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汇率变动、 融资约束与多产品
企业出口行为研究

———基于生产分割视角的考察

吴功亮　 　 林汉川　 　 蔡悦灵　 　 张定胜

摘要： 本文基于多产品出口企业的垄断竞争模型， 构建了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

的内生决定因素的分析框架， 以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中国海关和工业企业合并数据库为

样本， 研究了汇率变动、 融资约束对我国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

明： 当人民币汇率升值时， 我国多产品企业出口价格、 出口数量以及出口产品的种

类都会显著减少， 且企业倾向于出口核心产品， 而企业融资状况的改善会有效降低

汇率波动风险。 本文为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化进程、 降低企业信贷约束提供了理论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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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多产品出口企业一直在国际贸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Ａｒｋｏｌａｋｉ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１］；
易靖韬和蒙双， ２０１７［２］）。 根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中国海关数据统计， 多产品出口企业

在出口企业中占比超过 ７５％， 并且多产品出口企业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 ９０％以上

（许家云等， ２０１５） ［３］。 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国金融市场会进一步扩大开放、 引进

竞争机制， 汇率变动将更加依赖于市场供求关系， 汇改政策也将继续向前迈进。 在

此背景下， 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不仅体现了其经济基本面因素的变动， 更被看作是

对内外经济关系加以调节的价格变量。 我国作为贸易大国， 与外界经济环境融合度

提高的同时， 我国的出口贸易遭受外部市场冲击的可能性也会进一步放大， 由此带

来的汇率波动风险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所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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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的理论研究中， Ｃｌａｒｋ （１９７３） ［４］基于企业风险厌恶偏好、 完全竞争市场

等前提假设条件下， 推导出了汇率变动与出口贸易之间的负向关系。 然而，
Ｏｂｓｔｆｅｌｄ 和 Ｋｏｇｏｆｆ （２０００） ［５］研究得出汇率变动与出口贸易之间无显著关系， 并首

次提出 “汇率无效之谜”。 近些年的实证研究表明， 人民币汇率上升会使企业出口

价格下降， 出口数量减少 （王小雪和王艳芳， ２０１８［６］； 张靖佳等， ２０１７［７］ ）， 出口

产品范围缩小， 出口产品集中度提高， 还可以适当促进贸易结构的调整 （钱学锋

和王胜， ２０１７［８］； 易靖韬等， ２０１９［９］）。 汇率波动和出口贸易之间相互作用， 双边

汇率风险会抑制企业的出口行为， 与出口目的地之外的其他地区间的多边汇率波动

促进了企业的出口贸易； 出口产品的种类和目的地越多， 企业越倾向于在它们之间

优化出口资源分配， 吸收双边汇率风险的负面冲击， 从总体上推动出口贸易的发展

（汪建新等， ２０１９） ［１０］。 汇率对出口企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贸易方式方面， 相比

于一般贸易企业， 加工贸易企业在面对汇率变动时， 出口价格的汇率弹性较大， 出

口数量的汇率弹性较小 （宋超和谢一青， ２０１７） ［１１］； 企业类型方面， 民营中小企业

和外资企业在面临汇率变动时会更大幅度地调整其出口活动， 而对国有企业出口积

极性的影响相对较小； 生产率方面， 出口产品生产效率越高， 出口价格对汇率变动

的弹性越大， 汇率传递越不完全； 产品地位方面， 韩剑等 （２０１７） ［１２］指出， 中国出

口企业受汇率波动影响最小的产品是市场份额占有率高且具有较高质量的优势产

品， 而非出口额大的低质量产品。 新新贸易理论认为， 生产率更高的出口企业具有

比较优势， 更有能力参与出口活动 （Ｍｅｌｉｔｚ ａｎｄ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２００８） ［１３］。 随后， 学界

不断在 Ｍｅｌｉｔｚ 的模型基础上拓展， 探究企业生产率与出口之间的关系 （Ｃｈａｎｅｙ，
２００８） ［１４］， 企 业 层 面 的 产 品 质 量、 人 力 资 本、 研 发 创 新 （ Ｈａｒｒｉｇ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１５］， 宏观层面的贸易政策、 金融市场摩擦、 外商投资、 目的地市场规模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１６］ 等影响出口贸易的因素不断被纳入模型的分析框架中。
但以上研究均未考虑企业信贷约束的影响。

Ｍａｎｏｖａ （２００８） ［１７］首次将企业出口固定成本以及边际成本所面临的融资约束

问题纳入异质性企业模型中。 事实上， 世界各国企业均面临着融资约束困境。 金融

市场摩擦引起的企业信贷约束是制约着汇率变动对企业生产以及企业拓展边际和集

约边际的影响因素 （Ｃａｇｌａｙａｎ ａｎｄ Ｄｅｍｉｒ， ２０１４） ［１８］。 出口企业在面对汇率变动时承

受能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融资能力。 另外， 企业类型和金融发展水平对融

资能力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张伯伟， ２０１５） ［１９］。 在宏观研究层面， 一国金融发展水

平以及金融市场完备度越高， 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越小， 及时且充足的资金流能帮

助出口企业在面对外界冲击时， 更加灵活地调整生产经营活动， 抵御风险 （于洪

霞等， ２０１１［２０］； Ｃ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９［２１］ ）。 反之， 如果一国金融市场发展不完

备， 则汇率贬值刺激企业出口的效应显著降低 （Ｂｅｎｈｉｍａ， ２０１２） ［２２］。 在微观研究

层面， Ｇｒｅｅｎａｗａｙ 等 （２００７） ［２３］ 发现， 参与出口贸易的企业具有更好的融资能力，
企业参与出口决策可以改善企业融资约束问题。 Ｇｏｐｉｎａｔｈ （２０１３） ［２４］ 研究得出， 存

在融资约束的企业更易受到汇率变动的影响， 企业出现融资约束不仅会降低出口数

量， 还会影响企业最优定价。 出口企业的利润对汇率变动的冲击更具敏感性， 而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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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能力较强的企业能够通过境内外股票或债券市场获得直接融资， 抵御汇率变动所

带来的风险 （Ｄｅｍｉｒ， ２０１３） ［２５］。
高生产率能带来高利润， 出口企业面对任意海外市场都有相应的固定成本， 融

资能力强的企业能够承担低价值产品的固定成本上涨压力， 因此， 出口产品的范围

更广 （Ｍａｙ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２６］。 同时， 在竞争越激烈的市场， 多产品企业出口的产

品质量越高。 当面临汇率升值或贸易可变成本下降时， 多产品企业会最先放弃低属

性的出口产品， 其出口更加集中于高属性的产品， 通过转变出口产品结构提升企业

生产率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２７］。 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 等 （２０１３） ［２８］ 根据不同种类产品技术

