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
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潜力研究

———基于 ＴＰＩ 与扩展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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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采用贸易潜力指数 （ＴＰＩ）， 从收入角度测度分析了 １９９５—２０１６ 年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潜力， 通过构建包含了农业劳动生产率

和农产品价格等变量在内的扩展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估计和比较分析了沿线 ２１ 个

国家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并进一步测算出口贸易增长空

间。 研究结果表明： 中亚经济带国家的农产品总体贸易潜力最大， 环中亚经济带国

家次之， 亚欧经济带国家最小； 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潜力平均可拓展

为实际出口贸易额的 １０ ０２ 倍。 其中，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年环中亚经济带国家对中国的

农产品出口贸易扩展空间最大， 中亚经济带次之， 亚欧经济带最小； 沿线国家对中

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平均效率较低， 其中， 亚欧经济带国家的出口贸易效率相对最

高， 中亚经济带次之， 环中亚经济带最低； 出口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汇率、 物流

绩效、 贸易和金融开放度和是否为上合组织或 ＷＴＯ 成员国等因素都会影响贸易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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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１９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必须立足国内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 统筹

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当前我国的粮食无法完全自给 （陈锡文，
２０１６） ［１］， 在长期粗放的农业增长方式的驱动下， 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难以持续

增长。 因此， 适度进口农产品不仅有利于确保粮食安全， 也能够有效缓解国内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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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环境压力。 此外， 中国农产品进口来源地集中度一直较高， 且集中在美国、 加

拿大等少数国家。 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频繁、 国际农产品贸易冲突日益加剧的大背

景下， 促进农产品进口渠道的多元化将有助于进一步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 国家主

席习近平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在哈萨克斯坦出访期间提出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重

大倡议。 为了推进该倡议的实施， 国家发展改革委、 外交部、 商务部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联合发布了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

动》 （以下简称 《愿景与行动》 ）， 提出了包含 “贸易畅通” 在内的五大合作重

点。 此后， 农业农村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和外交部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联合发

布了 《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 我

国从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进口农产品 ７９８ ２６ 亿美元， 占我国农产品总进

口金额的 １６ ７％。 据孙致陆 （２０１９） ［２］测算，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 中国通过粮食贸易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净进口虚拟耕地 ４０３ ５３ 万公顷。 那么，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的农产品总体出口贸易潜力如何？ 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潜力及其拓展

空间如何？ 贸易效率如何？ 影响因素又有哪些？ 这对我国充分利用国外农业资源，
进一步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文献综述

迄今， 关于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相关

文献还较少， 但有关农产品贸易潜力的文献则较为丰富。 贸易潜力衡量的是每个

国家从一个有贸易阻力的市场转移到一个没有任何贸易阻力的市场时， 能获得多

少好处。 因此， 贸易潜力的衡量指标可以是贸易规模， 也可以是收入。 其中， 基

于贸 易 规 模 的 分 析 是 研 究 的 主 流。 Ｗａｕｇｈ 和 Ｒａｖｉｋｕｍａ （ ２０１６ ） ［３］ 、 Ｇｏｚｇｏｒ
（２０１７） ［４］从收入角度， 通过计算贸易潜力指数 ＴＰＩ （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ｄｅｘ）， 衡

量从一个有贸易成本的世界转移到一个无摩擦的世界时， 一个国家从中所获的收

益， 以此评估该国的贸易潜力。 在以贸易规模测算贸易潜力的文献中， 引力模型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是最常用的研究方法 （Ｔｉｎｂｅｒｇｅｎ， １９６２［５］ ； Ｒａｕｃｈ， １９９９［６］ ； 盛

斌和廖明中， ２００４［７］ ）， 研究者们主要采用的是传统引力模型和随机前沿引力

模型。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和 Ｗｉｎｃｏｏｐ （２００３） ［８］、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２００７） ［９］ 的研究表明， 由于传统

引力模型基于无摩擦贸易和冰山成本的假设， 在估计贸易潜力时忽略了多边阻力因

素对贸易的影响， 导致可能产生误差。 其次， Ｋａｎｇ 和 Ｆｒａｔｉａｎｎｉ （２００６） ［１０］ 发现，
在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 估计传统引力模型时， 得到的 Ｒ２值一般较小， 因

为大部分贸易是由除了经济规模和距离外的一些其他因素决定的。 再者，
Ｒａｖｉｓｈａｎｋａｒ 和 Ｓｔａｃｋ （２０１４） ［１１］提出， 贸易潜力应是在当前环境下， 可能达到的最

小贸易摩擦或最高贸易自由化程度下的最大可能贸易值， 而非传统引力模型中的平

均值。 因此， Ｋａｌｉｒａｊａｎ （１９９９［１２］， ２００７［１３］） 和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２００７） 等将随机前沿方

法 （ＳＦＡ） 引入引力模型分析贸易效率及潜力。 与传统引力模型相比， 随机前沿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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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模型能够分析人为的贸易非效率项的影响。 但在初期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中， 一

般假设贸易非效率项为时不变模型 （ＴＩＭ）。 此后， Ｂａｔｔｅｓｅ 和 Ｃｏｅｌｌｉ （１９９２） ［１４］ 提

出了更符合贸易现实的时变模型 （ＴＶＤＭ）。 用于研究贸易非效率项的主要方法涉

及两步法和一步法。 Ｋｕｍｂｈａｋａｒ 和 Ｇｈｏｓｈ 等 （１９９１） ［１５］、 Ｒｅｉｆ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和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１９９１） ［１６］提出， 两步法在逻辑上前后矛盾， 由 Ｂａｔｔｅｓｅ 和 Ｃｏｅｌｌｉ （１９９２） ［１４］ 等提出

的一步法则更为严密。
在研究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的文献中， 谭晶荣和蔡燕林

等 （２０１５） ［１７］使用传统引力模型探讨了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农产品出口贸易及其影响

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距离、 收入差距、 人口、 开放水平、
政策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 研究者们较多地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度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 其研究结果因选取的样本国家

