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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升出口贸易质量是开放经济体的主要政策目标之一， 然而， 国内政策

的稳定性是影响该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 本文将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入贸易升

级领域， 研究各国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各国的出口技术分布。 理论分析

表明，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通过影响本币升值， 对出口贸易的技术分布水平造

成不利影响， 其还会通过抑制投资增长率阻碍出口贸易技术分布的改善。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跨国面板数据， 采用附加值赋值原理计算技术高度指数， 结果表明：
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 越会对出口技术水平产生抑制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

性通过本币升值和抑制投资增长显著地阻碍了出口技术的升级。 因此， 保持经济政

策的稳定， 对改善出口贸易的技术分布和提高贸易结构水平有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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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的 “东方经济奇迹”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实现软着陆，
２０１６ 年 ＧＤＰ 增速降至 ６ ７％。 与此同时， 作为拉动 “东方经济奇迹” 的重要 “马
车” 之一的进出口贸易， 也在 ２００８ 年之后出现首降， 并且后续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我国亟需促进贸易结构性改善， 并提高贸易质量水平。 “十三五” 规划纲要也明确

指出加快贸易强国建设的紧迫性， 而提升贸易质量是 “贸易强国” 战略的重要内

容。 另外， 自从凯恩斯提出 “看得见的手” 的经济理论， 各国政府主要通过各种

经济政策来实现干预经济的目的 （饶品贵等， ２０１７） ［１］。 然而， 随之而生的经济政

策不确定性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下文简称 ＥＰＵ）， 亦成为影响宏观经济

基本面、 微观经济环境中企业、 个人行为的重要因素。 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

政治格局风云变幻， 国际经济政治形势越发成为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潜在诱

因， 使得其由以前的潜在影响逐渐被经济主体的表现而显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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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频繁干预经济， 由于干预决策的制定过程无

法观测， 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市场主体感知的政策不确定性被放大 （Ｇｕｌｅｎ ａｎｄ Ｉｏｎ，
２０１６） ［２］， 而经济下行期的政府干预行为更可能通过新闻媒体放大经济政策的不确定

性， 给股市等方面带来风险的升水 （Ｐáｓｔｏｒ ａｎｄ Ｖｅｒｏｎｅｓｉ， ２０１３） ［３］。 从图 １ 可以看

出，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经济政策呈现出较大幅度的波动， 其中美国表现为

不确定性持续增加的态势， 直至 ２０１３ 年有所缓解， 但 ２０１４ 年后又有所增加。 相对美

国而言， 中国的经济政策呈现出更大幅度的波动， 而且 ２０１３ 年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程度均高于同期的美国水平， 因此， 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对中国而言具有重

要现实意义。 进入 ２０１８ 年以来， 中美贸易摩擦不断， 美国单方面出台中资企业管制

清单， 另外， 新冠疫情爆发后逆全球化暗流涌动， 以及以特朗普为例的西方保守主

义、 右翼势力日渐主导国家政治经济政策， 使得未来全球国际间和国家内的经济政策

稳定性均受到挑战， 进而可能会对国内微观经济主体产生影响。 另外， 中国也正处在

转变贸易增长方式的关键时期， 研究其对贸易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有利于提前规避相

应的不利影响。 鉴于此， 根据新时期政治经济形势， 笔者沿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进

出口贸易额负向影响的研究思路， 提出了本文的研究主题： 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

何对贸易产生结构性影响， 即是否以及如何抑制贸易品出口的技术结构改善？ 现有研

究主要集中在考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 企业投资行为以及资本市场的资产

配置等方面 （王红建等， ２０１３［４］； 饶品贵等， ２０１７）， 遗憾的是， 目前尚未有文献就

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结构的影响问题做出正面回答。 本文则试图利用联合国

统计数据、 世界经济论坛数据和 Ｂａｋｅｒ 等 （２０１６） ［５］编制的 ＥＰＵ 指数， 从贸易结构的

分类特征、 附加值原理的技术分布角度， 控制宏观经济周期、 产业结构等因素， 系统

深入地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结构性的影响。

图 １　 中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变化趋势图

　 　 资料来源： Ｂａｋ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编制的 ＥＰＵ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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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一方面， 本文试图为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贸易质量———技术结

构分布的影响提供经验证据； 另一方面， 试图思考如何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风

险， 深化对外贸易技术结构改善和增长动力机制的认识， 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健

康发展这一议题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 本文理论和实证研究均表明： 经济政策不确

定性的增加会通过汇率使该国的贸易条件恶化， 进而对其出口技术分布水平带来不

利影响， 即 “贸易条件恶化效应”； 其还会通过抑制一国的投资增长率， 从而不利

于该国出口技术分布水平的改善， 即 “投资抑制效应”。

一、 文献综述

虽然不确定性对经济运行中的宏观、 微观主体影响机制非常隐蔽， 但学术界从

未停止讨论， 至今也莫衷一是。 Ｂｅｒｎａｎｋｅ （１９８３） ［６］ 认为不确定性会导致微观主体

推迟投资决策， 带来周期性的投资波动。 后续越来越多的学者论证了其负面效应，
部分学者甚至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造成了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的缓慢 （Ｃａｒ⁃
ｂａｌｌ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７］。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０４） ［８］报告显示全球大量企业将国内经济政

策不确定性视为影响其经营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迅速

成为宏观经济、 公司金融以及国际贸易等领域的热门研究话题。
虽然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理论和实证方面的探讨较多 （Ｄｉｘｉｔ， １９８９） ［９］， 但

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升水影响讨论尚不全面。 可能的原因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的衡量较为困难， 导致因果关系难以识别。 值得指出的是， Ｂａｋｅｒ 等 （２０１６） 以各

大媒体报刊资料为基础， 编制出新的月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ＥＰＵ） 指数， 认为

ＥＰＵ 与股市价格波动、 投资萎缩及就业率降低都有着相关联系。 该指数远早可以

追溯到美国的 “９１１ 事件”， 以及 ２００８ 年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冲击， 近可以涉及