距离核心技术的远近进行排序， 距离为零表示该产品为企业核心产品， 并根据企业

生产率差异， 构建异质性企业出口模型， 研究了汇率变动对多产品出口企业行为的

影响。 但是， 目前鲜有文献研究企业存在融资约束的情况下， 汇率变动冲击对多产

品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事实上， 各国多产品企业都面临着融资约束的困境。 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国

际贸易金融跌宕起伏、 企业融资难的背景下， 探究处于不同融资约束环境下的企业

面对汇率变动冲击所表现出的异质性反应， 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与已

有研究相比，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 首先， 在理论模型方面， 本文借鉴

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 等 （２０１３） 的多产品企业概念以及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２９］ 的产品异质性理论，
引入了多产品企业面临融资约束异质性这一事实， 既丰富了现有理论模型， 又使得

理论模型更加贴近现实情况； 其次， 在实证方面， 不仅考虑到企业生产率异质性的

特点， 还考虑到多产品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的特点， 引入了汇率变动和融资约束的

交互项， 实证检验了融资约束在汇率变动对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过程中所起

到的调节作用。

一、 理论分析

汇率变动所带来的外部冲击会对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当出口企

业面临本国汇率升值、 市场竞争加速等不利影响时会集中出口核心产品， 放弃生产

率低的产品 （Ｍａｙ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企业的异质性除了体现在生产率方面， 还体现

在融资约束条件上。 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化水平相对较低， 大多数企业普遍面临着

融资约束的困境 （Ｃｈａｎｇｑｉｎｇ Ｌｉ ａｎｄ Ｊｉａｎ Ｌｕ， ２０１８） ［３０］。 因此， 本文参照 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
和 Ｄｉｘ Ｃａｒｎｅｉｒｏ （２０１３） 的多产品企业出口模型， 放宽了模型假设， 考虑到企业面

临融资约束的实际问题， 进一步探究中国多产品企业出口问题。
（一） 模型设定

１ 消费者需求

本文沿用 Ｄｉｘｉｔ 和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１９７７） ［３１］的经典 ＣＥＳ 效用函数形式， 构建垄断竞争

模型， 得到多产品出口企业出口国家 ｆ 的代表性消费者效用函数为：

Ｕ（Ｃ ｆ） ≡ （∫
φ∈Ω

ｓｆ（φ） １－ １
σ ｄφ）

１

１－ １
σ

（１）

其中， Ω 表示企业生产所有产品的集合， σ 表示产品的替代弹性 （ σ ＞ １）， φ

６４１

国际金融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



表示产品生产率、 生产技术。 ｓｆ（φ） 表示产品 φ 所对应的消费数量。
其中， Ｙｆ 表示出口目的国 ｆ 在进口市场上的总支出。 满足下列约束条件：

ｓ ｔ Ｙｆ － ∫ｎ
０
ｐ（φ） ｓ（φ）ｄφ ＝ ０ （２）

根据效用最大化原理及一阶条件可得， 出口目的国 ｆ 的需求函数为：
ｓｆ（φ） ＝ ＹｆＰσ－１ （ｐｈ

ｆ（φ））
－σ （３）

Ｐ 表示出口目的国的物价指数， 定义 Ｐ ≡ ∫ｎ
０
ｐ（ω） １－σｄω( )

１
１－σ ， ｐｈ

ｆ（φ） 是以出口

目的国货币为计量单位的消费者购买价格。
２ 异质性厂商生产

根据产品异质性理论， 每个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差异以及企业内部产品的相对生

产效率均会影响产品的生产成本 （Ｂｅｒｎａｒｄ， １９９９［３２］， ２００３［３３］；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１９９９［３４］，
２００３［３５］；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８）。 每个出口企业都有一个与其核心竞争力相对应的

产品， 且在企业内部资源分配中占比最大， 即企业生产效率最高的产品， 用来代表

企业层面的生产率。 企业层面的核心产品生产率 θ 服从特定的随机分布。 同时， 对

企业内部产品按生产效率划分阶层等级 ｒ ， 核心产品的阶层等级 ｒ ＝ ０， ｒ 越大表示

该类产品距离企业的核心技术越远， 其生产效率也就越低。 由此可得， 产品的生产

效率为：
φ（ ｒ， θ） ＝ θω －ｒｆθ， ωｆθ ＞ １ （４）

其中， φ表示企业的产品生产效率， θ 为企业生产率， ωｆθ 表示企业生产的产品种
类数。 企业生产效率 θ 、 产品排序等级 ｒ 以及企业产品种类数 ωｆθ 共同决定了对应

产品的生产效率。 对于多产品企业， 本文用企业异质性和产品异质性来标识。 当产

品阶层等级为 ｒ ＝ ０ （即核心产品） 时， 所对应的核心产品即为多产品企业的生产

率， 因此， 企业核心产品的生产率体现了多产品企业生产率的水平。
出口产品的离岸价格和外国消费者购买价格会因交易成本以及汇率的存在而存

在着价格差异。 其中， 汇率又分为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 假设出口东道国的劳动工

资率为 ｗ （本文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 出口目的国家 ｆ 的劳动工资率为 ｗ ｆ （以出口

目的国货币为计价单位）， 名义汇率为 εｆ ， 据此得到本国与出口目的国之间的实际

汇率表达式为：

ｑ ＝
ｗ ｆεｆ

ｗ
（５）

出口企业的定价与出口目的国最终消费者购买价格之间因存在交易成本而存在

价格差异， 其中包含冰山运输成本 τｆ ， τｆ ＞ １； 出口企业生产产品所需要的固定成

本记为 Ｆ ； 每单位产品出口到 ｆ国， 销售需要花费 ηｆ 单位的外国劳动力， 外国劳动

力成本记为 ｗ ｆ 。 除了交易成本之外， 两国之间的汇率变动也会引致出口企业的定

价与出口目的国最终消费者购买价格之间发生相应变动。 因此， 出口目的国 ｆ 的消

费者需求函数可表示为：

ｓｆ（φ） ＝ ＹｆＰσ－１ （
ｐｈ（φ（ ｒ， θ））τｆ

εｆ

＋ ηｆｗ ｆ）
－σ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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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ｐｈ（φ（ ｒ， θ）） 是以人民币为计价基础的出口价格， ｐｆ（φ） 是以出口目的国