和时间范围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 但总体上， 文献研究的结果大都认同双方虽具有

较大的贸易潜力， 但贸易效率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而影响贸易效率的主要因素涉

及： 进出口国的 ＧＤＰ 总量、 人均 ＧＤＰ、 人口数量、 共同边界、 空间距离、 开放水

平、 制度质量、 进出口国是否为 ＷＴＯ 或上合组织的成员国等 （谭秀杰， 周茂荣，
２０１５［１８］； 王瑞和王永龙， ２０１７［１９］； 李豫新和孙培蕾， ２０１７［２０］； 龚新蜀和乔姗姗

等， ２０１７［２１］； 刘伟和高志刚， ２０１８［２２］）。
总之， 国内已有相关文献主要研究了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之间的双

边或多边农产品贸易潜力， 但还鲜有从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视野深入

分析其贸易潜力和贸易效率。 本文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国

内率先采用贸易潜力指数 （ＴＰＩ） 方法， 衡量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的农产

品总体贸易潜力， 丰富了 ＴＰＩ 方法在刻画农产品贸易潜力方面的应用； 二是在运用

一步法估计贸易非效率模型时， 不仅考虑了常用的传统经济因素， 还将出口国的农

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价格指数纳入研究范畴， 构造出扩展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

析框架。

二、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的农产品总体贸易潜力

（一） 贸易潜力指数 （ＴＰＩ）
贸易潜力是指在由从观察到的均衡到无摩擦贸易平衡的变化中， 每个劳动者的

实际收入变化。 由此， 可在一个标准的贸易模型中， 提出一个简单的形式来表明一

国的贸易潜力。 由于国际贸易受制于冰山成本形式的壁垒， 而所有的市场都是有竞

争力的， 因此， 处于平衡状态的两国之间的贸易量主要取决于技术和贸易成本。 从

而， 可以通过计算从目前的观察水平上升到无摩擦世界的新水平时， 每个劳动者国

内生产总值的变化， 以此衡量贸易潜力。 具体的计算过程分为三步：
第一步， 无论贸易成本是多少， 先给出一国每个劳动者实际 ＧＤＰ 的封闭形式

表达式。 它取决于该国国内贸易份额、 技术参数、 劳动力和资本禀赋以及两个非特

定国家的参数—贸易弹性和资本在生产中的份额。 这表明， 一个技术参数较大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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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或每个劳动者的资本禀赋将如果相对富裕， 在无摩擦的世界中， 可用于表示每个

劳动者的 ＧＤＰ。 但各国在无摩擦世界中的国内贸易份额则都需要了解具体的技术

参数。 再引入多国李嘉图贸易模式， 对国家 ｉ， 有一个规模为 Ｌｉ的群体在国内市场

上缺乏弹性地供应劳动力， 以及资本 Ｋ ｉ在国内市场上缺乏弹性地提供资本。 该消

费者还享受一个最终可交易商品的 ＣＥＳ 束， 其替代弹性 ρ＞１。

Ｕｉ ＝ ［∫
１

０

ｘｉ（ ｊ）
ρ － １
ρ

ｄｊ］
ρ

ρ－１ （１）

第二步， 测量特定国家的技术参数。 用封闭表达式可得到各国的技术参数， 作

为一国的三个观察值的简单函数———每个劳动者的实际收入、 资本和国内贸易份

额。 此处采用类似于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的计量方法。 为在 ｉ 国生产数量 Ｘ ｉ

（ ｊ）， 一家公司采用 ＣＤ 生产函数， 将资本、 劳动力与要素份额 α、 １－α 和生产率 Ｚ ｉ

（ ｊ） 结合起来。 国家 ｉ 对商品 ｊ 的生产力反过来又是从其特定于国家的概率分布中

实现一个随机变量 （为每个 ｊ 独立绘制）。
Ｆ ｉ（ ｚｉ） ＝ ｅｘｐ（ － Ｔｉｚ

－θ
ｉ ） （２）

特定国家的参数 Ｔｉ＞０ 控制着分布的位置； 取值越大， 表明任何商品 ｊ 更有可

能获得高生产率。 参数 θ＞１ 在各国都很常见， θ 越大表明各国的产品生产率差异越

小。 获得特定的生产力水平后， 一个来自 ｉ 国的完全竞争的公司生产商品 ｊ 的边际

成本为
ｒαｉ ｗ１－α

ｉ

ｚｉ（ ｊ）
。 其中， ｗ ｉ是工资率， ｒｉ是 ｉ 国的资本租金率。 将货物从 ｉ 国运往目的

地 ｎ 国需要的每单位冰山贸易成本 τｎｉ＞１， 而 τｉｉ ＝ １。 假设跨界套利迫使有效的地理

壁垒服从三角形不等式， 即， 对于任意三国 ｉ， ｋ， ｎ， τｎｉ≤τｎｋτｋｉ。 从而， ｎ 国在来

自 ｉ 国的货物贸易份额如下：

λｎｉ ＝
Ｘｎｉ

Ｘｎ

＝
Ｔｉ （τｎｉｒａｉ ω１－α

ｉ ） －θ

∑Ｎ

λ ＝ １
（τλτｎｋｒａλω１－α

λ ） －θ
（３）

第三步， 在无摩擦世界中， 各国的本国贸易份额等于它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

的份额。 这种方法产生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 一国的贸易开放程度被观察到的国

内贸易份额和 ＧＤＰ 完全概括， 即在计算贸易潜力时， 完全不需要资本存量、 劳动

力禀赋、 技术等要素， 如式 （４） 所示。

ＴＰＩ ＝ （
λ ｉｉ

Ｙｉ
）

１
１＋θ （４）

λ ｉｉ是 ｉ 国的国内贸易份额， λ ｉｉ ＝ １－ （ ｉ 国的进口 ／国内生产总值）； Ｙｉ是 ｉ 国的

生产总值； θ 代表贸易弹性， 参考 Ｓｉｍｏｎｏｖｓｋａ 和 Ｗａｕｇｈ （２０１４） ［２３］、 Ｗａｕｇｈ 和 Ｒａ⁃
ｖｉｋｕｍａ （２０１６） ［３］的做法， 我们将贸易弹性设为 ４。 该方法的内在逻辑在于通过采