到英国宣布脱欧、 中国推行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计划再到美国加入又接着退出

ＴＰＰ 协议， 这些均显示了该指数具有较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衡量能力， 后续在此

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对该指标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开展了广泛的研究。
现有文献主要基于宏观经济变量、 企业投资行为、 资本市场等层面研究其经济

影响， 如王红建等 （２０１３） 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导致企业增加现金持有水平，
这会降低现金边际价值。 朱孟楠和闫帅 （２０１５） ［１０］ 则通过实证分析得出 ２００５ 年人

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 中国国内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具有显著的溢

出效应。 李凤羽和杨墨竹 （２０１５） ［１１］ 以及饶品贵等 （２０１７） 均认为经济政策不确

定性增加会显著抑制企业投资， 而李凤羽和杨墨竹 （２０１５） 认为这种抑制影响在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更为显著， 并进一步说明经济政策频繁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可

能对企业投资产生负面影响。 总之， 现有文献从宏观、 微观层面都指出 ＥＰＵ 已成

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影响的研究成果相对有限， 魏友岳和刘洪铎

（２０１６） ［１２］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从集约和扩展边际两方面对出口产生不利

影响。 刘洪铎和陈和 （２０１６） ［１３］则采用世界银行数据进一步认为该负面影响主要是

从出口退出数量、 平均出口额、 出口企业退出率和企业存活率等方面产生。 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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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方面文献则重点关注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 如 Ｍａｌｏｎｅｙ 和 Ａｚｅｖｅｄｏ （１９９５） ［１４］

分析认为墨西哥贸易改革带来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显著促进了墨西哥的出口

贸易。 另外， Ｈａｎｄｌｅｙ 和 Ｌｉｍãｏ （２０１７） ［１５］则通过考查中国加入 ＷＴＯ 事件， 认为降

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产生了积极影响。 总之， 这些文献都指出经济政策不确

定性对贸易额方面存在重要的影响并做出了相应的解释。
近年来中国进入贸易规模急速扩张后的降速阶段， 贸易质量的优化改善问题越

来越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 现有大量文献针对性地从贸易结构角度分析了贸易质量

问题 （Ｌａｌｌ， ２０００［１６］； Ｈｕｍｍｅｌ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１［１７］ ）， 但是以上文献都未就经济政策

不确定性对贸易质量的影响领域做出正面、 深入的实质性研究。 而如果进一步深入

到对国际贸易结构性变化的动态研究中， 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的分析更为鲜

见。 据笔者了解， 仅 Ｈｓｕ 等 （２０１４） ［１８］ 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角度考查其对贸易的

结构性影响， 他们认为本币汇率升值会从资源再分配路径影响贸易结构， 促使中国

出口结构更为趋近于发达国家。
虽然国内外有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以及国际贸易技术结构分析的研究已经积累

了一定的文献， 但是仅在各自分开的研究领域有着较深刻地认识， 鲜有文献结合起

来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另外， 现有文献较为侧重于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

资股市波动等的影响， 较少文献考查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贸易结构的影响。
鉴于此， 本文试图填补这支文献上的缺憾， 探讨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贸易

结构的影响效应以及作用机制。

二、 理论分析与计量模型构建

（一） 理论分析与假说

通过对上述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发现，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能通过以下路径影

响一国贸易的技术结构分布。
首先， 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增加该国资本收益的不确定性， 而根据资

本定价理论， 高风险一般伴随高收益率， 进而带来资本收益率的抬升， 这会引起其

市场的利率波动。 根据利率平价学说， 国内市场利率上升， 存在套汇交易传导给汇

率， 导致本国汇率升值， 直至达到无套补利率平价 （ Ｕｎｃｏｖｅｒｅ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
Ｐａｒｉｔｙ）。 以人民币为例， 朱孟楠和闫帅 （２０１５） 认为中国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风险会显著地溢出至人民币汇率。 本币汇率的升值会通过引起相对出口品价格的上

升， 进而抑制贸易出口的增长； 同时它也会改变相对要素价格， 而汇率波动会引起

要素相对价格发生变化， 从而改变一国某类商品生产和出口的比较优势程度， 从而

影响贸易中不同行业的生产成本， 使得生产中技术要素的投入结构发生改变。 并

且， 不同贸易品的出口需求弹性不同， 也会在贸易商品结构中， 产生不同程度的冲

击。 本币汇率在贬值和升值的不同阶段， 会对贸易出口产生基本面的影响， 最终影

响到出口品的技术分布结构。
其次， 从微观企业的视角来看， 一方面，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起的本国市场利

率的升高， 具体到市场的微观参与主体———企业 （尤其是出口企业）， 高利率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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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更高的融资成本， 企业的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资本成本提高， 对企业经营的

成本、 费用压力增大， 而高技术附加值的产品的生产要求较高的生产和研发投资，
生产率更难短时间内提高。 所以出于企业经营的压力， 这部分产品容易受到市场融

资压力冲击而被抑制研发和生产， 于是导致出口产品的技术分布受到抑制。 另一方

面， 倘若政府的经济政策朝令夕改， 频繁变动财政或货币政策， 缺乏长期性， 就可

能使得企业投资也因为这种政策不确定性溢价而成本走高， 导致市场投资不景气。
较大的不确定性还会导致企业暂停增加其投资和雇佣， 生产率也会因此而停滞

（Ｂｌｏｏｍ， ２００９） ［１９］。 而该负面效应通过企业投融资传导给企业生产部门， 叠加效应

进一步不利于一国出口技术的改善。
因此， 基于以上的机制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理论假说。
假说 １： 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抑制出口贸易技术分布水平的改善。
本文通过估计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把出口贸易技术分布水平作为被解释变

量， 而关键的解释变量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 检验以上假说是否成立。
如果假说 １ 成立， 基于以上的机制讨论， 我们发现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影