货币为计价单位的消费者最终支付的购买价格， 两者之间的关系为：

ｐｆ（φ） ＝
ｐｈ（φ（ ｒ， θ））τｆ

εｆ

＋ ηｆｗ ｆ （７）

３ 厂家面临的融资约束

由于信息不对称、 金融摩擦等因素的影响， 大多数企业在现实中都面临着融资

约束问题。 受其影响， 多产品出口企业获得的外部融资成本总是要高于内部资金成

本， 内部资金用 Ｌ 表示。 假设内部资金成本为 １， 当企业使用内部资金时， κ ＝ １；
使用外部融资时， κ ＞ １， 且不同的企业所对应的融资成本不同， 银行对企业授信

主要根据企业财务状况进行抉择， 故用 κ（ ｒ） 来表示不同企业的融资成本， ｒ 表示企

业的财务状况。 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的的企业， 其生产成本也就越高， 故其最优出口

价格以及对应的出口数量也会发生变化。 据此， 得到企业生产利润函数为：

π ＝ Ｐｈｓ（φ）τｆ － κ（φ）（
ｗｓ（φ）τｆ

φ
＋ Ｆ － Ｌ） － Ｌ （８）

４ 出口市场

假设企业只有在利润为正 （即 π ＞ ０） 时， 才考虑生产出口。

当 Ｌ ＞
ωｓｆ（φ）τｆ

φ
＋ Ｆ 时， 企业的内部资金能够满足生产产品所需要的生产成

本， 企业不考虑外部融资， 此时 κ ＝ １。 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确定企业每种产品的

最优出口价格和最优出口数量为：

ｐｈ ＝ σ
σ － １

（１ ＋
ηｆｑφ
στｆ

） ｗ
φ

（９）

ｓ（φ） ＝ （σ
－ １
σ

）
σ

ＹＰσ－１ （
τｆ

φｑ
＋ ηｆｗ ｆ） － σ （１０）

当且仅当 Ｌ £
ωｓｆ（φ）τｆ

φ
＋ Ｆ 成立时， 出口企业考虑使用外部融资资金。 通过求

解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得， 每种产品最优出口价格为：

ｐ∗
ｈ
＝ σ
σ － １

（κ（ ｒ） ＋
ηｆｑφ
στｆ

） ｗ
φ

（１１）

联立上式可得厂商的产品出口数量为：

ｓ∗ｆ （φ） ＝ （σ
－ １
σ

）
σ

ＹＰσ－１ （
κ（ ｒ）τｆωｆ

φｑ
＋ ηｆｗ ｆ）

－σ （１２）

存在资金流动性约束的情况下， 出口企业的利润方程为：

π ＝ ｗｑｗ －σ
ｆ ＹｆＰσ－１ （ κ（φ）τ

θω －ｎ（θ） ｆθｑ
＋ ηｆ） １－σ － κ（φ）Ｆ ＋ （κ（φ） － １）Ｌ （１３）

从式 （１３） 可以看出， 企业出口利润是产品生产率的增函数。 在出口利润为

正的前提条件下， 只有产品生产率满足一个临界值， 企业才可能参与出口。 而产品

生产率低于临界值时， 企业无法满足参与出口的条件， 因而不参与出口。 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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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企业异质性理论中的 “自动选择效应”。 通过式 （１１）、 式 （１２） 可以看

出， 存在融资约束的出口企业在面临汇率变动时， 其最优价格以及出口数量有别于

不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 通过式 （１３） 可以发现， 企业可能因为资金链断裂或成

本上涨太高而停止生产产品。
（二） 研究假说

本文计算出在最优定价下出口价格对实际汇率的弹性系数：

　 　 　 　 　 　 　 ｅｐ ≡
ｄｐ（φ）
ｄｑ

ｑ
ｐ（φ）

　 　 　 　 　 　 　 　 ＝
ηｆφｑ

κ（ ｒ）στｆ ＋ ηｆφｑ
（１４）

从式 （１４） 可知， 出口企业关于产品定价与实际汇率的弹性系数随着产品生

产效率的提高而变大， 随着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而变小。 因此， 相对于低生产率企

业， 高生产率企业的产品出口价格对实际汇率的弹性系数更大， 这意味着当汇率升

值时， 高生产率企业比低生产率企业产品出口价格向下调整更多。 而企业核心产品

相对于其他产品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 因此本国汇率升值时， 企业核心产品出口价

格向下调整更多。
假说 １： 多产品企业产品本币出口价格随本国实际汇率升值而下降； 当实际汇

率发生变动时， 企业生产效率越高， 其本币出口价格调整幅度越大； 企业融资约束

越小， 价格弹性越大， 其本币出口价格调整幅度越大。
本文计算出在最优定价下出口数量对实际汇率的弹性系数：

ｅｓ ≡
ｄｓ（φ）
ｄｑ

ｑ
ｓ（φ）

＝
σκ（ ｒ）τｆ

κ（ ｒ）τｆ ＋ ηｆφｑ
（１５）

产品的出口数量关于实际汇率变动的弹性系数随企业出口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

而增加， 随企业融资成本的提高而减少。 相对于高生产率企业， 低生产率企业面临

本国汇率升值时， 产品出口数量减少的幅度较大。 同样， 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的企

业， 面临汇率变动风险时， 其出口数量调整也越大。
本文计算在最优定价条件下的价格需求弹性：

　 　
ｄｓｆ（φ）
ｄｐｈ（φ）

ｐ（φ）
ｓｆ（φ）

ｐｈ ＝ ｐ∗
ｈ ＝ ∂ ｌｎｓ（φ）

∂ ｌｎｐ（φ）
＝ － σ

ｐｈτｆ

ｐｈτｆ ＋ ηｆｑｆω
ｐｈ ＝ ｐ∗

ｈ

　 　 　 　 　 　 　 　 　 ＝ －
σκ（ ｒ）τｆ ＋ ηｆｑφ
κ（ ｒ）τｆ ＋ ηｆｑφ

（１６）

假设企业的生产率不受融资约束的影响。 因为任何一家企业选择银行做授信

时， 银行对企业授信并不依据于企业生产效率 φ高低进行抉择， 而是基于企业财务

状况做出判断。 那么，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企业生产效率 φ越高， 国外消费

者对以出口国货币为计价单位的需求价格弹性越小； 同样， 其他条件不变时， 企业

融资约束 κ（ ｒ） 越小， 需求的价格弹性就越小。 当汇率发生变动时， 企业生产效率

越高或融资约束程度越低， 出口企业会更大幅度地调整以本国货币为计价单位的出

口价格， 而以出口目的国货币为计价单位的价格变化较小， 多产品出口企业自身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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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了汇率变动的风险， 反映了汇率传递的不完全性。
假说 ２： 多产品企业产品出口数量随本国实际汇率升值而减少， 当实际汇率发