用一个标准的多国贸易模型， 以一国向无摩擦贸易的市场转移时的潜在福利收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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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贸易潜力。 它认为， 一国的贸易潜力仅取决于贸易弹性和其他两个可观察的统

计数字———本国贸易份额和收入水平。 从数量上看， 穷国相对富国更具贸易潜力。
因此， 通过计算 ＴＰＩ， 即可从收入视角判断贸易潜力。

（二） 数据来源

《愿景与行动》 中明确指出， “丝绸之路经济带” 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 俄罗

斯至欧洲 （波罗的海）， 中国经中亚、 西亚至波斯湾、 地中海， 中国至东南亚、 南

亚、 印度洋。 目前已有多位研究者分析了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区域范围， 并提

出了相应的空间界定。 本文参考刘伟和高志刚 （２０１８） 等的做法［２２］， 选取沿线重

要节点的 ２２ 个国家为研究对象———中亚经济带 ５ 国 （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环中亚经济带 １１ 国 （俄罗斯、 土

耳其、 伊朗、 沙特阿拉伯、 印度、 巴基斯坦、 阿塞拜疆、 阿富汗、 格鲁吉亚、 亚美

尼亚、 伊拉克）、 亚欧经济带 ６ 国 （德国、 法国、 英国、 意大利、 乌克兰、 白俄罗

斯）。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 研究对象为剔除塔吉克斯坦外的 ２１ 个国家。
本文尝试将 ＴＰＩ 应用于计算沿线国家的农产品总体贸易潜力， 将国内农产品贸

易份额 λ ｉｉ计算为 （１－ｉ 国的农产品进口占国内农业总产值的比率）， 其中， 农产品

进口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选择标准是 ＢＥＣ
１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 以 ２０１０ 年美元不变价计价； 沿线国家的实际国内农业总产值

数据来自于联合国粮农组织 （ＦＡＯ）。
（三） 结果分析

根据计算， 得到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潜力指数 （ＴＰＩ）， 结果见图 １。 从分

区域来看， 中亚经济带国家的农产品 ＴＰＩ 最高， 环中亚经济带次之， 亚欧经济带

最低。 这表明， 在由从观察到的均衡到无摩擦贸易平衡的变化中， 中亚经济带国

家农产品总体贸易潜力最大， 环中亚经济带国家次之， 而亚欧经济带国家最小。
从数值来看， １９９５—２０１６ 年， 中亚经济带国家的农产品 ＴＰＩ 全部为正， 这表明

农产品总体贸易潜力一直在扩大； 环中亚经济带国家的农产品 ＴＰＩ 在 １９９５ 年为

负， 但其余年份均为正， 这表明 １９９６—２０１６ 年， 该区域的农产品总体贸易潜力

都在扩大； 而亚欧经济带国家的农产品 ＴＰＩ 在 １９９５ 年为负，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 年为

正， ２００６ 年之后的绝大多数年份， 都为负。 这表明， 该区域的农产品总体贸易

潜力在 １９９６—２００６ 年间呈扩大趋势， 而在其他年份都在缩减。 原因可能在于：
１９９５—２０１６ 年， 德国和英国农产品贸易大多是逆差， 仅 ２０１７ 年， 德国农产品逆

差 １５８ 亿美元， 英国农产品逆差 ２０７ 亿美元。 导致农产品 ＴＰＩ 几乎全为负， 使农

产品总体贸易潜力下降。
综上， ＴＰＩ 的突出优点在于其简便性， 但它只能用于测度总体贸易潜力， 无

法区分进口、 出口贸易潜力； 它也无法分析影响贸易的因素何在。 因而， 本文通

过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与贸易非效率模型， 进一步估计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农产

品出口贸易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并测算农产品出口贸易潜力与出口贸易拓展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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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９９５—２０１６ 年沿线国家农产品总体贸易潜力

三、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对华农产品出口贸易效率及潜力

（一） 模型构建

１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本文构建随机前沿估计引力模型， 以测算沿线国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贸易效

率和贸易潜力， 并根据基准前沿函数进行评估。 模型设定如下：
　 　 ＩｎＡＧＥＸＰ ｔ

ｊ ＝ β０ ＋ β１ＩｎＧＤＰ ｔ
ｊ ＋ β２ＩｎＰＯＰ ｔ

ｊ ＋ β３ＩｎＤＩＳＴｉｊ ＋ β４ＢＯＲＤｉｊ

　 　 　 　 　 　 　 ＋ νｔ
ｉｊ － ｕｔ

ｉｊ

（５）

其中， ＡＧＥＸＰ ｔ
ｊ 是 ｔ 时期 （ ｔ ＝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 ２０１６） ｊ 国 （ ｊ ＝ １， ２， ３， …，

２１） 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额； ＧＤＰ ｔ
ｊ 为 ｔ 时期 ｊ 国 ＧＤＰ； ＰＯＰ ｔ

ｊ 是 ｔ 时期 ｊ 国人

口； ＤＩＳＴｉｊ是从 ｊ 国首都到中国首都北京的地理距离； ＢＯＲＤｉｊ代表 ｊ 国领土是否与中

国接壤； νｔ
ｉｊ是随机测度误差项， 服从正态分布， νｔ

ｉｊ ～Ｎ （０， δｖ ２）； ｕｔ
ｉｊ≥０ 为贸易非

效率项， 服从半正态分布； 且相互独立。
２ 贸易非效率模型

本文参考 Ｂａｔｔｅｓｅ 等的一步法模型， 借鉴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Ｐｏｓｅ［２４］、 陈继勇等［２５］ 的做

法， 并根据研究需要， 引入新解释变量， 构造扩展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框架。
模型设定为：

