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期间政策获得感对出口信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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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商务系统开展的 ８１６３ 家出口企业问卷调查数据， 从出口企业

面临环境情况、 外贸政策获得感和出口信心的分析角度进行实证研究， 探查疫情期

间企业的实际困难， 分析疫情期间国家出台的系列外贸政策的实施效果。 实证研究

表明， 出口企业面临的困难降低了企业出口信心， 但疫情期间的出口政策的获得感

显著中介作用了环境恶化的影响， 提振了出口信心， 且出口退税、 出口信用保险、
外贸信贷投放、 贷款延期、 人民币结算便利和贸易便利化六个政策单独的中介效应

都显著， 表明前期政策的精准性较好； 然而单项政策的中介效应大于整体政策的中

介效应， 表明政策之间存在协调与配合的问题； 同时， 企业规模大小在外贸政策获

得感发挥中介效应时起调节作用， 表明不同规模企业外贸政策获得感的敏感性存在

差异， 需更重视中小企业的政策效应发挥。 基于实证检验了外贸政策获得感影响出

口信心的作用机理， 并对外贸政策的制定提出了具体建议。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 政策获得感； 出口信心

［中图分类号］ Ｆ７４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４６７０ （２０２０） ０７－００１４－１８

２０２０ 年一季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简称 “新冠肺炎疫情” ） 在国内外爆

发， 为防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物流、 人流受到严格限制， 世界经济和国际

贸易投资受到了巨大冲击， 出口企业在国内生产和国外需求方面均面临前所未有的

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 ２ 月 ２３ 日明确要求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强化 “六稳” 举

措， 加大政策调节力度①。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 国务院出台一系列

“稳外贸稳外资” 政策 （以下简称为 “双稳” 政策）， 以缓解疫情对外经贸的影

４１

新冠疫情与国际贸易专题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

①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５－１５
［作者信息］ 蒋韶华：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博士研究生，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客户市场部总经理

助理； 景香晨 （通讯作者）：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客户市场部主办 １０００３３ 电子信箱 ｊｘｃ９３１１１０
＠ ｓｉｎａ ｃｏｍ； 姚婧妹：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学博士研究生，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客户市场

部高级经理。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ｈｔｔｐ： ／ ／ ｃｐ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０ ／ ０２２４ ／ ｃ６４０９４－３１６００５３７ ｈｔｍｌ。



响， 保住并争取订单， 稳定外贸基本盘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政策施行就是要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②。 企业家是否感受到政策获得感是检验政策实施效果

重要标准之一 （刘庆传， ２０１６） ［１］。 然而政策效应不仅反映在宏观经济指标上， 而

且支持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助于恢复市场信心 （劳伦斯·布恩， ２０２０［２］； 刘晓君

和姜伟， ２０１９［３］）。 出口信心既是对可见未来的展望， 也是企业下一阶段经营活动

的决策依据， 因此动态调查、 及时了解企业出口信心状况， 有显著的政策效果评价

意义。
新冠疫情 “双稳” 政策的目的是提振企业出口信心， 实现促进出口的政策效

果。 那么， 相关政策是否实现了快速传导， 精准到企， 发挥实效？ 同时， 因疫情影

响的不确定性， 境内外传播演化变化较快， 出口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也在快速变

化， 从疫情前期的在手订单交付延期演变为海外疫情爆发后的订单取消、 新订单匮

乏， 出口企业的实际困难情况是否能被前期政策有效缓解？ 而且， 如政府所关注

的， 中小出口企业恰恰作为外贸领域对经济波动影响最敏感、 对疫情不确定性应对

信心最不足的企业群体 （曾金华， ２０２０） ［４］， 是否对当前政策体现更敏感的获得感

差异？ 如何更精准制定针对中小企业的外贸政策， 以提振特定群体的出口信心？
基于上述问题， 通过商务系统于 ３ 月 ２３ 日开展了出口企业问卷调查， 问卷覆

盖了全国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 共计 ８１６３ 家企业参与了调查， 调查问题聚焦于企业面

临的客观环境、 前期政策获得感和出口信心情况。 其中， 问卷特别设计了疫情期间

“双稳” 政策中明确安排的出口退税、 信用保险、 信贷支持、 贷款延期还本付息、
提高人民币结算便利度和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六大政策的政策获得感相关题项。

本文基于问卷数据， 实证分析疫情期间政策获得感对出口信心影响的作用机

理， 研究疫情期间发布的外贸政策内涵影响性和对企业精准性， 并考察不同规模企

业对政策的敏感度。

一、 文献综述及理论假设

（一） 经营环境、 企业出口信心对出口的影响

企业经营环境直接影响企业信心， 优化经营环境可显著提振企业信心， 促进企

业高质量发展 （陈太义和王燕， ２０２０） ［５］。 其中和出口相关的经营环境主要体现

在： 一是要素成本。 要素成本中劳动力供应情况影响其要素成本， 会影响企业竞争

力， 从而影响企业出口情况； 物流、 检疫、 物资等要素的成本上升会提高企业的出

口难度 （陈彬， ２０１６） ［６］。 二是市场情况。 出口企业主要受到海外市场情况的影

响， 如订单情况、 商贸洽谈活动等。 出口订单回升， 则会提振出口信心 （商务部

调查， ２０１３） ［７］。
其中， 企业信心的研究， 更多地集中在企业家信心， 典型如企业家信心指数

（国家统计局发布）、 出口经理人信心指数 （海关总署发布）、 香港贸发局出口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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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贸发局发布）， 均使用信心来预测未来的出口趋势。 企业家信心指数是反映

企业家对宏观经济环境的感受与信心， 预测经济发展的变动趋势的指标， 包含即期

信心和预期信心， 企业家信心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显著， 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