生变动时， 企业生产效率越高， 其出口数量调整幅度越小； 当企业融资约束越小，
面临汇率变动风险时， 其产品出口数量调整幅度越小。

利用式 （１３） 对 ｑ 求偏导， 可进一步得到实际汇率变动对利润的影响：
ｄπ
ｄｑ

＝ ｗｗ －σ
ｆ ＹｆＰσ－１ （ κ（ ｒ）τ

θω －ｎ（θ） ｆθｑ
＋ ηｆ） １－σ ＋ （σ － １）ｗｗ －σ

ｆ ＹｆＰσ－１

　 　 　 　 　 κ（ ｒ）τ
θω －ｎ（θ） ｆθｑ

（ κ（ ｒ）τ
θω －ｎ（θ） ｆθｑ

＋ ηｆ）
－σ （１７）

由于 σ － １ ＞ ０， 从而
ｄπ
ｄｑ

＞ ０， 即本国实际汇率升值 （ ｑ 下降表示本国货币升

值）， 出口产品利润减少。 此时， 部分处在盈利边缘的产品生产利润变为负值， 企

业停止出口这类产品， 故本国实际汇率升值， 将引致多产品企业产品出口种类

减少。
假说 ３： 多产品企业产品出口种类随着本国实际汇率升值而减少。
为了探究实际汇率变动对核心产品出口的影响， 假设核心产品的生产率为 φｈ 、

非核心产品的生产率为 φｌ ， 且 φｈ ＞ φｌ 。 根据式 （１１）、 式 （１２） 可得核心产品与

非核心产品的出口额为：

Ｖｈ ＝ （σ
－ １
σ

） σ－１ ｗ
φｈ

ＹＰσ－１ （
κ（ ｒ）τｆωｆ

φｈｑ
＋ ηｆｗ ｆ）

－σ（κ（ ｒ） ＋
ηｆｑφｈ

στｆ
） （１８）

Ｖｌ ＝ （σ
－ １
σ

） σ－１ ｗ
φｌ
ＹＰσ－１ （

κ（ ｒ）τｆωｆ

φｌｑ
＋ ηｆｗ ｆ）

－σ（κ（ ｒ） ＋
ηｆｑφｌ

στｆ
） （１９）

将核心产品出口额比上非核心产品出口额， 得：
Ｖｈ

Ｖｌ

＝
φｌ （κ（ ｒ）τｆωｆ ＋ ηｆｗ ｆφｈｑ）

－σ（κ（ ｒ）στｆ ＋ ηｆｑφｈ）
φｈ （κ（ ｒ）τｆωｆ ＋ ηｆｗ ｆφｌｑ）

－σ（κ（ ｒ）στｆ ＋ ηｆｑφｌ）
（２０）

对 ｑ 求偏导， 可得

（
Ｖｈ

Ｖｌ
）

ｑ
＜ ０。 ｑ 下降表示本国实际汇率升值， 所以本国实际汇

率升值将引致
Ｖｈ

Ｖｌ
变大， 即核心产品出口比重提升。

假说 ４： 多产品企业产品出口集中度随着本国实际汇率升值而提高。

二、 变量选取与研究方法

（一） 变量选取

１ 核心变量

（１） 汇率变动 （ ｒｅｒ ）。 本文中的人民币与各出口国实际汇率数据来自宾西法

尼亚大学世界数据库 （Ｐｅｎ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ａｂｌｅ） 和联合国贸发数据库 （ＵＮＣＴＡＤ）。 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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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指标 ＲＥＲ 采取以下算法：

ＲＥＲ ｆｔ ＝ ｅｆｔ ×
Ｐ ｆ

ｔ

Ｐｈ
ｔ

（２１）

其中， ｅｆｔ 表示 ｔ 时期外币 ｆ 的人民币价格， 汇率上升即表示本国实际汇率升值；
Ｐ ｆ

ｔ 、 Ｐｈ
ｔ 分别表示 ｆ 国和本国 ｔ 时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来源于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Ｒ 上升表示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 反之表示人民

币实际汇率贬值。
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 本文用企业层面产品出口价格的对数、 产品出口数量的

对数、 出口产品种类、 出口产品集中度来反映多产品企业的出口表现。 其中， 根据

高度细化的 ＨＳ８ 位编码来统计计算出口产品种类。 参照 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 等 （２０１３） 的做

法， 使用企业 ｈ 出口到 ｆ 国的年度核心产品出口额与年度产品出口总额的比值来体

现多产品出口集中度：

Ｓｋｅｗｎｅｓｓ ＝ Ｍ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Ｔ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２２）

其中， Ｓｋｅｗｎｅｓｓ 表示多产品企业产品出口集中度， Ｍ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为多产品企业出口

中出口额最大的产品 （即核心产品）， Ｔ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为企业 ｈ 出口到 ｆ 国年度的产品出

口总额。
（２） 融资约束 （ Ｆｉｎ ）。 融资约束阻碍了我国约 ８０％民营企业的发展。 为了全

面科学地反映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环境， 本文设立多个指标来衡量企业的融资约

束。 借鉴许家云 （２０１６） ［３６］的方法， 采用企业利息支出与固定资产比值来衡量融资

约束， 如果企业融资约束越小， 那么企业利息支出与固定资产比值越大。 稳健性检

验部分， 参考阳佳余 （２０１２） ［３７］的研究当中刻画融资约束的另一个指标———商业信

贷约束， 采用应付账款占总资产比值进行衡量。 该指标值越大， 表明企业越有可能

成为商业信贷的供给方， 其所受的融资约束程度相对越小。
（３） 企业生产率 （ ｔｆｐ ）。 常用测量方法主要有固定效应估计技术、 ＯＰ 法、 ＬＰ

法、 ＧＭＭ 法等。 本文采用 ＬＰ 方法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ｉｎ， ２００３） ［３８］ 来测量全要素生

产率。 ＬＰ 方法不需要使用投资额作为代理变量， 而是选用中间品投入指标， 从数据

获得的难易角度出发， 中间品投入更易获得。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大部分企业不具有

完整短期或是长期投资， 若选取 ＯＰ 法将浪费大量样本信息 （易靖韬和蒙双， ２０１７）。
２ 控制变量设定

（１） 企业规模 （ ｓｉｚｅ ）。 企业规模与企业出口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企业规模越

大表明企业人力资本以及资金等市场竞争力越强， 企业越有能力出口。 大规模企业

也会拥有更多的产品类别。 本文采用企业销售额的对数来衡量企业规模。
（２） 平均工资水平 （ ｗａｇｅ ）。 平均工资能反映出一个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

