 即左删失 （ｌｅｆｔ ｃｅｎｓｏｒｉｎｇ） 问题。 我们的解决方法是

只选取在 ２０００ 年没有出口但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有出口的企业作为分析样本。 同样的，
如果企业在 ２００６ 年出口， 我们没法确定企业在该市场停止出口的时间， 即右删失

（ｒｉｇｈｔ ｃｅｎｓｏｒｉｎｇ） 问题。 生存分析模型可以有效解决数据右删失问题 （许家云等，
２０１５）。 二是多个持续时间段问题。 企业在对某一市场持续出口一段时间后可能退

出市场， 经历一段时间 （至少一年） 又再次进入， 这就导致同一贸易关系存在多

个持续时间段。 根据 Ｂｅｓｅｄｅš 和 Ｐｒｕｓａ （２００６） ［３２］， 对于同一贸易关系的多个时间

段， 无论是将第一个时间段视为唯一持续时间段还是将多个持续时间段视为相互独

立的时间段的处理方法， 贸易关系持续时间段的分布相同， 因此本文将同一贸易关

系的多个时间段视为相互独立的持续时间段 （陈勇兵等， ２０１２［３３］）。
进行生存分析时， 通常使用生存函数或者危险函数来描述生存时间的分布特

征。 我们构建了企业的生存函数， 将其定义为企业在某一市场出口持续时间超过 ｔ
年的概率， 如式 （７） 所示：

Ｓ（ ｔ） ＝ Ｐｒ（Ｔ ＞ ｔ） ＝ ∏ ｔ

ｎ ＝ １
１ － Ｄｍ （９）

其中， Ｔ 表示企业的出口持续期， Ｄｍ 为风险函数， 表示企业在 ｔ － １ 期有出口的

前提下， 在 ｔ 期退出市场的概率。 生存函数的非参数估计由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乘积式给

出， 如式 （８） 所示：

Ｓ（ ｔ） ＝ ∏ ｔ

ｍ ＝ １
（Ｎｍ － Ｋｍ） ／ Ｎｍ （１０）

上式中， Ｎｍ 表示在 ｍ 期中处于危险状态企业—目的国时间段的个数， Ｋｍ 表示

同期观测到的 “失败” 对象即退出的企业—目的国组合的个数。
进一步的， 我们使用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乘积式初步估计贸易便利化与企业出口持

续期的关系。 首先， 我们计算贸易便利化水平的中位数， 把小于中位数的样本视为

低贸易便利化水平组企业， 把高于中位数的样本视为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组企业。 两

类企业出口持续期的生存率曲线与风险率曲线如图 １ 所示。 由图 １ 可知， 生存率曲

线呈下降趋势， 随着出口持续时间的延长， 生存率趋于稳定， 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组的

企业生存率明显高于低贸易便利化水平组的企业， 且呈现两组企业生存率差异越来越

大的趋势； 风险率曲线向右下方倾斜， 说明企业在出口初期面临的风险率较高， 随着

时间的推移， 风险率迅速下降， 风险函数呈现明显的负时间依存性， 低贸易便利化水

平组的企业风险率明显高于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组的企业。 以上分析初步表明贸易便利

化延长了企业出口持续期， 但是考虑到两者的关系还受企业的生产率、 企业规模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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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影响， 我们还不能就此断定贸易便利化与企业出口持续期的正向关系。

图 １　 根据 ＴＦＩ分组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生存曲线与风险曲线

对此， 我们采用离散时间 ｃｌｏｇｌｏｇ 生存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ｃｌｏｇｌｏｇ 生存模型具

有 Ｃｏｘ 模型的优点， 可以有效解决右删失问题和基准风险函数的非参数估计。 模型

的基本设定如式 （１１）：
ｃｌｏｇｌｏｇ（１ － Ｄｉｔ） ＝ β０ ＋ β１ＴＦＩｉｔ ＋ β２Ｘ ｉｔ ＋ τｔ ＋ ηｄ ＋ η ｊ ＋ ηｔ ＋ εｉｔ （１１）

其 中， ｉ 、 ｄ 、 ｊ 、 ｔ 分 别 表 示 企 业， 地 区， 行 业 和 时 间。 Ｄｉｋｔ ＝
Ｐｒ Ｔｉ ＜ ｔ ＋ １ ｜ Ｔｉ ≥ ｔ， Ｘ ｉｊｔ( ) ＝ １ － ｅｘｐ ［ － ｅｘｐ β′ Ｘ ｉｋｔ ＋ τｔ( ) ］ ， 表示离散时间风险