正效应 （张亚青等， ２０１８［８］； 秦莉和徐小君， ２０１８［９］ ）。 在外贸领域， 类似的有中

国出口经理人信心指数等。 出口信心即为企业家对出口宏观经济环境的感受与信

心， 对出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当期的信心能较好地预测下一期的出口情况。
综上所述， 经营环境显著影响企业出口信心， 而出口信心对出口具有显著影

响， 出口信心变化的研究能较好地反映未来出口绩效情况。
（二） 政策获得感与信心的关系

获得感是根据客观物质的获得以及生活境遇改善而得到的积极心理体验和由此

产生的主观满意度 （邱伟国等， ２０１９） ［１０］。 而政策获得感即政策实施后， 企业根据

政策的实施情况而产生的获得感 （沙磊， ２０１９） ［１１］。 政策获得感的提升会极大地提

振企业的发展信心 （南方日报社评， ２０１６） ［１２］。 同时， 在实务层面， 政策实施以提

振信心为目标之一。 ３ 月 １３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应对疫情影响做好稳外贸稳

外资工作情况举行发布会， 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李兴乾表示， 疫情期间政策措施

紧扣稳住外贸基本盘， 有利于稳企业、 稳信心、 稳预期。
综上， 政策获得感是影响信心的重要前因变量， 改善政策获得感能显著正向影

响信心。
（三） 影响出口的政策变量

为更好地应对新冠疫情， 国务院 “双稳” 政策及商务部配套出台的细化外贸

政策中包括了六大类政策： 出口退税、 出口信用保险、 外贸信贷支持、 贷款延期还

本付息、 提高人民币结算便利度和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 具体政策内涵如表 １ 所

示。 上述政策已被较多的学者研究证实过是对出口能产生较好拉动效应的工具组

合。 与此同时， 大量研究表明， 政策效果受企业规模这个企业异质性特征影响显著

（邢斐和王红建， ２０１８［１３］； 潘旭颖， ２０１６［１４］）。 为此具体讨论每个政策下的已有研

究情况。
在税收国际竞争背景下， 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费综合负担水平， 可以促进再投资

（马骏， ２０１８） ［１５］。 其中出口退税影响出口盈利性继而对出口规模具有显著促进作

用 （陈平和黄健梅， ２００３） ［１６］。 出口退税税率的变动在短期和长期均对企业出口关

系产生了显著影响 （靳玉英和胡贝贝， ２０１７） ［１７］。 从已有研究看， 出口退税对出口

具有显著正效应。 但也有学者指出， 出口退税可能导致逆向选择， 产生出口骗税行

为， 从而导致虚假贸易 （刘舜佳和张雅， ２０１８） ［１８］。 与此同时， 中小出口企业对出

口退税政策更为敏感 （姚姝靓， ２０１３） ［１９］。
出口信用保险是政府为鼓励出口而实行的政策性金融制度安排， 在我国对外贸

易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勤晶和卓志， ２０２０） ［２０］。 承保规模增大， 覆盖面更

广， 对出口具有促进作用 （张冀和郭雪剑， ２０１６） ［２１］。 对于大多数外经贸企业来

说， 理赔是关心的焦点， 第一时间快速赔付可以促进企业出口。 同时， 中小出口企

业不但受到自身规模小、 资金有限、 风险管理经验不足等特点的限制， 也受到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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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壁垒、 人民币升值压力、 宏观管理体制落后、 融资困难等因素的阻碍， 因而对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更敏感 （郑晓凌， ２０１９［２２］； 苏子瑜， ２０１４［２３］）。

表 １　 稳外贸稳外资政策详情

政策方面 政策内容 政策发布单位

出口退税

用足用好出口退税政策， 对除 “两高一资” 外所有未足额退税的
出口产品及时足额退税。 国务院

将全国正常出口退税的平均办理时间提速 ２０％， 由原来的 １０ 个工
作日缩短至 ８ 个工作日。 国家税务总局

出口信用
保险

支持商业保险公司开展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并降低费率。 国务院

１ 扩大短期险覆盖面， 提高承保效率， 创新承保模式；
２ 应保尽保； 收集研究企业投保出运前附加险的需求， 加强对订
单被取消等风险的保障；
３ 开辟理赔绿色通道， 适当放宽理赔条件， 在贸易真实和债权金
额确定的前提下， 应赔尽赔、 能赔快赔；
４ 加强对中小微外贸企业的支持， 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 进一步
降低保费费率；
５ 完善 “政府＋银行＋信保” 合作机制， 充分调动社会资源， 扩大
保单融资规模。

商务部
中国出口信用

保险公司

外贸信贷
支持

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外贸信贷投放。 国务院

１ 支持开发性、 政策性银行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２ 提高小微企业 “首贷率” 和信用贷款占比， 进一步降低小微企
业综合融资成本。

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银保监会

证监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
中国进出口银行

贷款延期
还本付息

落实好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 对受疫情影响大、 前景好的中
小微外贸企业可协商再延期。 国务院

１ 优化信贷流程， 合理延长贷款期限， 有效减费降息
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银保监会
证监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

提高人民币
结算便利度

简化疫情防控相关跨境人民币业务办理流程， 支持银行在 “展业
三原则” 基础上， 凭企业提交的收付款指令， 直接为其办理疫情
防控相关进口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以及资本项目下收入人民币资
金在境内支付使用。

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银保监会

证监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

提高贸易
便利化程度

１ 简化对外经贸管理程序。 引导企业无纸化申领进出口许可证件。
２ 强化法律服务帮助企业降低风险。 支持贸促会、 商会等为外贸
企业和境外项目实施主体无偿出具因疫情导致未能按时履约的不
可抗力事实性证明。
３ 支持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指导跨境电商综试区提供海外仓
信息服务， 帮助企业利用海外仓扩大出口。

商务部

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 民营企业主和其公司在外部融资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对于面临着融资约束的企业而言， 获得银行贷款无疑可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助力，
提高企业的再投资比例。 出口信贷的政策扩大了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时优化