响利率水平， 进而根据 “利率平价理论” 影响汇率升值， 最终对其出口技术分布

带来不利影响； 与此同时，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还可能通过抑制一国的投资增长率，
从而不利于该国出口技术分布水平的改善。 因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以检验上述机

制是否成立。
假说 ２：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通过影响本币汇率升值， 进而对其出口技术

分布水平带来不利影响。
假说 ３：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通过抑制一国的投资增长率， 从而不利于该

国出口技术分布水平的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外， 还有其他因素对出口技术结构

产生影响。 一方面， 国家处在不同的工业化阶段， 各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和生产比

较优势会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从而基础性地决定了贸易出口的技术结构。 在工业化

初级阶段， 贸易以初级制成品和加工贸易出口为主； 而在工业化高级阶段， 国内技

术丰裕程度提高， 技术要素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中增加， 贸易中高级制成品出口比

例大幅度上升。 因此， 产业结构对贸易技术分布起着基础性影响作用。 这说明我们

在计量模型中需要加入产业结构作为控制变量。 另一方面， 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对市

场中企业投入高技术附加值产品生产的制度保证，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大， 越有可

能激发企业和个人进行创新投资， 进而影响该国的出口技术分布水平。
因此， 本文在实证模型中同时控制国家的产业结构指数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程

度。 除此以外， 考虑到国家经济政治存在较大差异， 而这些因素根源于国家间不同

的历史发展进程， 这些因素虽然难以量化， 但仍不失为影响一国技术水平的重要变

量。 最后， 全球宏观经济周期等因素也可能影响贸易状况， 可能直接影响出口技术

水平， 导致机制识别时混杂经济周期因素。 鉴于以上的考虑， 我们一方面采用跨国

面板数据进一步控制国家固定效应， 另一方面控制时间固定效应， 从而更为精确地

识别假说 ２ 和假说 ３ 中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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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计量模型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本文首先采用如下基准计量模型检验经济政

策不确定性对一国出口技术分布的影响：
ＥＸＰＹｉｔ ＝ α ＋ βＥＰＵｉｔ －１ ＋ φ Ｘ ｉｔ ＋ εｉｔ （１）

其中 ｉ 表示国家， ｔ 表示年份， εｉｔ 为随机误差项。 被解释变量是出口技术高度

指数 ＥＸＰＹｉｔ， 核心解释变量 ＥＰＵｉｔ －１ 为 ｉ 国在 ｔ－１ 年的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

指数， 由于企业的生产、 投资等决策往往需要依赖上一期信息， 尤其是出口型企

业， 一年的采购、 生产和销售订单往往是提前签订， 所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素对

经济主体有着滞后性的影响， 于是本文将其取滞后一期值进行回归。 Ｘ ｉｔ为影响出

口技术分布的控制变量， 本文一方面考虑到国家产业比较优势对出口技术分析的直

接影响， 因此控制了国家的竞争性产业表现指数 （ＣＩＰ）。 另一方面， 知识产权保

护的程度会影响国内的创新活跃度， 进而影响出口技术水平， 因此， 我们控制了知

识产权保护的程度 （ ＩＰＰ）。 式 （１） 中的 β 为理论假说 １ 主要关注的系数， 根据假

说 １， 我们预期其显著为负， 这意味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 一国出口的技术水

平分布越会降低。
为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技术水平的具体影响机制， 根据假说 ２ 和假说

３， 本文构建以下计量模型进行检验：
ＥＸＰＹｉｔ ＝ α ＋ βＥＰＵｉｔ －１ ＋ ηＥＸＣＨＲ ｉｔ ＋ γＥＸＣＨＲ ｉｔ × ＥＰＵｉｔ －１ ＋ θＧＣＦＲ ｉｔ

＋ δＧＣＦＲ ｉｔ × ＥＰＵｉｔ －１ ＋ φＸ ｉｔ ＋ λ ｔ ＋ μｉ ＋ εｉｔ （２）
其中 ＥＸＣＨＲ ｉｔ为每单位特别提款权 （ＳＤＲ） 兑换 ｉ 国货币 ｔ 期相对 ｔ－１ 期的汇

率贬值率， 该值越大表示该国货币贬值幅度越大。 汇率贬值有利于降低本国商品的

出口价格， 提高其出口竞争力， 可能有利于出口技术水平分布的提升， 即预期其系

数 η 为正。 但是， 根据假说 ２， 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有可能通过影响本币升

值， 对其出口技术水平的改善造成不利的影响， 交互项 ＥＸＣＨＲ ｉｔ× ＥＰＵｉｔ －１ 系数则反

映了滞后一期的经济不确定性增加通过汇率途径对出口技术水平的影响， 因此， 我

们预期其系数 γ 显著为负。 与此同时， 根据假说 ３，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还有可

能通过抑制该国的投资增长率 （ＣＧＦＲ）， 对其出口技术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
我们同样预期交互项 ＣＧＦＲ ｉｔ× ＥＰＵｉｔ －１ 的系数 δ显著为负。 我们还控制了国家固定效

应 （ μｉ ） 和年份固定效应 （ λ ｔ ）， 以控制国家制度根源和全球经济周期或技术冲

击等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 从而更为准确地识别以上机制。

三、 变量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 变量构建

（１） 出口技术高度指数 （ＥＸＰＹ）。 有关出口技术分布的量化方法， 现有文献

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 产品分类定义法， 将产品的技术水平从低到高分为 ５
个技术层次 （Ｌａｌｌ， ２０００）； 第二种， 全球价值链法， 按进口品相对于出口的价值

对出口额的比率来定义 “垂直专门化比率”， 用来衡量来料加工贸易程度， 从价值

链角度反映贸易结构水平 （Ｈｕｍｍｅｌ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１）； 第三种， 技术附加值赋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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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 采用人均 ＧＤＰ 作为产品附加值的替代变量， 再采用该国出口该产品的