ｕｔ
ｉｊ ＝ κ０ ＋ κ１ＩｎＡＶＩＴＹｔ

ｊ ＋ κ２ＩｎＡＰＲＩＣＥ ｔ
ｊ ＋ κ３ＩｎＥＲ ｔ

ｊ ＋ κ４ＦＦ ｔ －１
ｊ ＋ κ５ＦＦＣ ｔ －１

ｊ

　 　 ＋ κ６ＦＴｔ －１
ｊ ＋ κ７ＬＥ ｔ

ｊ ＋ κ８ＷＴＯｔ
ｊ ＋ κ９ＳＨＯｔ

ｊ ＋ ωｔ
ｉｊ

（６）

其中， ＡＶＩＴＹｔ
ｊ 是 ｔ 时期 ｊ 国农业劳动生产率； ＡＰＲＩＣＥ 是 ｔ 时期 ｊ 国农产品价格

指数； ＥＲ ｔ
ｊ 为 ｊ 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 考虑到制度影响的时滞性， ＦＴｔ－１

ｊ 、 ＦＦ ｔ－１
ｊ、

ＦＦ ｔ－１
ｊ 分别代表 ｔ－１ 期 ｊ 国的贸易自由度、 金融自由度、 免于腐败的经济自由度；

ＬＥ ｔ
ｊ 是 ｊ 国综合物流效率； ＷＴＯｔ

ｊ 代表 ｊ 国是否为ＷＴＯ 成员国； ＳＨＯｔ
ｊ 代表 ｊ 国是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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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ωｔ
ｉｊ为随机干扰项。

（二） 指标解释及数据说明

１ 指标解释和数据来源

为保证数据一致性， 沿线各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数据来自于联合国商品贸易

统计数据库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选择标准是 ＢＥＣ １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 以 ２０１０ 年

美元不变价计价； ＧＤＰ 和 ＰＯＰ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 其中， ＧＤＰ 数据

以 ２０１０ 年美元不变价计价； ＢＯＲＤ 与 ＤＩＳＴ 数据均来自法国前景研究与国际中心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 ＬＥ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 ＥＲ 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ＩＭＦ） 数据库； ＡＶＩＴＹ 数据为作者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ＦＡＯ） 数据整

理计算而得， 具体计算公式为 “农业生产总值 ／农业就业人数”； ＡＰＲＩＣＥ 数据来源

于联合国粮农组织 （ＦＡＯ）； ＦＴ、 ＦＦ、 ＦＦＣ 数据来源于美国传统基金会； ＷＴＯ 和

ＳＨＯ 数据分别来自于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官网和上海合作组织官网。
关于各变量的解释、 预期对因变量的影响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的解释及预期影响

变量 含义 预期符号 理论说明

ＧＤＰｔ
ｊ ｊ 国国内生产总值 ＋ 出口国经济规模越大， 潜在的农产品出口

供给越大， 则农产品出口贸易规模越大。

ＰＯＰｔ
ｊ ｊ 国人口 （人） － 出口国人口越多， 国内市场规模越大， 越

无需开拓国际市场。

ＤＩＳＴｉｊ 中国和 ｊ 国距离 （公里） － 距离越远， 运输成本越高， 双方农产品贸
易流量越小。

ＢＯＲＤｉｊ
虚拟变量。 中国和 ｊ 国是否有共同
边界， 是取 １， 否取 ０

＋ 两国接壤， 贸易运输成本下降， 农产品贸
易流量扩大。

ＡＶＩＴＹｔ
ｊ ｊ 国农业劳动生产率 － 出口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越高， 则农产品竞

争力越高， 农产品贸易阻力越小。

ＡＰＲＩＣＥｔ
ｊ ｊ 国农产品价格指数 ＋ 出口国农产品价格越高， 则贸易阻力

越大。

ＥＲｔ
ｊ ｊ 国货币兑美元汇率 － 本币币值越高， 越不利于本国农产品

出口。

ＦＴｔ－１
ｊ 虚拟变量。 取值范围 ０－ １００， 值

越大， 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
－ 出口国易自由度数值越大， 农产品贸易阻

力越小。

ＦＦｔ－１
ｊ

虚拟变量。 取值范围 ０－ １００， 值
越大， 金融自由化程度越高。

－ 出口国金融自由度数值越大， 农产品贸易
阻力越小。

ＦＦＣｔ－１
ｊ

虚拟变量。 取值范围 ０－ １００， 值
越大， 免于腐败的经济自由化程
度越高。

－ 出口国免于腐败的经济自由程度数值越
大， 农产品贸易阻力越小。

ＬＥｔ
ｊ

虚拟变量。 取值范围 ０－ ５， 值越
大， 物流效率越高。

－ 出口国物流效率越高， 农产品贸易阻力
越小。

ＷＴＯｔ
ｊ

ＳＨＯｔ
ｊ

虚拟变量。 是 ＷＴＯ 或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 记为 １， 否取 ０。

－ 出口国若是 ＷＴＯ 或 ＳＨＯ 成员国， 表明贸
易开放程度较高， 农产品贸易阻力越小。

注： 对于部分缺失的数据， 运用时间序列的移动平均法进行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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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单位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ＡＧＥＸＰ 美元 ４６２ 　 　 １ ５１ｅ＋０８ 　 　 ４ １５ｅ＋０８ ２０　 　 　 　 　 　 ３ ４２ｅ＋０９
ＧＤＰ 美元 ４６２ ６ １７ｅ＋１１ ９ ４０ｅ＋１１ １ ２５ｅ＋０９ ３ ８９ｅ＋１２
ＰＯＰ 人 ４６２ ４ ７１ｅ＋０７ ６ ０８ｅ＋０７ １５ ３３２９２ ２ ６１ｅ＋０８
ＢＯＲＤ ／ ４６２ ０ ３３１２ ０ ４７１１１６ ０ １
ＤＩＳＴ 公里 ４６２ ５ ８６２ ２４８ １８ ８５３ ３ ２７７ １６９ ８ ２２５ ２３２
ＡＶＩＴＹ 美元 ４６２ １ １３ｅ＋０９ ４ ９０ｅ＋０９ １０ ２５９３ ４ ２８ｅ＋１０
ＡＰＲＩＣＥ ／ ４６２ ９９ ０６３４ ４９ ２３４９ ０ ４２４ １