有能力进行对外贸易的企业其生产率和盈利水平往往较高， 工资待遇也会普遍高于非出

口企业。 这表明企业的工资水平与出口行为密切相关， 本文将加入这一变量来控制回归

结果。
（３） 企业利润水平 （ ｐｒｏｆｉｔ ）。 与工资水平类似， 效益好、 利润率高的企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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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出口贸易的动机。 企业从选择产品出口到扩张并维持出口量需要庞大的资金支

持， 因此， 利润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重要因素。 本文采用利润总额

与补贴收入之差来衡量企业平均利润率。
（４） 企业年龄 （ ａｇｅ ）。 企业年龄是对企业生命周期的量化， 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企业的成长阶段和成长情况。 企业年龄影响着企业的战略发展和经营状况， 进

而可能会对企业的出口行为产生影响。 本文采用当年年份与企业成立年度之差来表

示企业年龄， 对回归结果进行控制。
（二） 计量模型

Ｅｘｐｏｒ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ｈｆｃｔ ＝ α ＋ β１Ｌｎｒｅｒｆｔ ＋ β２Ｌｎｒｅｒｆｔ ×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ｈｔ 　 　 　

　 　 　 　 　 　 ＋ β３Ｌｎｒｅｒｆｔ × ｔｆｐｈｔ ＋ β４Ｘｈｆｃｔ ＋ ｖｈ ＋ ｖｔ ＋ εｈｆｃｔ （２３）
其中， ｈ 、 ｆ 、 ｃ 、 ｔ 分别表示出口企业、 出口目标国、 出口产品、 出口时期。

Ｅｘｐｏｒ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ｈｆｃｔ 表示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表现， 包括了产品出口价格、 出口数量、
出口种类和出口集中度。 ｒｅｒｆｔ 表示出口目标国第 ｔ 年对人民币的平均实际汇率。
Ｌｎｆｉｎａｃｅｈｔ 表示企业 ｈ 在 ｔ 时期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 Ｌｎｒｅｒｆｔ × Ｌｎｆｉｎａｃｅｈｔ 表示实际

汇率对数与融资约束对数的交互项， 通过该项的系数来判断实际汇率变动对不同融

资约束水平下的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ｔｆｐ 表示企业的生产效率， 在本文中企业融资

约束以及企业生产效率均用来体现企业的异质性。 Ｘｈｆｊｔ 表示控制变量， 包括企业生

产规模、 平均工资、 企业利润等。 ｖｈ 表示个体效应， 控制了不随时间变化的对企业

出口行为有影响的因素。 ｖｔ 表示年度固定效应， 即对所有多产品企业都面临着共同

外部冲击， 如宏观政策、 外部经济环境等信息。 εｈｆｃｔ 表示随机误差项。
表 １ 给出了本文所选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为了消除异方差所带来的影响，

对主要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 仅出口种类以及出口集中度未做对数化处理。

表 １　 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 （ｐ） ３４４３７３６ １ ６３８２ １ ９６６８ －１ ９９８６ １８ ３６９３

ｌｎ（Ｑ） ３４４３７３６ ８ ０４７０ ３ ０４２７ ０ ００００ ２１ ４４３８

ｓｃｏｐｅ ３ ４５３ ４０３ ４ ３２１４ １３ ４９８２ １ ００００ ４２７ ００００

ｓｋｅｗｎｅｓｓ ３ ４５３ ４０３ ０ ７１８４ ０ ２６１６ ０ ０３０２ １ ００００

ｌｎ（ＲＥＲ） ３ ３９９ ５０７ ０ ０３８７ ２ ４６３２ －２ ７１８２ ７ １２２５

ｌｎ（Ｆｉｎ） ３ ３８３ ８０６ ０ ０３５５ ０ ０６０２ －０ ０４６７ ０ ４５７６

ｔｆｐ ３ ４２９ １５８ ７ ６４８３ １ ３３９７ －２ １１８７ １４ ７４１９

ｌｎ（ ｓｉｚｅ） ３ ４５２ ９６７ １１ ２０８７ １ ５５１０ ３ ４６５７ １９ ０５１９

ｌｎ（ｗａｇｅ） ３ ４５０ ７９６ ２ ６６０６ ０ ６００９ －５ ２９８３ ８ ８４６７

ｌｎ（ｐｒｏｆｉｔ） ３ ４５２ ９６７ ０ ０３１３ ０ １０８３ －８ ５０５１ ９ ０７９８

ｌｎ（ａｇｅ） ３ ４３７ ２９９ ２ ３２０１ ０ ５８６２ ０ ００００ ５ １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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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准回归

（一） 汇率对产品出口价格和出口数量的影响

本文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 实证检验了实际汇率变动对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

的影响。 表 ２ 展示了实际汇率变动、 融资约束对多产品企业出口价格、 出口数量的

回归结果。

表 ２　 产品出口价格和出口数量的汇率传递效应分析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ｐ） ｌｎ（Ｑ）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ｌｎ（ＲＥＲ）
－０ ０８９８∗∗∗ －０ ０８２２∗∗∗ －０ ０８５２∗∗∗ －０ ０４５０∗∗∗ －０ ０２３９∗∗ －０ ０５９６∗∗∗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１１６） （０ ０１１８） （０ ０１２４）

ｌｎ（ＲＥＲ） × ｔｆｐ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６７∗∗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８）

ｌｎ（ＲＥＲ） × ｌｎ（Ｆｉｎ）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１２１∗∗∗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４１）

ｌｎ（ｗａｇｅ） ０ ０３９９∗∗∗ ０ ０４０３∗∗∗ ０ ０３９５∗∗∗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３２）

ｌｎ（ ｓｉｚｅ） ０ ０８２３∗∗∗ ０ ０８２３∗∗∗ ０ ０８２３∗∗∗ ０ ３９３０∗∗∗ ０ ３９３１∗∗∗ ０ ４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３１）

ｌｎ（ｐｒｏｆｉｔ） ０ ０２１５∗∗∗ ０ ０２１６∗∗∗ ０ ０１７４∗∗∗ ０ ０３８８∗∗ ０ ０３６０∗ ０ ０６４９∗∗∗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１４３） （０ ０１４６） （０ ０１６４）

ｌｎ（ａｇｅ）
－０ ００９７∗∗∗ －０ ００９８∗∗∗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１４７∗ －０ ０１５５９∗∗ －０ ０１１７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７６） （０ ００７６） （０ ００８１）