世界份额加权得到该指数。 为了连续地对出口的技术分布进行度量， 本文采用

“技术附加值赋值法” 来度量产品技术高低， 即与樊纲等 （２００６） ［２０］ 和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等 （２００７） ［２１］类似采用显性技术附加值赋值原理方法。

该方法简称 ＲＴＶ， 它蕴含 “高收入国家产品附加值更高” 假设， 具体的衡量

方法如下：
首先， 通过显性比较优势 （ＲＣＡ） 和人均 ＧＤＰ 来计算显性技术附加值 ＲＴＶ ｊ，

公式为：

ＲＴＶ ｊ ＝ ∑ ｎ

ｉ ＝ １
ｗ ｉｊＹｉ （３）

为讨论方便， 此处我们省略了年份下标 ｔ。 其中， Ｙｉ表示国家 ｉ 的人均 ＧＤＰ，
ｗ ｉｊ则表示权重， 且有：

ｗ ｉｊ ＝ ＲＣＡｉｊ ／∑ ｎ

ｉ ＝ １
ＲＣＡｉｊ （４）

其中， ＲＣＡｉｊ为 ｉ 国在 ｊ 产品上的显性比较优势。 因此， 我们实质上是采用 ｉ 国

在 ｊ 产品上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在世界中的比例作为权重， 且∑ ｎ

ｉ ＝ １
ｗ ｉｊ ＝ １。 而 ｉ 国

在 ｊ 产品上的显性比较优势为：

ＲＣＡｉｊ ＝
ｘｉｊ ／∑ ｎ

ｉ ＝ １
ｘｉｊ

∑ｍ

ｊ ＝ １
ｘｉｊ ／∑ｍ

ｊ ＝ １∑
ｎ

ｉ ＝ １
ｘｉｊ

（５）

其中， ｘｉｊ 为 ｉ 国在 ｊ 产品上的出口额， ｎ 为国家数目， ｍ 为产品数目， 则

∑ ｎ

ｉ ＝ １
ｘｉｊ 为全球在 ｊ 产品上的总出口额， 即分子为 ｉ 国在 ｊ 产品上的出口占该产品世

界总出口的份额。∑ｍ

ｊ ＝ １
ｘｉｊ 为 ｉ 国的总出口额， 而∑ｍ

ｊ ＝ １∑
ｎ

ｉ ＝ １
ｘｉｊ 为全球的总出口额，

分母量化了 ｉ 国总出口额占全球总出口额的份额。 ＲＣＡｉｊ越大， 该国在 ｊ 产品上越具

有比较优势。
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利用每个国家按产品分类的出口数据， 根据式 （５） 计算

ＲＣＡｉｊ ， 再根据式 （４） 计算 ｗ ｉｊ ， 最后利用人均 ＧＤＰ 数据， 根据式 （３） 就计算各

个产品的显性技术附加值 ＲＴＶ。
ＲＴＶ ｊ只是从全球贸易数据的视角来反映产品 ｊ 的显性技术附加值， 该国所有产

品 ＲＴＶ 指数的加权平均值则得到出口技术高度指数 ＥＸＰＹｉ：

ＥＸＰＹｉ ＝ ∑ｍ

ｊ ＝ １
ｘｉｊ ／∑ｍ

ｊ ＝ １
ｘｉｊ( ) ＲＴＶ ｊ[ ] （６）

其中， ｘｉｊ与式 （５） 相同， 运用显性技术附加值赋值原理方法， 本文采用技术

高度指数 （ＥＸＰＹ） 作为回归模型的被解释变量， 该值越大， 表明出口技术水平

越高。
（２）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ＥＰＵ）， 本文采取 Ｂａｋｅｒ 等 （２０１６） 构建的经济政策

不确定指数①， 他们较好地解决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连续性和量化方面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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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涵盖了美国、 中国等合计 １７ 个国家。 具体而言， 该指标主要是在构建 “媒体

报道指数” 的基础上， 加权纳入 “税款到期指数” （Ｔａｘ Ｅｘ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和 “消
费价格指数预测差” （ＣＰＩ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 而量化得到。 其中媒体

报道指数权重为 １ ／ ２， 它是通过统计报纸和杂志中讨论对象国家或者地区经济政

策不确定性文章的占比月度数据计算得到。 由于该指标的原始数据为月度频率数

据， 为了与文中其他年度、 季度指标相匹配， 本文利用简单的算术平均法将其进

行转化。
（３） 竞争性产业表现指数 （ＣＩＰ）， 一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被视为该国经济可持

续增长的最基本决定要素之一， 本文从联合国发展组织网站获取公布的竞争性产业

表现指数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再依据指数从小到大， 划分

为 ５ 类， 其中类型 ５ 为制造业竞争优势最明显的国家， 具体数据来源参见表 １。
（４） 知识产权保护程度 （ ＩＰＰ）， 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对市场中企业投入高技术

附加值产品生产的制度保证。 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分析统计中， ＩＩＰ
指数即是对一国 “国内知识产权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保护” 的报告， 该指数为整数，
取值范围是 ［１， ７］， 其中 １ ＝根本没有， 而 ７ ＝很大程度上， 分别从低到高反映

了一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 具体数据来源参见表 １。
（５） 汇率贬值率 （ＥＸＣＨＲ）， 国家间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的不平衡会对贸易出

口基本面有着动态化、 趋势性的影响， 为了消除不同币种的标准货币单位的汇率算

法差异， 本文选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每单位特别提款权兑换本币的汇率” 作

为统一指标， 这种调整方法既统一了标准货币， 又消除了名义汇率的影响。 该值越

大， 表示该国货币相对贬值。 为了反映汇率变动的程度， 我们采用 “每单位特别

提款权兑换本币汇率” 的当年值除以滞后一期值来衡量汇率贬值率， 该值越大于

１， 表明该国货币的汇率贬值幅度越大。 除以上汇率衡量方法外， 我们还在稳健性

分析中采用虚拟变量的方法衡量该国汇率处于升值还是贬值期， 即：

ＥＸＣＨＲ０１ｉｔ ＝
０， ＥＸＣＨＲ ｉｔ ＜ １
１， ＥＸＣＨＲ ｉｔ ⩾ １{ （７）

因此， 当 ＥＸＣＨＲ０１ｉｔ取值为 １ 时代表 ｉ 国货币在 ｔ－１ 至 ｔ 期处于贬值期； 否则处

于升值期。
（６） 资本形成额增长率 （ＧＣＦ）， 选用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之一年度资