ＥＲ ／ ４６２ ６２１ ０９６１ ２ ７６５ ４２９ ０ ３ ２３７６
ＬＥ ／ ４６２ ２ ６０９３ ０ ７８９５ ０ ８７３６ ４ ４３９４
ＷＴＯ ／ ４６２ ０ ４８５５ ０ ５００３ ０ １
ＳＨＯ ／ ４６２ ０ ３０７４ ０ ３６１９ ０ １
ＦＴ ／ ４６２ ６５ ２７０３ ２１ ３６２８ ０ ８９ ３
ＦＦＣ ／ ４６２ ３３ ８４２６ ２３ ３７００ ０ ９０
ＦＦ ／ ４６２ ３９ ３６１５ ２２ ８４０４ ０ ９０

注： ①为消除方差波动带来的影响， ＡＧＥＸＰ、 ＧＤＰ、 ＰＯＰ、 ＤＩＳＴ、 ＡＶＩＴＹ、 ＡＰＲＩＣＥ 以及 ＥＲ 均进行取自然对
数处理。 ②以上七项均值和标准差均为取自然对数前的均值和标准差。

四、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型估计

考虑到极大似然估计 （ＭＬＥ） 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更准确的估计， 且在大样

本下具有渐近正态性及有效性等特征， 因此， 本文使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４ ０ 软件， 对随机前

沿引力模型 ５ 和贸易非效率模型 ６ 作极大似然估计。
（一） 模型设定形式检验

１ ｕｔ
ｉｊ 是否存在及其时变性检验

随机前沿方法 （ＳＦＡ） 高度依赖模型的函数设定形式， 要求样本数据集与模型

函数形式严格匹配。 因此， 首先验证 ｕｔ
ｉｊ 是否存在来检验模型有效性。 使用广义似

然比检验（ＬＲ Ｔｅｓｔ） 对随机前沿模型中的贸易函数形式和不存在“贸易效率” 这一零

假设进行验证。 原假设是 Ｈ０， Ｌ（Ｈ０） 为含约束条件模型的对数似然值； 备择假设

为Ｈ１， Ｌ（Ｈ１） 是不含约束条件模型的对数似然值。 估计结果如下： （１） 不存在贸易

非效率的原假设被显著拒绝， 这表明模型的选择合理； （２） 贸易非效率不随时间变

化的原假设被显著拒绝， 这表明设定的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恰当。
２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效率项模型中变量设定检验

依次检验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中的各个解释变量的引入是否必要。 从结果可知， 随机

前沿引力模型中的 ＢＯＲＤ 变量为零的原假设被接受， 其他原假设都被显著拒绝， 这表明

设定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基本合理， 出口国与中国是否存在共同边界并非主要影响因

素。 随后， 对各个解释变量的引入是否必要进行检验。 贸易非效率模型中的农产品价格

和免于腐败的经济自由度两个变量为零的原假设也都被接受， 其他变量为零的原假设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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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显著拒绝， 这说明选定的解释变量基本合理， 且出口国的农产品价格、 免于腐败的经

济自由度水平并非影响沿线国家对中国农产品贸易效率的主要因素。
３ 模型最终设定形式

根据上述检验， 确定最终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见式 （７）：
　 　 ＩｎＡＧＥＸＰ ｔ

ｊ ＝ β０ ＋ β１ＩｎＧＤＰ ｔ
ｊ ＋ β２ＩｎＰＯＰ ｔ

ｊ ＋ β３ＩｎＤＩＳＴｉｊ ＋ νｔ
ｉｊ － ｕｔ

ｉｊ （７）
确定最终贸易非效率模型， 见式 （８）：
ｕｔ
ｉｊ ＝ κ０ ＋ κ１ＡＶＩＴＹｔ

ｊ ＋ κ２ＦＴｔ－１
ｊ ＋ κ３ＦＦ ｔ－１

ｊ ＋ κ４ＷＴＯｔ
ｊ ＋ κ５ＳＨＯｔ

ｊ ＋ κ６ＬＥ ｔ
ｊ

　 　 ＋ κ７ＥＲ ｔ
ｊ ＋ ωｔ

ｉｊ

（８）

（二）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回归及结果分析

基于式 （７） 和 （８）， 估计 １９９５—２０１６ 年沿线 ２１ 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

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考虑到稳健性， 设定 ３ 个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依次回归。 模型 １
为时不变模型 （ＴＩＭ）， 模型 ２ 是包含全部变量的初始非约束时变模型， 模型 ３ 是

剔除共同边界变量的时变模型 （ＴＶＤＭ）。 结果见表 ３。

表 ３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回归结果

模型 １ （ＴＩＭ） 模型 ２ （ＴＶＤＭ） 模型 ３ （ＴＶＤＭ）

变量 系数 ｔ 值 系数 ｔ 值 系数 ｔ 值

常数 ３ １１３８∗∗∗ ４ ５７ ３ ３２７５∗∗∗ ５ ６８ ４ ０２９４∗∗∗ ３ ２９
ｌｎＧＤＰ ｊ １ ４１４３∗∗∗ １８ ２４ １ ６５４８∗∗∗ ２４ ２３ １ ６６２７∗∗∗ ２６ ５９
ｌｎＰＯＰ ｊ －０ ０６０５∗∗∗ －５ ６０ －０ ０９９７∗∗∗ －６ ０９ －０ ０４３６∗∗ －２ １１
ｌｎＤＩＳＴｉｊ －１ ００５７∗∗∗ －５ ０７ －２ ９９６１∗∗∗ －５ ９３ －３ ０９２０∗∗∗ －７ ３２