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和产业结构， 提升了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高梅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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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２４］。 延长信贷期限， 会为贸易提供有利的信用支持， 促使贸易发展进入新的

阶段 （宋良， ２０１９） ［２５］。 同时， 规模越大的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越低， 则中小出口

企业对外贸信贷政策更敏感 （朱国伟， ２０１８） ［２６］。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开展给我国外贸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张宗英，

２０１８） ［２７］。 在中国外贸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发展过程中， 若是企业有大量的外币债权

与债务， 一旦受到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的影响， 就会导致企业蒙受较大的损失。 若

是采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方式却可以有效降低这一风险的发生率。 扩大跨境贸易

人民币结算， 可以为我国对外的本币进出口信贷提供非常便利的条件， 加强对外贸

易的经济往来， 提高我国外贸企业的出口竞争力 （王孝华， ２０１９［２８］； 单桂兰，
２０１９［２９］）。 由于中小出口企业抵御外汇风险的能力更弱， 因而对人民币结算便利政

策更敏感 （李祺， ２０１８） ［３０］。
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向该国的出口贸易产生正向影响 （范秋芳等，

２０１９） ［３１］。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从而促进出

口。 各国一般通过改善海关和制度环境、 加强口岸设施和电子商务建设等措施提高

贸易便利化水平， 以加强贸易发展 （吴兆丹等， ２０２０） ［３２］。 同时， 中小企业出口面

临较大的困难。 贸易便利化客观上给中小企业出口提供了更多的有利条件 （梁焕

磊， ２０１０） ［３３］。
（四） 研究假设

基于前述理论分析， 得出本文的研究框架， 外贸政策的获得感在外部经营环境

困难和对出口信心消极作用间具有缓解作用， 而这种缓解作用在不同规模的企业敏

感性有差异。
因此， 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 １： 政策获得感在外部经营环境困难时对出口信心消极作用具有中介

效应。
根据上文已有研究的分析表明， 在外部经营环境变差的情况下， 政策获得感是

影响信心的重要前因变量， 改善政策获得感能显著正向影响信心。
假设 １ａ： 出口退税政策获得感在外部经营环境困难时对出口信心消极作用间

具有中介效应。
假设 １ｂ：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获得感在外部经营环境困难时对出口信心消极作

用具有中介效应。
假设 １ｃ： 外贸信贷支持政策获得感在外部经营环境困难时对出口信心消极作

用具有中介效应。
假设 １ｄ： 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获得感在外部经营环境困难时对出口信心消

极作用具有中介效应。
假设 １ｅ： 提高人民币结算便利度政策获得感在外部经营环境困难时对出口信

心消极作用具有中介效应。
假设 １ｆ： 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政策获得感在外部经营环境困难时对出口信心消

极作用具有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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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 最新疫情相关研究表明， 政策效果受出口规模这个企业异质性特征

影响显著。 朱武祥等 （２０２０） ［３４］通过调查发现， 新冠疫情各项扶持政策对大型企业

的覆盖程度远高于小微企业。 徐丽等 （２０２０） ［３５］ 认为， 小微企业在享受扶持政策

时， 往往在实操层面比大型企业遇到更多问题， 致使政策落实情况大打折扣。 可

见， 企业规模影响疫情期间企业实际的政策获得感。
假设 ２： 企业出口规模在疫情期间外贸政策获得感的中介效应中起到调节

效应。

二、 研究数据与实证分析

（一） 数据来源及统计方法

１ 数据来源

本次 《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调查问卷》 由商务部制作， 各省商务部门通过行

政发文及给各出口企业发送调研通知的方式激发企业相关人员填写， 并委托中国出

口信用保险公司负责面向广大出口企业进行线上调研实施和问卷结果收集。 问卷调

查通过微信公众号和问卷星发布。 在问卷设计、 问卷发放等方面充分考虑出口企业

的特点， 保障了本文数据收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为了保障前期数据收集和后期数

据分析的信度和效度， 本文对研究对象的选择标准进行了清晰的界定。
具体而言， 第一， 调研对象均为外贸出口企业， 从统计结果看， 进出口额在

５００ 万美元以下的企业占比达到 ６４ ８％， 民营企业占比 ８５ ０％， 出口欧美传统市

场为主的占比 ６６ ３％。 第二， 本文主要讨论了政策获得感对出口信心的影响，
这就要求受访对象必须对本企业的海外市场运营情况、 出口政策实际落实情况有

清晰的了解。 由商务部委托中国出口信用公司进行问卷结果收集， 各省市工作人

员协助推动出口企业的市场部、 风控部、 财务部等了解政策相关部门的管理人员

参与问卷填写， 填写人员具备问卷题项的相应知识和信息储备。 第三， 问卷覆盖了

全国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 共计 ８１６３ 家企业参与了调查， 剔除答题完整度不满足条件

的 ２０６４ 份， 其中完整有效答题数据 ６１１７ 份， 有效率为 ７４ ９４％， 样本量符合研究

需要。
２ 统计方法

本研究拟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探讨新冠疫情 “双稳” 政策对出口信心的

影响及其机制， 根据本文理论假设， 该影响以 “双稳” 政策获得感为中介变量，
并受到出口规模的调节 （图 １）。 为了方便结果的解释， 对疫情客观情况和政策获

得感进行总均值中心化处理， 即用原始量表总分减去该量表总分均值。 为了检验中

介效应作用， 首先需要出口信心和疫情客观情况具有相关关系， 然后需要出口信心

对政策获得感、 出口信心对疫情客观情况的回归系数均显著， 两个系数相乘即为中

介效应。 由于出口规模为有序分类变量， 为了检验调节作用， 首先构建哑变量和交

互项， 纳入中介作用的回归方程中， 随后比较调节变量不同取值下中介效应是否有

显著差异。 以上操作采用 ＳＰＳＳ 的 Ｐｒｏｃｅｓｓ 插件， 选择模型 ５８，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５０００ 次得