本形成额同比增长率， 反映一国该年度社会形成资本总额情况， 该值越大， 反映市

场投资处于积极、 宽松状态； 反之， 则是不活跃， 市场投资环境处于消极、 收紧状

态。 我们在稳健性分析中采用类似汇率的做法， 将投资分为投资增长期 （ＧＣＦ０１ｉｔ

＝ １） 和投资低迷期 （ＧＣＦ０１ｉｔ ＝ ０）。
（二） 数据来源与说明

对于技术高度指数的运算， 我们选取的商品数据来自联合国数据库

（ＵＮｄａｔａ）， 覆盖了 ２０７ 个国家和地区， 按照 ＳＩＴＣ Ｒｅｖ４ ０ 修订版的 ３ 位编码共 ２６２
种商品分类， 另外， 我们选取世界银行发布的 ＷＤＩ 数据库中每个国家和地区以

２０１０ 年美元价格为基准的人均 ＧＤＰ 数据， 最后， 共计算得到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跨度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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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２０７ 个国家 （地区） 的出口技术高度指数。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来源于

Ｂａｋｅｒ 等 （２０１６） 开发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 （ｗｗｗ ｐｏｌｉｃｙ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ｃｏｍ）， 该指

数覆盖了美国、 英国、 中国等 １７ 个国家和地区， 删除属于研究年份中有缺失记录

的样本， 本文一共选取了 １５ 个国家，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跨度 １８０ 个月的 ＥＰＵ 指数通过

简单平均计算出季度和年度指数。 其余变量运算所需的原始数据均来自联合国、 世

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大机构的官方数据库。 最后根据整体样本数据的完整

性要求， 确定了覆盖 １５ 个国家 （具体的国家名单见表 ３）， 跨度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

１０ 年的数据样本， 在下表中， 本文列出了文中主要的变量、 定义及其具体数据

来源。

表 １　 变量、 定义及其数据来源

变量名 定义 数据来源

ＥＸＰＹ 出口技术高度指数 ＧＤＰ 源于 ＷＤＩ 数据库、 国家出口商品源于 ＵＮｄａｔａ

ＥＰＵ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网址： ｗｗｗ ｐｏｌｉｃｙ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ｃｏｍ

ＣＩＰ 竞争性产业表现指数 联合国发展组织， 按指数大小分为 ５ 类

ＩＰＰ 知识产权保护程度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数据库， 按指数高低分为 １－７ 类

ＥＸＣＨＲ 汇率贬值率 ＩＭＦ

ＧＣＦ 资本形成额增长率 联合国发展组织

四、 特征事实与计量分析

（一） 统计描述与特征事实

从表 ２ 中的变异系数可以发现， 出口技术高度指数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其次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汇率的均值为 １ ００９， 这表明平均来看汇率处于贬值。 资

本形成总额增长率的均值为正， 体现出投资的平均正增长， 但由变异系数可以看出

样本间仍存在较大差异。

表 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最小值 最大值

ＥＸＰＹ １５０ ２１ ９０６ ６３ ４ ３２２ ３１４ ０ １９７ ９ ６６７ ９３６ ３５ ２０５ １５

ＥＰＵ １５０ ２０１ ３９３ ２８２ ３ １ ４０２ ４６ ３９ １ ８４９ ９７

ＥＸＣＨＲ １５０ １ ００９ ０ ０７６ ０ ０７５ ０ ８５２ １ ４７４

ＣＩＰ １５０ ３ ３８７ １ ４３２ ０ ４２３ １ ５

ＩＰＰ １５０ ４ ６９３ １ ０４２ ０ ２２２ ２ ６

ＧＣＦ １５０ ３ ２９３ １０ ５９６ ３ ２１７ －４１ ２９ ５７４

数据来源： 具体来源见表 １， 指标由作者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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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比不同国家的出口技术水平和经济政策不确定程度， 我们在表 ３ 中列出了

不同国家出口技术高度指数 （ＥＸＰＹ） 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ＥＰＵ） 的均值和标准

差。 出口技术高度指数前三位分别为爱尔兰、 日本和德国， 但是爱尔兰的标准差较

大， 这反映出其出口技术的稳定性低于日本和德国。 中国的出口技术指数均值处在

较低的位置， 排在第 １１ 位， 这与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的地位严重不相称， 贸易

额巨大与技术地位落后之间的反差明显， 而出口技术的标准差较低也意味存在被锁

定在价值链低端的风险， 因此， 迫切需要提升中国出口水平分布位置。

表 ３　 出口技术高度指数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跨国对比

国家
出口技术高度指数 （ＥＸＰＹ）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ＥＰＵ）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爱尔兰 ２９ ６６２ ６２ ２ ６８６ ４６ １２５ ２１ ２８ ０５