常数项
０ ６３４４∗∗∗ ０ ６３２６∗∗∗ ０ ６３７９∗∗∗ ３ ６９１８∗∗∗ ３ ６９５７∗∗∗ ３ ５４２２∗∗∗

（０ ０１２２） （０ ０１２２） （０ ０１３４） （０ ０３６２） （０ ０３６２） （０ ０３９５）
Ｒ２ ０ ００９６ ０ ００９７ ０ ０１１２ ０ ０１５６ ０ ０１５６ ０ ０１５８

观测样本个数 ３ ３７１ ５７５ ３ ３６４ ７７３ ３ ００６ ２９７ ３ ３７１ ５７５ ３ ３６４ ７７３ ３ ００６ ２９７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下表同。

表 ２ 的基准回归结果显示， 模型 １—模型 ３ 以产品出口价格为被解释变量， 结

果表明， 实际汇率的系数显著为负， 且在 １％的检验水平下显著。 这初步表明本国

货币实际汇率升值显著降低了多产品出口企业的产品出口价格， 相反本国货币贬值

会提高产品出口价格。 同时， 这一结论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汇率传递的不完全

性。 企业在面临本国货币升值时， 会通过降低商品的本币出口价格来应对汇率的外

部冲击， 而在商品的最终出口市场上以外币为计价单位的商品价格上升幅度会小于

本币升值幅度， 即存在不完全的汇率传递效应。
其中， 模型 ２—模型 ３ 分别加入了实际汇率与企业生产率以及融资约束的交互

项， 探究企业生产率、 融资约束的异质性对汇率传递效应的影响。 从上述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 模型 ２ 中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生产率越高的企业， 其汇率

变动对产品出口价格的影响越大。 模型 ３ 中， 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 企业融资约束

越小， 利息支出与固定资产比值越大。 因此， 通过其与实际汇率的交互项系数可以

得出， 融资约束越小的企业， 汇率变动对价格调整的影响越大。 以上回归结果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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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假说 １。
模型 ４—模型 ６ 检验了实际汇率变动对产品出口数量的影响。 表 ２ 中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实际汇率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本国实际汇率升值会显著降低企

业产品出口数量。 模型 ５ 中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实际汇

率变动对商品出口数量的影响越小， 即高生产率企业面对本国实际汇率升值时， 产

品出口数量下降幅度相对较小。 模型 ６ 的交互项系数为正， 表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

越高， 出口数量受汇率变动冲击的影响越大。 即本国货币升值时， 融资约束程度越

高的企业产品出口数量下降越多。 回归结果证实了假说 ２。
（二） 汇率变动对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和集中度的影响

表 ３ 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的回归结果表明， 实际汇率变动对多产品出口企业出口产

品种类的影响系数为负， 且通过 １％的检验水平。 当本国货币升值时， 多产品出口

企业的出口价格下降， 由于汇率传递的不完全效应， 企业所有出口产品的利润都会

减少， 先前出口的部分处在盈利边缘的产品将会产生负利润， 企业将会重新考虑这

部分产品的出口决策， 放弃出口利润为负值的产品。 因此， 本国实际汇率升值将会

引致多产品企业减少产品出口种类。

表 ３　 产品出口种类和出口集中度的汇率传递效应分析

被解释变量
ｓｃｏｐｅ ｓｋｅｗｎｅｓｓ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ｌｎ（ＲＥＲ） 　 　 －０ ４５９２∗∗∗ 　 　 －０ ４５９６∗∗∗ 　 　 ０ ０１９９∗∗∗ 　 　 ０ ０１９１∗∗∗

（０ ０３４３） （０ ０３７２）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１２）

ｌｎ（ＲＥＲ） × ｔｆｐ ０ ０３２６∗∗∗ ０ ０３６４∗∗∗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６８） （０ ００７６）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

ｌｎ（ＲＥＲ） × ｌｎ（Ｆｉｎ） ０ ０１０１∗∗∗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０１）

ｌｎ（ｗａｇｅ） ０ ２６０７∗∗∗ ０ ２９０１∗∗∗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０７８∗∗∗

（０ ００８９） （０ ００８７）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３）

ｌｎ（ ｓｉｚｅ） １ ３２９３∗∗∗ １ ３４２８∗∗∗ －０ ０２０６∗∗∗ －０ ０２１６
（０ ０１０１） （０ ００８７）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３）

ｌｎ（ｐｒｏｆｉｔ）
－０ ８１３０∗∗∗ －０ ９１３８∗∗∗ ０ ０１７７∗∗∗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４３２） （０ ０４２６）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１７）

ｌｎ（ａｇｅ） ０ ０５６０∗∗∗ ０ ０５６４∗∗∗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５８３∗∗∗

（０ ０２２５） （０ ０４９９）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２２４）

常数项
－８ ３６０５∗∗∗ －８ ８２３２∗∗∗ ０ ９３９４∗∗∗ ０ ９６４７∗∗∗

（０ １０７５） （０ １１８６）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０３５）
Ｒ２ ０ ０２３６ ０ ０２３６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２３６

观测样本个数 ３ ３７２ ８１４ ３ ０１２ ７３９ ３ ３８９ ０３０ ３ ０１２ ７３９

融资约束与实际汇率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了融资约束对实际汇率与多

产品企业出口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 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低， 汇率变动对产品出口

种类的影响越小。 多产品企业融资能力越强， 在面临较高的汇率波动时， 比较容易

通过外源融资的方式获得现金， 抵御企业遭受的流动性冲击， 从而能够抑制汇率波

动的负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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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的回归结果表明， 实际汇率变动对多产品企业产品出口的影

响显著为正。 出口企业面对本国货币升值时， 将面临更大的汇率风险， 此时出口

低生产率的产品， 企业的利润可能为负， 实际汇率升值引致了企业内部资源重新

配置， 多产品企业将倾向于出口最有效率、 最具竞争力的产品， 而舍弃部分低效

率的产品。 因此， 出口企业本国货币升值会使企业出口核心产品集中度提升。
融资约束与实际汇率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了融资约束对实际汇率与多

产品企业出口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 融资能力越强的企业越能缓解汇率变动所带来

的冲击。

四、 稳健性检验

本文接下来采取变量替换以及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方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总

体来说， 稳健性检验结果支持了前文的结论。
前文回归中本文用企业利息支出与固定资产比值作为衡量融资约束的指标。

为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 在这部分本文采用阳佳余 （２０１２）， 研究当中刻画融资