到各参数稳健的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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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同时， 运用平行的中介模型探究新冠疫情 “双稳” 政策中六项政策的中介传

导作用， 需要以政策获得感量表中的每道题为中介， 测量每项政策的中介效应是否

显著， 因此构建如图 ２ 的理论模型。 由于每道题设有两个选项， 属于有序的类别变

量， 在 Ｍｐｌｕｓ 软件中对每道题构建 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模型， 基于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再构建中介模

型， 并通过稳健加权最小二乘法对系数进行估计，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１００００ 次得到稳健的置

信区间。

图 ２　 各政策作为平行中介的模型

（二） 变量测量及数据质量评估

本次问卷调查聚焦两部分内容， 一是全球疫情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 二是已

出台政策的评价反馈。
１ 企业特征统计描述

本文所收集的问卷涉及不同企业性质、 不同目标市场、 不同行业的企业。 被调

查企业多样性很强，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性质、 行业属性等差异对本文研究

结论的影响， 提升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与可推广性。 通过统计问卷的数据信息可以

发现： 第一， 企业性质， 本次调研涵盖了多种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 国有企业

４２８ 家， 民营企业 ６９３７ 家， 外资企业 ７９８ 家， 民营企业占比最高， 占比 ８４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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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企业行业， 受访对象的出口产品多样且分布较为平均，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

行业属性带来的影响， 其中出口农产品企业占比 １１ ３６％， 机电产品 ２０ ７３％， 劳

动密集型产品 ２２ ２７％； 第三， 企业目标市场， 企业出口欧美传统市场占比

６６ ３％。 通过对受访企业的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 本文所调研的这些外贸企业， 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且与本文主题较为契合， 能够较好地指向遭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出口

企业群体 （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中国出口企业特征描述统计

特征 类别 样本数量 占比

企业性质

国有 ３３４ ５ ４６％

民营 ５１４９ ８４ １８％

外资 ６３４ １０ ３６％

主要出口产品类别

机电产品 １２３９ ２０ ２６％

劳动密集型产品 １４１９ ２３ ２０％

农产品 ７１９ １１ ７５％

其他 ２７４０ ４４ ７９％

主要出口市场
欧美日等传统市场 ４１３３ ６７ ５７％

新兴市场 １９８４ ３２ ４３％

２ 研究变量测量及质量评估

（１） 疫情客观情况。 针对疫情客观情况这一变量， 本文自编疫情客观情况量

表， 量表一共有 ９ 项， 测量了工人返岗率、 产能利用率、 当前订单受国际疫情蔓延

影响情况、 商贸洽谈活动受国际疫情蔓延影响情况、 国际物流受疫情影响情况、 检

疫成本和运费上涨情况、 企业供应链受影响情况和主要进口物资价格变化情况 ９ 个

维度， 反映了疫情发生之后企业各方面遭受损失及逐步恢复的客观实际情况。 由于

疫情是突发事件， 此前并没有相应的问卷且调查答案情况分布未知； 另外， 为了简

化部分问题的回答难度， 因此该量表中不同问题选项数量不同。 对于较为简单的问

题， 采用 ３、 ４ 点； 相对复杂需要更为量化的问题， 设置为 ５、 ６ 点， 问卷收集后，
根据 Ｄａｗｅｓ （２００８） ［３６］的方法把所有项目转换为 ６ 点量表， 具体转换方式见表 ３，
即先将端点固定到 １ 和 ６， 再按照 １ 和 ６ 之间的距离平均分配原量表每两个端点的

距离， 得到中间点数的转换值。 转换后疫情客观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 ５２， 反

映信效度处于中等程度水平。 （２） 出口信心。 出口信心量表包含三个维度， 通过

问卷中三个问题进行测量， 对出口订单的预测为 ５ 点作答方式， 对企业生存状况的

预测为 ３ 点作答方式， 需要转换为 ５ 点量表 （１ 对应 １、 ２ 对应 ３、 ３ 对应 ５）。 转换

后该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 ７４， 信效度相对较好。 （３） 政策获得感。 政策获得

感采用两点作答方式量表进行测量， 询问了涉及出口退税、 信用保险、 外贸产业信

贷投放、 贷款延期还本付息、 提高人民币结算便利度和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六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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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政策获得感。 该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 ６６， 反映该量表具有中等程度的信

效度。 （４） 其他变量。 企业规模变量通过出口额进行测量。 由于本文研究主体均

为出口企业， 因此以出口规模来衡量企业规模更能准确地反映出出口企业的特点。
出口额以 ５０００ 万美元和 ５００ 万美元为限进行分类， 为有序的分类变量。 （５） 共同

方法偏差检验。 本文使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子检验法对本研究中四个变量进行共同方法

偏差检验， 结果显示有 ５ 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 １， 其中特征根最大的因子解释了

１６ ５３％的方差变异量， 远低于 ４０％的临界标准， 因此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很小，
几乎不会干扰后续结果的分析。

表 ３　 量表尺度转换 （Ｒｅｓｃａｌｉｎｇ） 方法

３ 点 ４ 点 ５ 点

原值 转换值 原值 转换值 原值 转换值

１ １ ００ １ １ ００ １ １ ００

２ ３ ５０ ２ ２ ６７ ２ ２ ２５

３ ６ ００ ３ ４ ３４ ３ ３ ５０

４ ６ ００ ４ ４ ７５

５ ６ ００

３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首先， 对本文涉及的相关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见表 ４。 从偏度和