ＢＯＲＤ ０ ００８１ ０ １３ ０ ０１１５ ０ ３４

δ２ ５ ８８０７∗∗∗ ４ ４０ ６ ０１５７∗∗∗ ４ ７９ ６ ００９∗∗∗ ５ ２４

γ ０ ７０２５∗∗∗ ２ ５９ ０ ８５２９∗∗∗ ２ ９９ ０ ８６１４∗∗∗ ３ ９５

ｕ ３ ２２４８∗∗∗ ３ ４０ ４ ０２１６∗∗ ３ ５０ ３ ９７５４∗∗∗ ４ ２８

η １ ７５７６∗∗∗ ３ １８ １ ６６８７∗∗∗ ３ ０７

对数似然值 －１ ０６７ ４２７２ －１ ０２６ １７３４ －１ ０２６ ４６２９

ＬＲ 统计量 ２１６ ０３ ２２７ ３９ ２３９ １６

注：∗∗∗，∗∗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首先， 三个时变模型 （ＴＶＤＭ） 结果中 η 都为正， 说明时变模型比时不变模型

更为合理， 贸易非效率项具有时变性。 且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效率呈

动态递增趋势， 这与中国采取实质性措施大力推动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不无

关系。 其次， 两个时变模型中信噪比 γ 分别为 ０ ８５２９ 和 ０ ８６１４， 且都在 １％的水

平上显著， 这表明贸易非效率项在整个复合扰动项中占主导地位， 是实际贸易难以

接近贸易潜力水平的最主要原因。 再次， 从模型 ３ 的回归结果可见， 出口国经济规

模和人口数分别对贸易流量有正向和负向影响， 其相关弹性系数分别为 １ ６６２７ 和

－０ ０４３６； 双边运输距离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对贸易流量有负向影响， 其相关弹

性系数为－３ ０９２０。 这基本与预期相符， 出口国经济规模越大越能促进贸易；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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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口数越多越会抑制出口增长； 双边运输距离增加对贸易流量有显著负效应， 阻

碍贸易发展。 而双方共同边界的相关弹性系数虽然为正， 但它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表明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中， 是否与中国接壤并非主要影响因素。
因为与中国接壤的几乎都是内陆国家， 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农产品贸易， 海运

会更便利。 也说明中国在进口农产品以利用邻国耕地等农业资源上还有较大空间。
（三） 贸易非效率模型的回归及结果分析

鉴于适用性检验分析， 本文依次设定了四个贸易非效率模型。 其中， 模型 １、
模型 ２ 分别表示剔除了农产品价格指数 （ＡＰＲＩＣＥ） 和免于腐败的经济自由度水平

（ＦＦＣ） 两个变量之后的回归方程， 模型 ３ 为同时剔除了 ＡＰＲＩＣＥ、 ＦＦＣ 两个变量后

的回归方程， 模型 ４ 为初始非约束模型， 包含了所有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 回归结

果见表 ４。 可见， 除了被剔除的 ＡＰＲＩＣＥ、 ＦＦＣ 变量外， 其他解释变量均有较好的

显著水平。 从模型 １—４， 各回归方程的 γ 均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且取值都在

０ ７６ 以上。 这与之前的 ＬＲ 检验结果相吻合， 也表明贸易阻碍误差项在总误差项 γ
中占比超过 ７６％， 其中很大部分是由人为可控因素造成的， 这为采取政策措施消

除这部分农产品贸易障碍， 提高贸易效率带来了机会。

表 ４　 贸易非效率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常数
－１１ ４７２０∗∗∗ －１２ ４２６５∗∗∗ －１１ ７９６５∗∗∗ －１２ １５６６∗∗∗

（－９ ５４） （－７ ６９） （－１０ ６９） （－７ ２７）

ＡＶＩＴＴＹｔ
ｊ

－１ ３９１１∗∗∗ －１ ４０１７∗∗∗ －１ ４０３８∗∗∗ －１ ３８８２∗∗∗

（－２０ ３８） （－２０ ９１） （－２１ １８） （－２０ １０）

ＡＰＲＩＣＥｔ
ｊ

－０ １４２７ －０ １５３１
（－０ ５６） （－０ ６０）

ＥＲｔ
ｊ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２ ５８） （－２ ３９） （－２ ５８） （－２ ４２）

ＬＥｔ
ｊ

－０ ６２２５∗∗∗ －０ ５６２４∗∗ －０ ５７６９∗∗∗ －０ ６０９９∗∗

（－３ ５４） （－２ １５） （－３ ２５） （－２ ３０）

ＦＴｔ－１
ｊ

－０ ０１８４∗∗∗ －０ ０１９３∗∗∗ －０ ０２００∗∗∗ －０ １７７５
（－３ １４） （－３ ４０） （－３ ６０） （－２ ９７）

ＦＦｔ－１
ｊ

０ ０１１４∗ ０ ００９６∗ ０ ０１０３∗ ０ ０１０７∗

（１ ７１） （１ ４６） （１ ６９） （１ ５９）

ＦＦＣｔ－１
ｊ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０５８
（－０ ７８） （－０ ８１）

ＷＴＯ
－１ ６５３５∗∗∗ －１ ６３００∗∗∗ －１ ６６４５∗∗∗ －１ ５９９１∗∗∗

（－６ ４９） （－３ ５６） （－６ ５５） （－５ ８６）

ＳＨＯ
－１ ６８１５∗ －１ ６７２４∗∗∗ －１ ６３２５∗∗∗ －１ ６８３４∗∗

（－６ ８２） （－５ ９５） （－６ ８６） （－６ ７６）

δ２
８ ４０７０∗∗∗ ８ ８４７７ ８ ５２２７∗∗∗ ８ ３０４５∗∗∗

（３ ３５） （６ ５２５５） （１９ ２６３４） （４ １８）

ｒ ０ ７９３２∗∗∗ ０ ７６７９∗∗∗ ０ ７９６８∗∗∗ ０ ７７８１∗∗∗

（２ ８１） （３ １２７４） （２ ９０１３） （３ ０５）
对数似然值 －９９２ １７１８ －９９０ ６２３１ －９９２ ８２８９ －９９０ ２９０７
ＬＲ 统计量 １３ ３０ １５ １０ １６ ３４ １３ ３７