约束的另一个指标———商业信贷约束， 采用应付账款占总资产的比例进行衡量。
该指标值越大， 表明企业越有可能成为商业信贷的供给方， 其所受的融资约束

程度相对越轻。 本文使用替代指标进行的回归结果见表 ４， 回归结果与基准部

分结果大致相同， 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轻， 越能够抑制汇率变动所带来的

冲击。

表 ４　 稳健性检验———更换融资约束指标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ｐ） ｌｎ（Ｑ） ｓｃｏｐｅ ｓｋｅｗｎｅｓｓ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ｌｎ（ＲＥＲ）
　 　 －０ ０８８６∗∗∗ 　 　 －０ ０５６４∗∗∗ 　 　 －０ ４１３９∗∗∗ 　 　 　 ０ ０１８３∗∗∗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１２２） （０ ０３５９） （０ ００１２）

ｔｆｐ
０ ０３５６∗∗∗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７３） （０ ０００２）

ｌｎ（ＲＥＲ） × ｌｎ（Ｆｉｎ）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２２３∗∗∗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００）

ｌｎ（ｗａｇｅ）
０ ０３９３∗∗∗ ０ ０００４ ０ ２５１９∗∗∗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０９４） （０ ０００３）

ｌｎ（ ｓｉｚｅ）
０ ０８１９∗∗∗ ０ ３９９２∗∗∗ １ ３５２３∗∗∗ －０ ０２１０∗∗∗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３１） （０ ０１０６） （０ ０００３）

ｌｎ（ｐｒｏｆｉｔ）
０ ０１８４∗∗∗ ０ ０５７３∗∗∗ －０ ８２２４∗∗∗ ０ ０１７４∗∗∗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１５８） （０ ０４６５） （０ ００１６）

ｌｎ（ａｇｅ）
－０ ００９１∗∗∗ －０ ０１３２∗∗∗ ０ ０７２８∗∗∗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２３２） （０ ０００８）

ｌｎ（ｗａｇｅ）
０ ６５２０∗∗∗ －７ ９９５１∗∗∗ －８ ７２０２∗∗∗ ０ ９４４３∗∗∗

（０ ０１２９） （０ ０９１６） （０ １１３１） （０ ００３９）
Ｒ２ ０ ０１０５ ０ ０１５８ ０ ０２４１ ０ ００４４

观测样本个数 ３ ０７６ ０８６ ３ ０９９ ２９７ ３ １３８ ６３８ ３ １３８ ６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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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及启示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与逐步完善， 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断增加，
人民币汇率弹性可能会进一步增强， 单位时间内汇率波动的次数将有所增加。 对于

出口企业而言， 研究汇率的传递效应以及规避汇率波动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鲜有文献在企业存在融资约束异质性这一背景下研究两者之间的关联。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 系统地考察了汇率变动、 融资

约束与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之间的关系。 本文首先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模型， 在理

论推导方面证明了汇率变动、 融资约束与多产品出口企业出口行为之间的关系， 厘

清了其作用路径， 提出了 ３ 个待检验的命题假说。 随后， 用我国出口企业层面微观

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假说。
计量结果的稳健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将使出口企业产品价格下降， 产品出

口数量减少， 产品出口种类减少， 而产品出口集中度提高； 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会

导致出口企业产品价格上升， 产品出口数量增加， 产品出口种类增加， 而产品出口

集中度降低。 此外， 本文还发现， 当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时， 多产品出口企业的出

口行为具有很强的异质性： 当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时， 融资约束程度低或生产率高

的企业其产品出口价格调整幅度相对较大， 而融资约束程度低的多产品出口企业，
其出口产品分布的非核心化分布特征也较为明显； 而当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时， 生

产率高的企业会更明显地缩减产品生产线且提高产品出口集中度。
上述研究结论具有的政策含义如下： 第一， 继续深化我国金融市场体系改革与

完善， 改善出口企业融资环境。 本文研究表明融资约束程度低的出口企业， 能够更

大幅度地调整出口价格来抵御汇率升值冲击。 而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因融资成本

高， 在面临人民币升值时会增大企业资金压力， 可能会因此导致资金短缺而被迫停

止经营。 为此， 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拓宽出口企业尤其是中小出口企业的融

资渠道， 减轻其信贷约束问题。 改善出口企业融资环境有助于提升出口企业抵御汇

率风险的能力。 第二， 尽管当前人民币汇率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尽管美国将

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但是， 中国毫不动摇地全面深化改革、 持续扩大开放， 继续

在市场化改革中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不会进行竞争性贬

值， 也不会将汇率作为应对贸易争端的工具， 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

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

［参考文献］

［１］ ＡＲＫＯＬＡＫＩＳ Ｃ， ＭＵＥＮＤＬＥＲ Ｍ Ａ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０

［２］ 易靖韬， 蒙双  多产品出口企业、 生产率与产品范围研究 ［Ｊ］ ．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７ （５）： ４１－５０

［３］ 许家云， 佟家栋， 毛其淋  人民币汇率变动、 产品排序与多产品企业的出口行为———以中国制造业企业

为例 ［Ｊ］ ．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５ （２）： １７－３１

［４］ ＣＬＡＲＫ Ｐ Ｂ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ｑｕｉｒｙ， １９７３， １１

６５１

国际金融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



（３）： ３０２－３１３
［５］ ＯＢＳＴＦＥＬＤ Ｍ， ＲＯＧＯＦＦ Ｋ Ｔｈｅ Ｓｉｘ Ｍａｊｏｒ Ｐｕｚｚｌ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ａｕｓｅ？

［Ｊ］ ． ＮＢＥＲ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ｎｕａｌ， ２０００ （１５）： ４１１－４１２
［６］ 王小雪， 王艳芳  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直接出口效应与间接收入效应———来自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面板

数据的福利分析 ［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８ （９）： １３４－１４４
［７］ 张靖佳， 孙浦阳， 古芳  欧洲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企业出口影响———一个汇率网状溢出效应视角 ［ Ｊ］ ．

金融研究， ２０１７ （９）： １８－３４
［８］ 钱学锋， 王胜  汇率与出口退税的政策协调及其资源再配置效应 ［ Ｊ］ ． 财贸经济， ２０１７， ３８ （８）：

６６－７９
［９］ 易靖韬， 刘昕彤， 蒙双  中国出口企业的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研究 ［Ｊ］． 财贸经济， ２０１９， ４０ （５）： １１２－１２６
［１０］ 汪建新， 李茜， 杨晨  汇率风险与企业出口 ［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９ （７）： １５６－１７４
［１１］ 宋超， 谢一青  人民币汇率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影响： 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 ［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７， ４０

（８）： ７８－１０２
［１２］ 韩剑， 郑秋玲， 邵军  多产品企业、 汇率变动与出口价格传递 ［ Ｊ］ ．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７ （ ８）： １４ －