峰度上看， 各变量均接近正态分布。 因变量出口信心与自变量疫情客观情况呈中

等程度的正相关 （ ｒ ＝ ０ ５２）， 表明疫情状况越差， 人们对未来出口订单和企业

生存状况持更加悲观的预测。 中介变量政策获得感与出口信心、 疫情客观情况均

具有负相关 （分别为－０ １９ 和－０ ２０）， 可能表明疫情状况越差， 人们感受到的

政策获得感也越低； 而政策获得感提升， 能提升出口信心。 中介变量和自变量、
因变量的相关性说明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是合适的， 疫情期间客观情况对出口信心

的影响可能通过政策的获得感传导。 此外， 调节变量与其余变量的相关关系在

－０ １１—０ １０ 之间， 看似相关性较弱的变量， 可能影响原有的因果关系和中介机

制， 需要进行调节效应分析。 这为之后的假设检验提供了有利的前提条件。
为了排除其他无关变量的影响， 需要分析其他无关变量如企业性质、 主要出

口产品类别和主要出口市场与因变量出口信心、 自变量疫情客观状况的相关关

系。 由于三个无关变量均为无序分类变量， 进行列联分析后可以计算出统计量

η２， 反映无序分类变量与连续变量的相关性大小。 以出口信心作为因变量， 计算

统计量 η２， 分别为 ０ ００８、 ０ ０４ 和 ０ ００３。 以疫情客观状况为因变量的 η２ 分别为

０ ０１、 ０ ０２ 和 ０ ００１， 表明这三个无关变量与出口信心、 疫情客观状况的关系十

分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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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Ｎ ＝ ６１１７）

#��	�� y —
2 +��?�� x 0.52 —
3 �19�� m -0.19 -0.20 —
4 �19�� 1 -0.13 -0.15 0.62 —
5 �19�� 2 -0.09 -0.10 0.62 0.29 —
6 �19�� 3 -0.10 -0.09 0.58 0.19 0.30 —
7 �19�� 4 -0.10 -0.09 0.55 0.15 0.22 0.50 —
8 �19�� 5 -0.11 -0.10 0.64 0.23 0.18 0.21 0.22 —
9 �19�� 6 -0.17 -0.19 0.67 0.30 0.24 0.18 0.19 0.41 —

10

1

�	?� w 0.07 0.10 -0.11 -0.10 -0.02 a -0.13 -0.08 -0.05 -0.06 —

10.24 28.14 2.15 0.53 0.38 0.15 0.13 0.40 0.56 2.55
3.41 5.66 1.65 0.50 0.48 0.36 0.34 0.49 0.50 0.66
-0.34 0.10 0.45 -0.14 0.51 1.95 2.20 0.39 -0.24 -1.16
-0.88 -0.12 -0.52 -1.98 -1.74 1.79 2.85 -1.85 -1.94 0.13

	G	

M
SD
��

��

注： 表内为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 政策获得感 １ 至 ６ 为哑变量， ０ ＝ 获得感不强， １ ＝ 已享受到政策并且有获得

感。 ａ 除出口规模与出口信用保险政策之间相关不显著（ｐ ＝ ０ １０） 外， 其余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的显著性均

在 ｐｓ ＜ ０ ００１ 水平上。

（三） 模型建立

１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如图 ３ 所示， 自变量疫情客观情况 ｘ 对因变量消极出口信心 ｙ 有直接预测作用

ｃ′， 中介变量政策获得感 ｍ 对因变量消极出口信心 ｙ 的预测作用受到企业规模 ｗ 的

调节。 同时， 在模型中加入产品类型、 出口市场作为控制变量， 以排除控制变量这

种与研究无关因素的影响。 因此建立 （１） 式：
ｙ ＝ ｂ０ ＋ ｂ１ｍ ＋ ｂ２ ｗ１ ＋ ｂ３ｍ ｗ１ ＋ ｂ４ ｗ２ ＋ ｂ５ｍ ｗ２ ＋ ｃ′ｘ ＋ ε１ （１）

其中 ｂ０ 为常数项， ｂ１ 至 ｂ５ 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及其交互项的系数， ｃ′为自变

量系数， ε１ 为残差， 由于问卷中涉及的相关变量已经在模型中作为控制变量， 假设

ε１ 与其他变量之间独立， 且误差项间不相关。 与此同时， 企业规模 ｗ 还调节了中

介作用的前半段路径， 即疫情客观情况对政策获得感的中介作用， 因此有

（２） 式：
ｍ ＝ ａ０ ＋ ａ１ｘ ＋ ａ２ ｗ１ ＋ ａ３ｘ ｗ１ ＋ ａ４ ｗ２ ＋ ａ５ｘ ｗ２ ＋ ε２ （２）

其中 ａ０ 为常数项， ａ１ 至 ａ５ 为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及其交互项的系数， ε２ 为残差，
假设 ε２ 与其他变量独立， 且误差项间不相关。

整理 （１） 式和 （２） 式可得：
ｙ ＝ ｂ( ０ ＋ ｂ２ ｗ１ ＋ ｂ４ ｗ２） ＋ ｂ１ ＋ ｂ３ ｗ１ ＋ ｂ５ ｗ２( ) ｍ ＋ ｃ′ｘ ＋ ε１

ｍ ＝ （ａ０ ＋ ａ２ ｗ１ ＋ ａ４ ｗ２） ＋ ａ１ ＋ ａ３ ｗ１ ＋ ａ５ ｗ２( ) ｘ ＋ ε２

假设 ε２ 与其他变量独立， 把 （２） 式代入 （１） 式， 再整理成 ｙ ＝ ａ ＋ ｂｘ 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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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可得：
ｙ ＝ ［（ｂ０ ＋ ｂ２ ｗ１ ＋ ｂ４ ｗ２） ＋ ｂ１ ＋ ｂ３ ｗ１ ＋ ｂ５ ｗ２( ) （ａ０ ＋ ａ２ ｗ１ ＋ ａ４ ｗ２）］
　 　 　 ＋ ｂ１ ＋ ｂ３ ｗ１ ＋ ｂ５ ｗ２( ) ａ１ ＋ ａ３ ｗ１ ＋ ａ５ ｗ２( ) ＋ ｃ′[ ] ｘ ＋ ε１ ３( )