日本 ２４ ６５１ １７ ２ ４１８ ２２ １０７ ０４ ２２ ７４

德国 ２４ ０６３ ３１ ２ ４４６ ４９ １３５ ５５ ３５ ６４

新加坡 ２３ ６７１ ７８ ２ ５５１ １２ １１４ １３ ３２ ２６

瑞典 ２３ ６４０ ７８ ２ ５７６ ３６ ９２ ４４ １２ ６

英国 ２２ ９８７ ３６ ２ ４８６ ９１ １８１ ２ ７３ ５

法国 ２２ ９１４ ９８ ２ ４０８ ７７ １８８ ９９ ６５ ５３

韩国 ２２ ５４６ １４ ２ １７９ ５８ １２７ １３ ３１ ６９

美国 ２２ ３６５ ８２ ２ ８１８ １７ １２３ ５ ３６ ４１

荷兰 ２１ ５２７ ８５ ２ ７６３ ７４ １０１ ８ ３２ ５５

中国 ２０ ４０５ ８９ ２ ２５４ ８６ １３９ ４９ ５３ ３８

加拿大 １９ ９７８ ８５ ２ ６９５ ７７ １５４ ４２ ５７ ２２

澳大利亚 １９ １６４ ４５ ２ ６４２ ９２ １１３ ６４ ４６ ２９

俄罗斯 １８ ５５２ ６２ ２ ２５９ ４１ １４１ １２ ４８ ６５

智利 １２ ４６５ ８７ １ ８３５ ５５ １ １７５ ２３ ３８９ ２７

资料来源： 具体来源见表 １， 指标由作者计算得到。

经济政策最为稳定的前三个国家分别为： 瑞典、 荷兰和日本， 其经济政策不确

定性的标准差也较小。 而经济政策最不稳定的国家为智利， 伴随其高的不确定性均

值， 政策不确定性的标准差也最大。 总之， 由 ＥＰＵ 的均值和标准差可以看出， 经

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均值越高， 其标准差也往往越大。 中国的经济政策同样存在较

高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排名为第 １０ 名， 排名越靠后稳定性越低。 综合来看， 智

利政策不确定性水平最高， 而其出口技术水平最低； 瑞典政策不确定性水平最低，
但其出口技术水平排名靠前 （第 ５ 位）。 因此， 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可能会负

向影响其出口技术水平分布， 这一特征事实符合假说 １。
为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技术分布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 我们在表 ４ 中

检验了两者的相关系数， 从当期来看， 两者的相关系数为负。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

跨期相关系数高达 ０ ９５， 因此， 滞后一期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ＥＰＵ＿Ｌ１） 同样会

负向影响出口技术水平。 与此同时， 为了更为直观地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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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水平的负面影响， 我们直接作两者的散点拟合图， 从图 ２ 中可以发现， 滞后一

期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ＥＰＵ＿Ｌ１）① 与出口技术高度指数 （ＥＸＰＹ） 呈现明显的负

向相关关系， 这直观地表明假说 １ 中的结论可能成立。

表 ４　 出口技术高度指数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相关性检验结果

变量 ＥＸＰＹ ＥＰＵ ＥＰＵ＿Ｌ１

ＥＸＰＹ １

ＥＰＵ －０ ５９５３ １

ＥＰＵ＿Ｌ１ －０ ６０７０ ０ ９５０１ １

图 ２　 滞后一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技术高度指数散点拟合图

（二） 计量结果

１ 基准实证分析

以上的特征事实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出口技术高度指数带来负面影

响， 但是， 一国的出口技术水平还可能受其他因素影响， 为了更为准确地检验两者

的关系， 我们首先采用 ＯＬＳ 方法分别进行混合回归， 结果见表 ５ 中列 （１） —列

（３）， 在列 （１） 中仅控制了当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 （ＥＰＵ）， 结果显示其系数

为－８ ８１６， 这反映出其增加会对一国出口技术水平造成的显著不利影响。 考虑到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以出口技术的影响会有一定的滞后性， 在表 ３ 列 （２） 中采用滞后一期

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 （ＥＰＵ＿Ｌ１）， 结果仍显示其系数显著为负， 此结果与散点

图得到的结论一致。 考虑到可能还有其他因素直接影响出口技术水平， 本文在列

（３） 中进一步控制了竞争性产业表现指数 （ＣＩＰ） 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 （ ＩＰＰ）， 结

果显示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后， ＥＰＵ＿Ｌ１ 系数绝对值略有变小， 但仍显著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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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ＯＬＳ （２） ＯＬＳ （３） ＯＬＳ （４） ＦＥ （５） ＩＶ＋ＦＥ

ＥＸＰＹ ＥＸＰＹ ＥＸＰＹ ＥＸＰＹ ＥＸＰＹ

ＥＰＵ
－８ ８１６∗∗∗

（１ ０２９）

ＥＰＵ＿Ｌ１
－１０ ０３∗∗∗ －６ ８９４∗∗∗ －８ ６４７∗∗∗ －９ ７５７∗∗∗

（１ １３９） （１ １６０） （２ １３４） （３ ７３３）

ＣＩＰ
５９３ ３∗∗∗ ８００ ６ ３７ １２

（２１２ ２） （４９５ ４） （３３６ １）

ＩＰＰ
１ ２２９∗∗∗ １ ６３７∗∗∗ ８２５ ８∗

（２８３ ３） （５８６ ５） （４５０ ０）

第一阶段 Ｆ 值 ２１ １３∗∗∗

国家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是

样本量 １５０ １３５ １３５ １３５ １２０

Ｒ２ ０ ３３２ ０ ３６８ ０ ５０１ ０ ５０１ ０ ４９７

注：∗ｐ＜０ １；∗∗∗ｐ＜０ ０１； 括号内为相应的标准误， 截距项省略。

以上混合回归初步地验证了假说 １ 成立， 但是， 由于国家制度根源的差异可能带

来出口技术的差异， 而这些因素难以量化， 为控制其影响， 本文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

型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见表 ３ 列 （４）， 在控制国家固定效应后， ＥＰＵ＿Ｌ１ 系数绝对值

略有上升， 且显著为负， 这说明控制国家不可观测的固定因素后， 经济政策的不确定

性仍然会显著不利于下一期的出口技术水平。 由于本文采用滞后一期的经济政策不确

定性指标， 所以回归方程的反向因果关系较小， 但是， 为了稳健起见， 我们采用滞后

２ 期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滞后一期的工具变量进行固定效应工具变量二阶段回归

分析①， 结果见表 ５ 列 （５）。 结果显示 ＥＰＵ＿Ｌ１ 系数绝对值继续上升， 且显著为负，
这也验证其对出口技术水平的不利影响， 这一结果也反映出早期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会导致不确定性叠加， 带来更大的负向影响效应。 最后， 从列 （３） 至列 （５） 控制