注：∗∗∗，∗∗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的值为 ｔ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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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国农业劳动生产率 （ＡＶＩＴＹ）、 出口国汇率 （ＥＲ）、 贸易开放度 （ＦＴ）、 物

流绩效 （ＬＥ）、 是否为世贸组织 （ＷＴＯ） 成员、 以及是否为上合组织 （ＳＨＯ） 成员

这些变量的系数都为负， 符合理论假设。 然而， 出口国金融自由度 （ＦＦ） 系数为

正， 不符合理论假设。 这表明出口国金融自由度水平越高， 农产品出口贸易非效率

项越大， 即效率越低。 王瑞和王永龙 （２０１７） 也得出了类似结论。 这可能是因为

沿线国家多为尚未建立起稳定金融体系的发展中国家， 金融自由度越高可能越易冲

击得农产品出口贸易。
（四） 沿线国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效率及潜力分析

分别从贸易效率与贸易增长空间两方面， 进一步分析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农产品

出口贸易潜力。
１ 出口贸易效率分析

出口贸易效率为实际出口额与出口潜力的比值， 它能很好地捕捉制约实际出口

额接近出口潜力的贸易非效率因素。 根据 Ｂａｔｔｅｓｅ 和 Ｃｏｅｌｌｉ （１９９２） 研究， 贸易效率

的计算公式为 ＴＥ ｔ
ｉｊ ＝ ｅｘｐ（ － ｕｔ

ｉｊ） 。 通过贸易效率可判断沿线国家对中国农产品出

口贸易的发展水平。 若 ｕｔ
ｉｊ ＝ ０， 表示不存在贸易非效率， 此时， ＴＥ ｔ

ｉｊ ＝ １， 实际贸

易等于贸易潜力； 若 ｕｔ
ｉｊ ≻ ０， 表示存在贸易非效率， 贸易效率 ＴＥ ｔ

ｉｊ ∈ （０， １） ，
表明实际贸易低于潜在贸易， 即贸易效率尚有提升的空间。

由以上回归结果， 可知沿线国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贸易效率值。 为突出研究

的现实意义与应用价值， 接下来分析由贸易非效率模型估计所得的贸易效率值。 此

外， 为突出各地区的代表性， 将效率值整理如图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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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９９５—２０１６ 年各区域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效率变化

整体来看， １９９５—２０１６ 年沿线国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效率的总体水平较

低， 平均值只有 ２７ ５９％。 亚欧经济带国家的效率相对最高， 中亚经济带次之， 环

中亚经济带最低。 各国的出口贸易效率呈现出趋势较为一致的波动， 环中亚经济带

国家的效率波动幅度相对平缓， 而中亚经济带和亚欧经济带国家的效率波动幅度则

较大。 随着 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 ＷＴＯ， 各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效率出现了一个小

峰值。 而 ２００８ 至 ２００９ 年亚洲金融危机时， 各国出口贸易效率先后呈现出一个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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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 ２０１３ 年至今， 中亚经济带和环中亚经济带区域都表现出效率增长的趋势， 其

中， 中亚经济带国家的出口贸易效率提升势头尤为突出。 这表明 ２０１３ 年以来， 我

国积极推进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的各项政策对中亚经济带国家的正向促进作

用最为明显。
图 ３ 给出了 １９９５—２０１６ 年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额最多的三个国家 （法国、 俄罗

斯、 德国） 农产品出口贸易效率变化情况。 德国贸易效率水平最高， 法国次之，
俄罗斯第三。 从波动幅度来看， 俄罗斯和法国出口贸易效率的波动幅度较大， 德国

相对平稳。 总体来看， 这三国出口贸易效率的平均值为 ２０ ６８％， 低于沿线 ２１ 个国

家平均水平。 这表明， 在沿线国家中， 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规模大的几个国家其

贸易效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此外， ２０１４ 年 ２１ 个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效率平均

估计值为 ２７ １４％， 低于王瑞和王永龙［１９］测算出的 ２０１４ 年 １７ 个沿线国家的贸易效

率平均值 （４２％）。 考虑到本研究结果与其贸易效率的绝对数值虽有偏差， 但各国

贸易效率排序结果类似。 因此， 最大的原因可能在于本文贸易非效率模型纳入了出

口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变量。 由于沿线国家多为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太高的发展中国

家， 它们提高了贸易非效率项， 降低了平均贸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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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１９９５—２０１６ 年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额前三名的国家贸易效率变化

２ 出口贸易潜力分析

贸易潜力是实际贸易额与贸易效率的比值， 它表示在剔除非效率项的影响后，
贸易双方所能实现的最优贸易估计值。 通过计算， 可得 １９９５—２０１６ 年沿线国家对

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潜力。 由于贸易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受本国实际出口影响， 只

比较绝对值难以得出结论。 因此， 引入贸易拓展空间 （贸易潜力与实际贸易额之

比） 来分析沿线各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增长的比例。
从图 ４ 可见， １９９５—２０１６ 年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拓展空间较大，

平均值为 １０ ０２， 即贸易潜力平均可拓展为实际出口贸易额的 １０ ０２ 倍。 ２００７ 年

前， 环中亚经济带和亚欧经济带都有较大幅波动， 而中亚经济带相对平稳；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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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 环中亚经济带国家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扩展空间最大， 中亚经济带

次之， 亚欧经济带最小， 但三者差别不大， 特别是 ２０１３ 年后， 中亚经济带和环中

亚经济带的出口贸易拓展空间波动趋势高度一致， 均明显高于亚欧经济带。 这再次

验证了中国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各项积极推进 “丝绸之路经济带” 经贸合作的做法给中

亚经济带和环中亚经济带国家带来了更直接的正向影响。 此处与前文对 １９９５—
２０１６ 年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总体潜力 ＴＰＩ 的排序结果虽基本相符， 但分区域的趋

势略有不同。 原因可能有二： 首先， ＴＰＩ 衡量的是沿线国家对所有贸易伙伴的总体

农产品贸易潜力， 而此处估算的仅是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潜力； 其次， ＴＰＩ 是
总体贸易潜力， 其中包括进口和出口。 而本文未计算的进口贸易潜力部分可能正是