因此可得 ｘ 对 ｙ 的直接效应为 ｃ′ 、 中介效应为 （ ｂ１ ＋ ｂ３ ｗ１ ＋ ｂ５ ｗ２）（ ａ１

＋ ａ３ ｗ１ ＋ ａ５ ｗ２） ， 此时中介效应受到调节变量出口规模的调节， 具体形式如表 ５。

图 ３　 有调节的中介统计模型图

表 ５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出口规模 ｗ１ ｗ２ 中介效应

５０００ 万美元以上 １ １ ａ１ｂ１

５００ 万至 ５０００ 万 １ ０ （ａ１＋ａ３） （ｂ１＋ｂ３）

５００ 万以下 １ １ （ａ１＋ａ３＋ａ５） （ｂ１＋ｂ３＋ｂ５）

２ 平行中介模型

如图 ４， 疫情客观情况 ｘ 对消极出口信心 ｙ 有预测作用， 并且多种政策获得感

ｍｉ 在这个关系间充当平行中介的作用。 基于 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模型， 对于特定的中介变量

ｍｉ（ ｉ ∈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 假设存在潜变量 ｍ∗
ｉ ， 有：

ｍ∗
ｉ ＝ ａｉｘ ＋ εｉ＃ （４）

εｉ ～ Ｎ（０， １） ， ｍｉ 可以看成 ｍ∗
ｉ 是否大于 ０ 的指标。 自变量和各中介变量共同

４２

新冠疫情与国际贸易专题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



预测因变量， 因此有：

ｙ ＝ ∑
６

ｉ ＝ １
ｂｉｍ∗

ｉ ＋ ｃ′ｘ ＋ ε＃ （５）

其中， εｉ ～ Ｎ（０， １） 。 假设残差与各变量独立且误差项间不相关。 将 （４） 式

代入 （５） 式， 整理后可以得到：

ｙ ＝ ∑
６

ｉ ＝ １
ａｉ ｂｉ ＋ ｃ′( ) ｘ ＋ ε＃ （６）

其中， ａｉ ｂｉ 为特定的中介变量 ｍｉ 的中介效应， ｃ′为直接效应， （∑
６

ｉ ＝ １
ａｉ ｂｉ ＋ ｃ′） 为

总效应。

图 ４　 平行中介统计模型图

（四） 数据实证检验结果

１ 检验新冠疫情 “双稳” 政策获得感的中介作用

如表 ６ 所示， １ 式和 ２ 式检验疫情客观情况对消极出口信心的影响以及政策获

得感的中介作用。
如表 ６ 中 １ 式所示， 疫情客观情况越差， 人们对政策获得感的感受越小。 以政

策获得感为因变量进行回归， Ｒ２ ＝ ０ ０４， Ｆ （４， ６１１２） ＝ ７１ ７６， ｐ ＜０ ００１， 方程整

体显著， 但因变量全部变异通过回归能被各自变量解释的比例仅占 ５％。 在具体变

量上， 疫情客观情况对政策获得感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ｂ ＝ －０ ０９， ｔ ＝ －７ １０，
ｐ ＜０ ００１， ９５％ＣＩ ［－０ １２， －０ ０７］， 表明疫情客观情况越差， 人们对政策获得感

的感受越小。 在控制变量方面， 企业性质和出口市场均对政策获得感有显著的负向

预测作用①。 这表明， 相比于国有企业， 民营和外资企业的政策获得感较低； 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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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出口至欧美日等传统市场， 将产品出口至新兴市场的企业的政策获得感也较低。
在此次疫情期间， 民营和外资企业、 产品出口至新兴市场的企业更需要多种优惠政

策的扶持。 由于部分控制变量对中介变量具有显著影响， 因此将其纳入回归方程中

进行统计控制是有必要的， 可以排除此类变量的干扰。

表 ６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Ｎ ＝ ６１１７）

回归方程
（因变量）

１ 式
（政策获得感）

２ 式
（出口信心）

３ 式
（政策获得感）

４ 式
（出口信心）

预测变量 ｂ ｔ ｂ ｔ ｂ ｔ ｂ ｔ

常数项 　 ４ ４９∗∗∗ ２５ １４ 　 ３ ５２∗∗∗ 　 １０ ４６ 　 ０ ９０∗∗∗ 　 ６ ０９ 　 １１ ３２∗∗∗ 　 ４２ １１

疫情客观情况 ｘ －０ ０６∗∗∗ －１６ １２ ０ ３０∗∗∗ ４４ ５３ －０ ０９∗∗∗ －７ １０ ０ ３０∗∗∗ ４４ ４０

政策获得 －０ ２０∗∗∗ －８ ６７ －０ １０ －１ ３９
出口规模 ｗ１ －０ １７∗ －２ ０６ ０ ２１ １ ４１
出口规模 ｗ２ －０ ２４∗∗∗ －５ １２ ０ ０３ ０ ３４