变量 ＣＩＰ 和 ＩＰＰ 的系数来看， 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越高， 其出口技术高度也越高， 这反

映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作用。 而竞争性产业表现 ＣＩＰ 的系数仅在列 （３） 中显著，
在列 （４） 和 （５） 中控制国家固定效应后变得不显著。 总之， 我们的基准回归分析

验证了假说 １， 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出口技术水平带来显著不利的影响。 以表 ５
列 （５） 为例，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 １ 单位， 出口技术高度下降 ９ ７５７ 个单位。

２ 影响机制检验

上述的基准分析验证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技术水平的显著不利影响， 但

其影响机制如何？ 本文的理论机制分析 （即假说 ２ 和假说 ３） 发现， 经济政策不确

定性一方面通过汇率来恶化贸易条件造成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通过抑制投资增长率

延缓创新等行为， 最终造成出口技术水平的下降。 因此， 为了检验以上机制，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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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表 ５ 列 （５） 中第一阶段的 Ｆ 值为 ２１ １３， 显著大于 １０， 因此可以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假设。



采用式 （２） 进行回归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 我们均控制了国家固定效应和年份固

定效应， 以剔除国家制度根源与全球经济周期的干扰， 从而较为准确地识别出本文

的影响机制。
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 ６， 列 （１） 直接采用当期的 ＥＰＵ 作为基准分析， 结果显

示汇率贬值率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交互项 （ＥＸＣＨＲ×ＥＰＵ） 系数显著为负， 这反

映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降低汇率贬值率， 带来贸易条件的恶化， 最终对其出

口结构造成不利影响， 因此， 假说 ２ 成立。 与此同时， 资本形成额增长率与经济政

策不确定性的交互项 （ＧＣＦ×ＥＰＵ） 系数也显著为负， 表明通过抑制投资增长， 政

策不确定性最终不利于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 即假说 ３ 成立。

表 ６　 影响机制检验的基准结果

被解释变量： ＥＸＰＹ （１） ＦＥ （２） ＦＥ （３） ＦＥ （４） ＦＥ＋ＩＶ

ＥＸＣＨＲ×ＥＰＵ
－１３ ３４∗

（６ ９９３）

ＧＣＦ×ＥＰＵ
－０ ０６６３∗

（０ ０３３５）

ＥＸＣＨＲ×ＥＰＵ＿Ｌ１
－１１ ０３∗ －１１ ９３∗

（６ ５６５） （７ ０９６）

ＧＣＦ×ＥＰＵ＿Ｌ１
－０ ０６１４∗∗ －０ ０８８１∗∗

（０ ０３００） （０ ０４０３）

ＥＸＣＨＲ０１×ＥＰＵ＿Ｌ１
－１ ６９５∗∗

（０ ８１０）

ＧＣＦ０１×ＥＰＵ＿Ｌ１
－１ ７２３∗∗∗

（０ ６３７）

国家、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５０ １３５ １３５ １２０

Ｒ２ ０ ２１１ ０ ３７８ ０ ２５１ ０ ３６７

注： ∗ ｐ＜ １； ∗∗ ｐ＜ ０５； ∗∗∗ ｐ＜ ０１； 括号内为相应的标准误， 截距项、 ＣＩＰ、 ＩＰＰ 等变量系数均省略； 列
（４） 第一阶段的 Ｆ 值为 ６４ ３８。

表 ６ 列 （１） 采用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当期值， 但经济政策的变化传递到微

观经济主体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 因此， 在分析影响机制时， 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作为源头应该滞后， 而中介变量或结果变量应该在当期。 总之， 考虑到经济政策不

确定性影响的滞后性， 我们在后续的回归分析中均采用滞后一期的经济政策不确定

性指标 （ＥＰＵ＿Ｌ１）， 其中， 表 ６ 列 （２） 中我们采用固定效应回归分析发现， 汇率

贬值率与滞后一期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交互项 （ＥＸＣＨＲ×ＥＰＵ＿Ｌ１） 显著为负， 与

列 （１） 中的相应项系数绝对值较为接近， 这反映出经济不确定性增加通过降低下

一期的汇率贬值率， 从而带来了不利的贸易条件， 最终对下一期的出口技术水平造

成负面影响， 即假说 ２ 成立， 存在 “贸易条件恶化效应”。 与此同时， 资本形成额

增长率与滞后一期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交互项 （ＧＣＦ×ＥＰＵ＿Ｌ１） 也显著为负， 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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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经济不确定性增加通过抑制投资的增长率， 对下一期的出口技术水平产生不利

影响， 即假说 ３ 成立， 存在 “投资抑制效应”。
为检验以上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一方面采用虚拟变量来衡量一国某年汇率是否

处于贬值期 （ＥＸＣＨＲ０１＝１）， 以及投资是否处于扩张期 （ＧＣＦ０１＝ １）， 通过对比上一

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造成汇率和投资变化的不同阶段来检验假说 ２ 和假说 ３， 结果见

表 ６ 列 （３）， 本文仍然发现交互项 ＥＸＣＨＲ０１×ＥＰＵ＿Ｌ１ 和 ＧＣＦ０１×ＥＰＵ＿Ｌ１ 的系数均显

著为负， 且显著水平均有所提升， 这说明经济政策的 “贸易条件恶化效应” 和 “投
资抑制效应” 均较为稳健地成立。 本文还采用工具变量法进一步检验其稳健性， 具

体的做法是， 把 ＥＰＵ＿Ｌ２、 ＥＸＣＨＲ×ＥＰＵ＿Ｌ２ 和 ＧＣＦ×ＥＰＵ＿Ｌ２ 作为 ＥＰＵ＿Ｌ１、 ＥＸＣＨＲ×
ＥＰＵ＿Ｌ１ 和 ＧＣＦ×ＥＰＵ＿Ｌ１ 的工具变量， 控制国家和年份固定效应后进行回归分析， 具