率； τｔ 为基准风险率， 检验时间依存性的具体形式； Ｘ ｉｋｔ 为协变量， 包括 ＴＦＩｉｔ 和控

制变量集合 Ｘ ｉｔ ； ηｄ 、 η ｊ 和 ηｔ 表示地区、 行业与年份效应； 控制变量与式 （２） 中

相同。
贸易便利化对于企业出口持续期的估计结果如表 ６ 所示。 其中第 （１） 列为未

控制不可观测异质性的估计结果， 结果为负并在 １％水平上显著， 初步说明贸易便

利化降低了企业出口行为的风险率， 延长了企业出口持续时间。 第 （２） 列为控制

不可观测的异质性之后的估计结果， 由 ｒｈｏ 值可知， 不可观测异质性的方差占总误

差方差的 ４１％， 似然比检验也在 １％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说明模型中存在不可观测

的异质性。 控制异质性后，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风险的估计系数仍为负， 在 １％
水平上显著， 且绝对值高于第 （１） 列的估计结果， 再次验证了贸易便利化对企业

出口持续时间的正向作用。 最后， 作为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给出了分别使用每个贸

易关系的首个持续时间段与唯一持续时间段为研究样本的随机效应离散时间 ｃｌｏｇｌｏｇ
模型的估计结果， 结论依然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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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对企业出口持续期的估计结果

变量

未控制不可观测
的异质性 控制不可观测的异质性

Ｃｌｏｇｌｏｇ 全样本 Ｃｌｏｇｌｏｇ 全样本 Ｃｌｏｇｌｏｇ 首持续时间段 Ｃｌｏｇｌｏｇ 唯一持续时间段
（１） （２） （３） （４）
ｅｘｉｔ ｅｘｉｔ ｅｘｉｔ ｅｘｉｔ

ＴＦＩ 　 　 －０ ０３３１∗∗∗ 　 　 －０ ０４４７∗∗∗ 　 　 －０ ０５６５∗∗∗ 　 　 －０ ０６６５∗∗∗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１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 １６６３∗∗∗ ０ １４６２∗∗∗ －０ ２３４８∗∗∗ ０ ００６２
（０ ０２２５） （０ ０３１８） （０ ０３８４） （０ ０４３６）

地区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对数似然值 －７０１ ５６０ ２５ －６８５ １３５ ５７ －６４３ ６２７ １３ －５５９ ４６２ ９５
ｒｈｏ 值 ０ ４０７２ ０ ５４２３ ０ ５９３４

ｒｈｏ 值的似然比检验 ２６ ０００∗∗∗ ２９ ０００∗∗∗ ３２ ０００∗∗∗

观测值 １ ０７０ ２４９ １ ０７０ ２４９ １ ０２７ ２３７ ９１２ ６５１
注： ｒｈｏ 值表示企业不可观测异质性的方差占总误差方差的比例。

六、 结论与启示

贸易便利化在 “后关税时代” 的作用日益凸显， 引起了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

的关注。 但鲜有文献从企业层面入手， 分析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本

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有文献的有益补充， 拓展了贸易便利化的研究视角，
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首先， 文章梳理总结了贸易便利化对多产品出口企业的影响机制， 贸易便利化

降低了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 通过门槛效应、 竞争效应作用于多产品企

业出口行为。 进一步的， 我们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

表明， 贸易便利化促进了企业的出口决策， 促进作用随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而降低。
深入到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层面， 贸易便利化促进了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 增加了企

业出口的目的地数量与产品种类， 抑制了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 减少了企业某一产

品对特定目的地的出口额。 考虑企业异质性， 贸易便利化对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随

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其对具有较高生产率出口企业扩展边

际的促进作用最大； 对于集约边际的抑制作用随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而降低。 考虑产

品的异质性， 贸易便利化对于核心产品集约边际的抑制作用小于边缘产品， 其降低

了企业的出口集中度。 考虑不同的出口贸易方式， 贸易便利化对于采取一般贸易方

式出口的企业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加工贸易企业。 处理企业动态、 样本选择、 内生性

等问题后， 上述结论依然稳健。 另外， 我们还研究了贸易便利化与企业出口持续期

的关系， 研究表明贸易便利化对于企业出口的持续时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促进了

贸易关系的平稳性。 本文的政策性启示主要在于政府应该努力提高当地贸易便利化

水平， 完善基础设施， 精简贸易流程， 提高通关效率。 这有利于促进当地企业特别

是中小企业进入出口市场， 对在位的出口企业而言， 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也有利

于其进一步开拓出口市场， 增加出口产品种类， 维持贸易关系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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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ｃｔｓ ｉ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ｏｒ ｉｔ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Ｇｉｖ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ｆ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ｒａｄ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
ｔｉｏｎ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ｄｓ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ｈｏｓｅ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ｉｓ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ｒａｄ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ｉｒｍ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Ｄｕａｌ Ｍａｒｇ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ｄａｐｔａ⁃
ｔｉ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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