影响结果差异的主因。 这也表明， 中亚经济带国家可能存在较大的农产品进口贸易

潜力， 这为中国和中亚经济带国家实现农业优势互补提供了机会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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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９９５—２０１６ 年沿线国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拓展空间

接下来， 以 ２０１６ 年为例， 分析沿线国家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贸易潜力及其贸

易拓展空间。
从绝对出口额来看， 贸易潜力排名前五名的国家中， 法国、 俄罗斯对中国的农

产品出口贸易潜力分别为 ６９４ 亿美元和 ３６３ 亿美元， 乌克兰、 德国和意大利的出口

贸易潜力分别是 ８３ 亿美元、 ７１ 亿美元和 ３６ 亿美元。 该排序与 ２０１６ 年对中国农产

品实际出口额排名前五的国家基本相一致； 从贸易拓展空间来看， 排名前五的国家

中， 伊拉克、 土耳其、 法国的贸易拓展空间分别为 ５０ 倍、 ３３ ３３ 倍和 ２５ 倍， 俄罗

斯和乌克兰的贸易拓展空间分别是 ２０ 倍和 １１ １１ 倍， 该排序正好与当年贸易效率

最低的五个国家相吻合； 从分区域来看， ２０１６ 年亚欧经济带国家出口贸易潜力最

大， 贸易拓展空间排名第二， 环中亚经济带国家出口贸易潜力排名第二而贸易拓展

空间最大， 中亚经济带国家的出口贸易潜力与贸易拓展空间都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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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２０１６ 年沿线国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效率、 贸易潜力和贸易拓展空间

区域 国家
贸易效率

（百万美元）
实际出口贸易额

（百万美元）
贸易潜力

（百万美元）
贸易拓展空间

（倍）

中亚

经济带

环中亚

经济带

亚欧

经济带

吉尔吉斯斯坦 ０ ３０ ２ ９９ ７ ８７ ３ ３３
乌兹别克斯坦 ０ ３８ ３ ８３Ｅ－０７ １ ０１Ｅ－０６ ２ ６３
哈萨克斯坦 ０ ５１ １０５ １１ ２０６ １０ １ ９６
土库曼斯坦 ０ １５ ０ ０８ ０ ５３ ６ ６６

平均值 ０ ３４ ２７ ０５ ５３ ６２ ３ ６４
俄罗斯 ０ ０５ １８１８ ６２ ３６３７２ ４０ ２０
印度 ０ ３６ ２２０ ７４ ６１３ １７ ２ ７８
伊朗 ０ ４６ １２５ １２ ２７２ ００ ２ １７

亚美尼亚 ０ １１ ０ ５８ ５ ７３ ９ ０９
阿塞拜疆 ０ ４２ ０ ４８ １ １４ ２ ３８
土耳其 ０ ０３ １００ ９８ ３３６６ ００ ３３ ３３

格鲁吉亚 ０ ２７ １２ ５８ ４６ ５９ ３ ７０
巴基斯坦 ０ ３６ ３６０ １３ １０００ ３６ ２ ７７

沙特阿拉伯 ０ ４０ ２ ０６ ５ １５ ２ ５０
伊拉克 ０ ０２ １ ０１ ５０ ５０ ５０ ００
阿富汗 ０ ２２ ０ ００ ４ ５５Ｅ－０５ ４ ５４
平均值 ０ ２５ ２４０ ２１ ３７９３ ８７ １２ １１
英国 ０ ５１ ４４６ ９５ ８７６ ３７ １ ９６
法国 ０ ０４ ２７７８ １５ ６９４５３ ７５ ２５ ００
德国 ０ ３０ ２１５９ ６３ ７１９８ ７７ ３ ３３

意大利 ０ １３ ４７９ ６２ ３６８９ ３８ ７ ６９
乌克兰 ０ ０９ ７５２ ８４ ８３６４ ８９ １１ １１

白俄罗斯 ０ ２５ ３ ７２ １４ ８８ ４ ００
平均值 ０ ２２ １１０３ ４９ １４９３３ ０１ ８ ８５

注： 贸易拓展空间＝贸易潜力 ／ 实际出口贸易额

五、 结论和建议

本文利用 １９９５—２０１６ 年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样本， 采取

ＴＰＩ 计算了沿线国家农产品总体贸易潜力， 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

型估计了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效率， 同时进一步测度分析了沿线国家

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潜力及其影响因素、 以及出口贸易拓展空间。 研究发现：
（１） 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平均效率较低， 从高到低排名为： 亚欧经

济带、 中亚经济带、 环中亚经济带。 而出口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汇率、 物流绩

效、 贸易与金融开放度和是否为上合组织或 ＷＴＯ 成员国等因素都对贸易效率产生

影响。 （２） 按农产品总体贸易潜力从大到小排序为： 中亚经济带、 环中亚经济带、
亚欧经济带。 （３） 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拓展空间较大， 贸易潜力平

均可拓展为实际出口贸易额的 １０ ０２ 倍。 其中，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年， 从大到小排序为：
环中亚经济带国家、 中亚经济带、 亚欧经济带。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１） 针对影响贸易效率的诸因

素， 应分别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 以提升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对中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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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出口的贸易效率。 例如： 帮助一些沿线国家提升农业灌溉技术、 提高农业用地

效率， 从而提高其农业劳动生产率； 积极帮助沿线国家寻求来自亚投行、 丝路基

金、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多机构的资金支持， 提高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以

优化其物流绩效； 进一步与沿线国家磋商贸易自由化， 包括共同推进和深化口岸协

作， 提升通关效率， 实现次区域客货过境便利化， 从而促进贸易与金融开放， 但同

时应特别注重规避金融风险。 （２） 应扩大从环中亚经济带和中亚经济带国家的农

产品进口贸易， 同时重视从亚欧经济带国家的农产品进口贸易。 需要注意的是， 应

加大力度进口我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土地密集型和水资源耗费型农产品， 慎重进口

对我国冲击较大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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