体结果见表 ６ 列 （４）， 本文发现工具变量第一阶段回归的 Ｆ 值为 ６４ ３８， 显著大于

１０， 可以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 而交互项 ＥＸＣＨＲ０１×ＥＰＵ＿Ｌ１ 和 ＧＣＦ０１×ＥＰＵ＿Ｌ１
的系数均保持显著为负， 这说明假说 ２ 和假说 ３ 中的影响机制较为稳健地成立。

以上机制检验中我们均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 以避免全球经济周期或技术冲击

的干扰。 然而， 由于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等事件可能会直接改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

出口技术水平的影响， 因此， 为了避免该冲击带来的影响， 我们在表 ７ 列 （１） 和

（２） 中仅采用 ２０１０ 年及以后的数据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从列 （１） 中的面板双向

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来看， 交互项 ＥＸＣＨＲ×ＥＰＵ＿Ｌ１ 和 ＧＣＦ×ＥＰＵ＿Ｌ１ 的系数均显著为

负， 列 （２） 中类似表 ６ 列 （４） 采用滞后 ２ 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交互

项 ＥＸＣＨＲ×ＥＰＵ＿Ｌ１ 的系数显著为负， ＧＣＦ×ＥＰＵ＿Ｌ１ 系数也为负， 虽然其系数不显

著， 但其 Ｔ 值较大 （Ｔ 值为 １ ３２）， 总之， 假说 ２ 和假说 ３ 中的机制在剔除金融危

机的影响后仍然成立。

表 ７　 影响机制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ＦＥ （２） ＦＥ＋ＩＶ （３） ＦＥ （４） ＦＥ＋ＩＶ

２０１０ 年及以后的数据 删除中国的数据

ＥＸＰＹ ＥＸＰＹ ＥＸＰＹ ＥＸＰＹ

ＥＸＣＨＲ×ＥＰＵ＿Ｌ１
－２１ ４７∗ －１１ ０３∗

（１１ ０２） （６ ５６５）

ＧＣＦ×ＥＰＵ＿Ｌ１
－０ １３６∗ －０ ０６１４∗∗

（０ ０７９８） （０ ０３００）

ＥＸＣＨＲ×ＥＰＵ＿Ｌ１
－２８ ４０∗ －１１ ９３∗

（１５ ４０） （７ ０９６）

ＧＣＦ×ＥＰＵ＿Ｌ１
－０ ２４５ －０ ０８８１∗∗

（０ １８６） （０ ０４０３）

国家、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９０ ９０ １３５ １２０

Ｒ２ ０ １９３ ０ ４４８ ０ ３７８ ０ ３９７
注： ∗ ｐ＜ １； ∗∗ ｐ＜ ０５； 括号内为相应的标准误， 截距项省略； 列 （２） 和列 （４） 第一阶段的 Ｆ 值分别为
３８ ３９ 和 ６４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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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中国在金融危机期间暂停了人民币汇率改革， 导致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

由盯住一篮子货币变为直接盯住美元， 这可能导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 “贸易条

件恶化效应” 无法识别。 另外， 中国的大量投资主要有政府或国有企业推动， 这

也可能导致 “投资抑制效应” 识别不足。 鉴于以上考虑， 我们删除中国的数据进

行回归分析， 方法类似表 ７ 列 （１） 和 （２）， 从列 （３） 和列 （４） 的结果可以看

到， 无论是采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回归， 还是工具变量回归， 交互项 ＥＸＣＨＲ×ＥＰＵ
＿Ｌ１ 和 ＧＣＦ×ＥＰＵ＿Ｌ１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总之，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通过汇率恶化一国的贸易条件， 进而对其出

口技术分布水平带来不利影响， 即存在 “贸易条件恶化效应”； 另外， 它还会通过

抑制一国的投资增长率， 从而不利于该国出口技术分布水平的改善， 即存在 “投
资抑制效应”。 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出口技术分布存在 “贸易条件恶化效应” 和

“投资抑制效应”， 即假说 ２ 和假说 ３ 成立。

五、 结论与含义

本文将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入贸易结构理论框架， 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对出口技术分布的影响机理。 理论分析表明， 它会通过汇率升值恶化一国的贸易条

件， 进而对其出口技术分布水平带来不利影响， 即存在 “贸易条件恶化效应”； 另

外， 它还通过抑制一国的投资增长率， 从而不利于该国出口技术分布水平的改善，
即存在 “投资抑制效应”。 选取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 １５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作为实证样本，
采用附加值赋值原理技术分析法构造技术高度指数来衡量技术结构分布水平， 结果

表明：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 越会对该国的贸易结构的技术结构水平产生负向的

抑制作用。 进一步检验其影响机制发现 “贸易条件恶化效应” 和 “投资抑制效应”
均显著地存在。

近期， 特别是受全球疫情的影响， 各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出现上升态势， 而

这一因素又容易诱发宏观、 微观的经济问题。 本文的研究表明， 保持经济政策的稳

定， 对改善出口的技术分布， 提高贸易结构水平有着重要作用。 面对日益复杂的全

球经济形势， 各国保持经济政策的稳健性， 稳定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就显得格外重

要， 当经济波动时， 适时的政策干预和补充对经济主体的稳定预期才能保持一国在

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否则， 可能通过汇率波动和投资低迷等途径阻碍一国出口技

术水平的攀升。
总之，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技术分布水平总体上具有负面的抑制作用， 在

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决策中， 降低本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包括提高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的连续性、 规划性和政府机构的运行稳定性， 对提高本国出口贸易结构中

的技术分布水平有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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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ａｄｖｅｒｓｅ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Ｕｓｉｎｇ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
ｔｒｙ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ｗ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ｙ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ＥＰＵ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ｂｏｔ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ｏｆ ｖｉｔ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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