ｗ１×ｘ ０ ０４∗∗ ２ ８３ －０ ２４∗∗ －２ ９２
ｗ２×ｘ －０ ０１ －０ ５９ ０ １９∗∗∗ ３ ５８

企业性质 －０ ２１∗∗∗ －３ ９０ －０ ０３ －０ ３６ －０ １９∗∗∗ －３ ５３ －０ ０４ －０ ４４

产品类别 ０ ００２ ０ １４ －０ １７∗∗∗ －５ ４７ ０ ０１ ０ ５５ －０ １７∗∗∗ －５ ５５

出口市场 －０ ２０∗∗∗ －４ ４５ －０ ５４∗∗∗ －６ ７１ －０ １８∗∗∗ －４ ００ －０ ５４∗∗∗ －６ ７０

Ｒ２ ０ ０４∗∗∗ ０ ２７∗∗∗ ０ ０５∗∗∗ ０ ２８∗∗∗

注：∗ｐ ＜０ ０５，∗∗ｐ ＜０ ０１，∗∗∗ｐ ＜０ ００１。 由于 ３ 式和 ４ 式不能输出标准化系数， 因此四个方程统一报告非标准
化系数。 出口规模为哑变量， 当出口规模在 ５０００ 万美元以上， ｗ１ ＝ｗ２ ＝ ０； 在 ５００ 万—５０００ 万之间， ｗ１ ＝ １，
ｗ２ ＝ ０； 在 ５００ 万美元以下， ｗ１ ＝ｗ２ ＝ １。 企业性质： 国有＝ １， 民营＝ ２， 外资 ＝ ３； 产品类别： 机电 ＝ １， 劳动
密集型＝ ２， 农产品＝ ３， 其他＝ ４； 出口市场： 欧美日传统市场＝ １， 新兴市场＝ ２。

如表 ６ 中的 ２ 式所示， 疫情客观情况与出口信心之间具有中等程度的直接效

应。 ２ 式以出口信心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方程， Ｒ２ ＝ ０ ２８， Ｆ （５， ６１１１） ＝ ４８０ ７５，
ｐ ＜０ ００１， 方程整体显著， 且因变量能被自变量解释的成分较高。 在具体变量上，
疫情客观情况对出口信心具有显著的正向的预测作用， ｂ ＝ ０ ３０， ｔ ＝ ４４ ５３，
ｐ ＜０ ００１， ９５％ＣＩ ［０ ２９， ０ ３１］， 表明疫情客观情况愈差， 人们对未来出口订单和

企业生存状况持有愈消极的预测， 该系数反映了疫情客观情况与出口信心之间具有

中等程度的直接效应且为正相关。
政策获得感对出口信心具有显著的负向的预测作用， ｂ ＝ － ０ ２０， ｔ ＝ － ８ ６７，

ｐ ＜０ ００１， ９５％ＣＩ ［－０ ２４， －０ １５］， 说明政策获得感提升对未来订单数量和企业生

存状况则会持有更积极的预测， 出口信心更高。 在控制变量方面， 产品类别和出口市

场均对消极出口信心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产品类别 ｂ ＝ －０ １７， ｔ＝ －５ ４６，
ｐ ＜０ ００１，９５％ＣＩ ［－０ ２３， －０ １１］； 出口市场 ｂ ＝ －０ ５０， ｔ ＝ －６ ２０， ｐ ＜０ ００１，
９５％ＣＩ ［－０ ６６， －０ ３４］ ）。 这表明农业和其他产品的出口信心比机电和劳动密集

型产品的出口信心更加积极； 出口至新兴市场比出口至欧美日传统市场的信心更

高。 联立 １ 式和 ２ 式并整理成 ｙ ＝ ａｘ ＋ ｂ 的形式， 可以得到疫情客观情况对消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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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信心的总效应为 ０ ３１， ｔ ＝ ４６ ９７， ｐ ＜０ ００１， ９５％ＣＩ ［０ ３０， ０ ３２］， 直接效应

为 ０ ３０， 中介效应为 ０ ０１， ９５％ＣＩ ［０ ０１， ０ ０２］，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３ ２３％，
可见疫情客观情况对出口信心的消极影响部分通过政策获得感传导。 证明了上文提

到的假设 １ 即政策获得感具有中介作用。
２ 分别检验六项政策的中介作用

为了更进一步明确新冠疫情 “双稳” 政策中六项政策在疫情期间是否均起到

了中介作用， 建立如图 ５ 的平行中介模型。 各路径的标准化系数如图 ５ 所示， 由这

些系数可以计算得出， 自变量疫情客观情况对因变量出口信心的总效应是 ０ ５２，
总的中介效应是 ０ ０８，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１５ ３８％。 与此前将各题目总分简单相

加作为中介变量的模型相比 （此前为 ３ ２３％）， 中介效应占比有明显的提高。 六项

政策获得感的中介效应情况如图 ５ 所示， 可见六项政策的中介作用均显著， 同时由

图 ６ 可以看出六项政策的中介效应程度， 其中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的中介效应在疫

情期间提振出口信心中的作用尤为明显。 证明了上文的中假设 １ａ、 １ｂ、 １ｃ、 １ｄ、
１ｅ 和 １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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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各政策获得感的路径系数

注： ｘ 为疫情客观情况， ｙ 为消极出口信心， ｍ１至 ｍ６分别为如下政策的获得感： ①提高出口退税率，
加快出口退税进度； ②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 降低保险费率； ③加大外贸产业信贷投放； ④贷款延期还
本付息； ⑤提高人民币结算便利度； ⑥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 下同。 原题目为 ０－１ 编码， 后经过 ｐｒｏｂｉｔ 变换，
再与其他变量建立回归模型。 图中为完全标准化系数， 括号内为残差。

注： 图中各中介效应是完全标准化的， 误差线为 ９５％置信区间。

以上分析表明， 本文将各种政策获得感进行拆分， 较为明晰地分析出特定政策

获得感的中介作用情况。 结果显示， 拆分后对模型总体的中介作用占比相较于整体

考量时有明显提升， 此前的模型可能低估了政策获得感中介效应的大小。 从实证结

果可以看出， 首先政策之间存在遮蔽效应， 当一项政策的获得感不高时， 会导致企

业对一揽子政策的总体满足感下降， 于是导致整体中介效应降低。 其次， 六项政策

之间存在协调与配合的问题。 六项政策若协同配合恰当， 则可以实现 “ １ ＋ １ ≥ ２”
的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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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各变量中介效应大小的比较