２６， １８７
［１３］ ＭＥＬＩＴＺ Ｍ Ｊ，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Ｇ Ｉ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ｉｚ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８

（７５）： ２９５－３１６
［１４］ ＣＨＡＮＥＹ Ｔ Ｄｉｓｔｏｒｔｅｄ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８ （９８）： １７０７－１７２１
［１５］ ＨＡＲＲＩＧＡＮ Ｊ， ＭＡ Ｘ， ＳＨＬＹＣＨＫＯＶ Ｖ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ｉｃｅｓ ｏｆ Ｕ Ｓ Ｆｉｒｍ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５， ９７ （１）： １００－１１１
［１６］ ＡＮＤＲＥＷ Ｂ，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ＲＥＮＺＯ ＭＡＳＳＡＲＩ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Ｆｉｒｍ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Ｙｅａ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Ｒ］．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２０１４， １９８６５．
［１７］ ＭＡＮＯＶＡ Ｋ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Ｅｑｕｉｔ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８， ７６ （１）： ３３－４７
［１８］ ＣＡＧＬＡＹＡＮ Ｍ， ＤＥＭＩＲ Ｆ Ｆｉｒ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ｒｉ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 ［Ｊ］ ．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 （５４）： ２０４－２１９
［１９］ 张伯伟， 田朔， 许家云  汇率变动、 融资能力与中国企业出口 ［ Ｊ］ ．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２０１５， ３７

（３）： １１－２１
［２０］ 于洪霞， 龚六堂， 陈玉宇  出口固定成本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行为 ［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１， ４６ （４）：

５５－６７
［２１］ ＣＨＡＮＧ Ｘ， ＣＨＥＮ Ｙ， ＤＡＳＧＵＰＴＡ Ｓ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ａｎｋｉｎｇ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１９ （１０１）： ２４２－２５５
［２２］ ＢＥＮＨＩＭＡ Ｋ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ｏｌ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 ．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２， ２３ （３）： ５０１－５２９
［２３］ ＧＲＥＥＮＡＷＡＹ Ｄ， ＧＵＡＲＩＧＬＩＡ Ａ， ＫＮＥＬＬＥＲ 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７， ７３ （２）： ３７７－３９５
［２４］ ＧＯＰＩＮＡＴＨ Ｇ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Ｐａｓ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Ｆｉｒｍｓ Ｐｒｉｃｅ ｔｏ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３， ６０ （１）： ３９－４１
［２５］ ＤＥＭＩＲ 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ｕｎｄｅｒ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Ｄｏｅｓ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ｒ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ｑｕｉｔｙ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Ｊ］ ． ２０１３， １００ （１）： ７４－８８
［２６］ ＭＡＹＥＲ Ｔ， ＭＥＬＩＴＺ Ｍ Ｊ，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Ｇ Ｉ．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ｉｚ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Ｍｉｘ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 ［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４ （１０４）： ４９５－５３６．
［２７］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Ａ Ｂ， ＲＥＤＤＩＮＧ Ｓ Ｊ， ＳＣＨＯＴＴ Ｐ Ｋ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ｒｏｄｕｃｔ Ｆｉｒ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０， １００ （１）： ７０－９７

７５１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 国际金融



［２８］ 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 Ａ， ＣＡＲＮＥＩＲＯ Ｒ Ｄ Ｍｕｌｔｉ－ｐｒｏｄｕｃｔ Ｆｉｒｍｓ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３， ５ （２）： ７７－１１０

［２９］ ＭＥＬＩＴＺ Ｍ Ｊ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ｏｎ Ｉｎｔｒ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２００３ （７１）： １６９５－１７２５

［３０］ ＬＩＣ Ｑ， ＬＵ Ｊ Ｒ＆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Ｇｒｅｅｎ－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８ （４７）： ２３４－２４４．

［３１］ ＤＩＸＩＴ Ａ Ｋ，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Ｊ Ｅ 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７７ （６７）： ２９７－３０８

［３２］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Ａ Ｂ， ＪＥＮＳＥＮ Ｊ Ｂ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ａｕ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ｒ Ｂｏｔｈ？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９， ４７ （１）： １－２５

［３３］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Ａ Ｂ， ＪＥＮＳＥＮ Ｊ Ｂ， ＳＣＨＯＴＴ Ｐ Ｋ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ｓ，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Ｆｉｒｍ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３

［３４］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Ｒ Ｃ， ＹＡＮＧ Ｔ Ｈ，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Ｇ 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ｒａｄ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Ｔａｉｗａｎ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９， ４８ （１）： ７１－１００

［３５］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Ｒ Ｃ Ａ Ｈｏｍｏｔｈｅｔｉｃ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Ｐｒｉｃｅ Ｅ⁃
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０３， ７８ （１）： ７９－８６

［３６］ 许家云， 田朔  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 基于倍差法的实证分析 ［ 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６ （２）： １４５－１５５

［３７］ 阳佳余  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行为： 基于工业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 ［Ｊ］ ． 经济学 （季刊）， ２０１２ （４）：
１５０３－１５２４

［３８］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Ｊ， ＰＥＴＲＩＮ Ａ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ｐｕ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ｏｒ Ｕ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ｓ ［ Ｊ］ ．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３， ７０ （２）： ３１７－３４１

（责任编辑　 王　 瀛）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ｒｏｄｕｃｔ Ｆｉｒｍｓ

ＷＵ Ｇｏｎｇｌｉａｎｇ　 ＬＩＮ Ｈａｎｃｈｕａｎ　 ＣＡＩ Ｙｕｅｌ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Ｄｉｎｇｓｈ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ｕｌｔｉ⁃ｐｒｏｄｕｃｔ ｅｘｐｏｒｔ ｆｉｒｍ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ｒｏｄｕｃｔ ｅｘｐｏｒｔ
ｆｉｒｍ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ｂｕｉｌｔ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ｆｉｒｍ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ｍｅｒｇｅｒ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ｆｉｒｍｓ ａｓ ａ ｓａｍｐｌ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ｕｌｔｉ⁃ｐｒｏｄｕｃｔ ｆｉｒｍ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ＭＢ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ｕｌｔｉ⁃ｐｒｏｄｕｃｔ ｆｉｒｍ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ｉｃｅ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ｓ ｔｅｎｄ ｔｏ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ｒｍ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ｗｉｌ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ｆｉｒｍ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Ｍｕｌｔｉ⁃ｐｒｏｄｕｃｔ
Ｅｘｐｏｒｔ Ｆｉｒｍｓ

８５１

国际金融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