３ 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

表 ６ 中 ３ 式和 ４ 式 （在 １ 式和 ２ 式基础上， 增加交互项） 检验了企业规模对中

介作用潜在的调节机制。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各路径系数如图 ３ 所示， 该模型由 ３ 式

和 ４ 式构成。 对于表 ６ 中的 ３ 式， 出口规模能调节疫情客观情况与政策获得感的关

系， 交互项 ｗ１×ｘ 的系数为 ０ ０４， ｔ ＝ ２ ８３， ｐ ＜０ ０１， ９５％ＣＩ ［０ ０１， ０ ０７］； 另一

交互项 ｗ２ ×ｘ 的系数不显著， ｂ ＝ －０ ０１， ｔ ＝ －０ ５９， ｐ ＝ ０ ５６， ９５％ＣＩ ［ － ０ ０２，
０ ０１］。 说明疫情客观情况影响政策获得感过程中， 企业规模以 ５０００ 万美元为分类

界限时， 企业规模对其有调节作用。 这表明大型企业 （５０００ 万美元以上出口额）
的政策获得感受疫情影响的情况不明显， 而中小型企业则普遍受到影响， 说明疫情

期间， 提升政策获得感时要着重关注中小型企业的痛点和需求。
参见图 ７ 所示， 政策获得感和出口规模的两个交互项均显著 （对于 ｍｗ１，

ｂ＝ －０ ２４， ｔ＝ － ２ ９２， ｐ ＜ ０ ０１， ９５％ＣＩ ［ － ０ ４０， － ０ ０８］； 对于 ｍｗ２， ｂ ＝ ０ １９，
ｔ＝３ ５８，ｐ ＜ ０ ００１， ９５％ＣＩ ［０ ０８， ０ ２９］ ）， 说明政策获得感对出口信心产生影响的

图 ７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路径系数

　 　 注：∗ｐ ＜０ ０５，∗∗ｐ ＜０ ０１，∗∗∗ｐ ＜０ ００１， 表示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

８２

新冠疫情与国际贸易专题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



过程中， 当企业规模以 ５０００ 万美元和 ５００ 万美元划分为三类时， 具有很强的调节

作用。 这表明疫情政策在不同规模的企业群中敏感性较显著， 特别是对 ５００ 万以下

进出口企业值得特别关注。

三、 结论与建议

本文根据问卷调查所得数据， 基于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分析了政策获得感

在疫情客观情况和出口信心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企业出口规模的调节作用， 得出如

下结论： 第一， 政策获得感在外部经营环境困难时对出口信心消极作用具有中介作

用。 实证表明， 疫情导致企业发展的客观经营环境变差， 出口信心呈现消极态势。
疫情情况越严重， 政策获得感程度越低， 出口信心越低； 反之， 政策获得感提升，
出口信心提高， 政策获得感在传导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 提升疫情期间出口政策的

获得感将有利于出口信心的提振。 第二， 疫情期间 “双稳” 政策中六项具体政策

措施的政策获得感均能发挥中介效应， 但整体政策获得感明显低于单个政策获得感

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 实证结果表明， 政策之间可能存在遮蔽效应， 当一项

政策的获得感不高时， 会导致企业对一揽子政策的总体满足感下降， 并导致整体中

介效应降低。 其次， 六项政策之间存在协调与配合的问题。 六项政策之间的整体协

调存在进一步的政策改进空间。 第三， 企业规模在政策获得感发挥中介效应的过程

中起调节作用。 实证表明， 若企业规模大小以出口额作为标准， 当以 ５０００ 万美元

为界限时， 企业规模在疫情客观情况影响政策获得感及政策获得感影响出口信心两

个阶段均起到调节作用； 以 ５００ 万美元界限， 企业规模只在政策获得感影响出口信

心阶段产生调节作用。 第四， 部分控制变量对中介变量具有显著的影响。 相比于国

有企业， 民营和外资企业的政策获得感较低； 相比于出口至欧美日等传统市场， 将

产品出口至新兴市场的企业的政策获得感也较低。 在此次疫情期间， 民营和外资企

业、 产品出口至新兴市场的企业更需要多种优惠政策的扶持。
基于以上结论， 本文提出政策建议如下： 一是要加强政策的有效传导和宣传普

及。 从目前出台的政策内容看， 主要包括办理流程简化优化、 财税支持、 融资优惠

等多项内容， 已基本覆盖涉及企业存续的关键方面。 建议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指导

企业用好用足政策优惠， 提升企业层面的政策获得感。 二是进一步提高政策的针对

性和精准性， 特别是针对中小微企业要提高政策含量。 当前， 中小企业由于自身抗

风险能力较弱， 受疫情影响更加明显， “缺订单” 代替 “降成本” 成为新形势下的

重要需求， 建议针对不同规模企业的特征， 加大扶持力度， 精准施策。 针对出口退

税政策， 建议提高针对中小企业的退税时效的专项措施， 提升出口退税政策的覆盖

面； 出口信用保险要在提高承保规模的情况下， 针对中小微企业出台降低保险费

率、 简化投保手续和快速理赔的专项方案； 信贷支持政策已根据企业规模分类施

策， 但提高对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的容忍度， 化解 “首贷率” 与现阶段金融监管要

求的矛盾。 针对小微企业还可进一步创新各类政策措施组合， 如设立多层次的小微

企业纾困基金， 进一步创新跨境保理融资、 贸易融资 ＡＢＳ 等金融服务措施等。 三

是增强政策协同互补。 当前，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经济恢复的政策措施， 建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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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加强政策间协同作用， 实现政策互补。 其中， 出口信用保险和基于保单的贸易

融资方面， 围绕风险需求明显的企业同步做好融资保障， 能形成精准发力的效应；
在加快退税、 贸易便利化和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方面， 要形成国税部门、 海关监管

部门和外汇管理部门的统筹协同， 减少政策实施时在企业端的多套标准， 多种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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