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人才流动对中国消费品
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基于国际留学生视角的考察

魏　 浩　 　 袁　 然　 　 苏　 航

摘要：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 年中国与 ＯＥＣＤ 国家之间的双边国际人才流动和

贸易数据， 实证检验了国际人才流动对中国消费品出口贸易的影响。 研究结果发

现： 国际人才流入、 国际人才流出对中国消费品出口规模和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存

在明显的差异性。 国际人才流入有利于带动中国消费品出口规模的增长， 但是， 这

种规模效应主要体现在促进我国低技术消费品和中技术消费品出口规模的增长； 相

比而言， 国际人才流出对我国消费品出口规模的整体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但是， 会

通过带动高技术消费品出口规模的增长进而推动我国消费品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
多种方法检验证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政府应该高度重视国际人才在出口贸

易特别是消费品出口中的作用， 加强国际人才网络的构建， 服务 “稳外贸” 目标，
推动出口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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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经济全球化使资本、 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愈加频繁。 以往学者

针对货物商品、 资本的跨国流动研究的比较多， 对人口跨国流动的关注相对较少。
近年来， 国际移民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 势头越来越猛。 一般来说， 世界各国对低

教育程度 （技能） 人口的流入都是限制的， 对高教育程度 （技能） 人口等人才的

流入都是积极鼓励的。 国际人才流动的重要性源于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创造、 传播

知识技能， 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ＯＥＣＤ， ２００８） ［１］。 近年来， 全球人才储备量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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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国际人才流动的规模迅速扩大。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期间， ＯＥＣＤ 国家中受过

高等教育的青年人口 （２５－３４ 岁） 占总人口比重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６％增加到 ４３％， 并且

预计在未来 １０ 年内青年人口数量将继续增加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７）［２］。 国际留学生是国际人

才流动的重要部分 （Ｍａｈｒｏｕｍ， ２０００）［３］。 在过去 １０ 年间， 全球留学生总人数从 ２００１ 年

的 ２１０ 万人次上升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４６０ 万人次， 增长了一倍以上 （ＩＩＥ， ２０１７）［４］。 全球范围

内大规模的人才流动无疑将对世界各国经济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 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也在变化。 从研究国际

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到研究国际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 国际投资与国际

贸易的关系， 再到研究国际移民流入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 其中， 国际移民与国际

贸易二者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在传统贸易理论框架中， 国际移民

流动与国际贸易为替代关系， 但是， 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国际移民流动对国际

贸易有促进作用 （Ｇｏｕｌｄ， １９９４［５］；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Ｒｉｅｓ， １９９８［６］； Ｒａｕｃｈ ａｎｄ Ｔｒｉｎｄａｄｅ，
２００２［７］）。 特别是当移民网络成员具有较高学历水平或专业技能时， 高技术移民群

体在国家间的流动会对国际贸易产生更大的影响 （Ｆｅｌｂｅｒｍａｙｒ ａｎｄ Ｔｏｕｂａｌ， ２０１２［８］；
Ａｌｅｋｓｙｎｓｋａ ａｎｄ Ｐｅｒｉ， ２０１４［９］； Ａｒｔａｌ－Ｔｕ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１０］ ）。 基于此， 本文重点探究

国际移民中高技术群体即国际人才流动对国家双边贸易的影响。
我国政府明确指出， 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 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 部分企

业经营困难较多， 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所暴露， 要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 保持经

济社会大局稳定。 长期以来， 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

之一， 因此， 在当前背景下， “稳外贸” 特别是 “稳出口” 就成为一项重点工作。
基于此，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 年中国与 ３２ 个 ＯＥＣＤ 国家的国际人才流动和贸易数

据， 结合 “国际留学生” 这类国际人才特点， 重点研究了国际人才流动对中国消

费品出口贸易的影响； 基于消费品技术附加值指数的测算结果， 本文将消费品分为

高技术消费品、 中技术消费品和低技术消费品三类， 进一步探究了国际人才跨国流

动对中国消费品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 本文研究发现， 国际人才流入有利于带动中

国消费品出口规模增长， 但是， 这种规模效应主要体现在促进我国低技术消费品和

中技术消费品出口规模增长； 相比而言， 国际人才流出在促进我国消费品出口规模

增长方面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 但是， 其会通过带动高技术消费品出口规模增长进

而推动我国消费品出口商品结构优化。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 首先， 本文结合 “学生” 型国际人才特点， 将贸易商

品按照联合国广义经济类别 （Ｂｒｏａ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Ｃ） 进行划分， 仅选

取消费品出口作为研究对象， 从一个更为细化的层面详细考察国际人才流动对来源

国和目的国双边贸易的影响； 其次， 本文考虑到 “国际人才” 具有高技术水平的

特点， 将消费品按照技术含量进一步划分， 从出口商品结构这一新视角， 重点考察

国际人才流动对消费品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影响； 再次， 本文从人才流入和人才流

出两个维度衡量国际人才流动规模， 比较分析了国际人才流入和国际人才流出对双

边消费品出口贸易影响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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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Ｇｏｕｌｄ 于 １９９４ 年最先证明了国家间移民流动可以带动贸易流动， 并明确提出

了国际移民影响国际贸易的两种机制： 移民偏好效应和移民信息效应。 随后， 国际

上有大量研究开始关注国际移民与国际贸易的互补关系。 已有研究认为， 国际移民

流入影响东道国对外贸易的机制取决于商品流动方向。 具体而言：
国际移民流入贸易效应首先源于信息网络效应。 国际移民能够带来的信息包括

商业机会与环境、 政府信息、 企业声誉等 （Ｍｕｒａｔ， ２００６） ［１１］，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

个方面： 首先， 国际移民流入降低了对外贸易信息成本。 国际移民深入了解其来源

国市场潜在贸易机会， 可以接触到当地分销渠道， 熟悉本国风俗习惯、 法律和商业

惯例。 如果国际移民能够向东道国从事贸易活动的经济主体提供相关信息， 则可以

有效地克服信息壁垒， 提升东道国进出口贸易规模， 降低对外贸易的不确定性

（Ｄｕｎｌｅｖｙ， ２００６［１２］； Ｆｅｌｂｅｒｍａｙ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１３］； 杨汝岱和李艳， ２０１６［１４］ ）。 此外，
国际移民精通两国语言和文化， 能够在对外贸易中充当翻译者， 从而降低语言障

碍、 制度和文化差异而导致的贸易成本， 促进国家之间的对外贸易 （ Ｓｃｈｉｆｆ，
２００２） ［１５］。 其次， 国际移民流入确保贸易合约执行。 国际移民有助于来自不同国家

的买卖双方建立起信任关系， 在跨越不同国家司法规范的跨国交易中， 这种信任关

系显得尤为重要 （Ｈｉｌｌｅｒ， ２０１３） ［１６］。 以华人网络为例， 中方商业代表经常受邀参

加国外华侨协会组织的贸易展览和投资洽谈， 这是一种加强移民网络内部交流、 构

建商业信任的方式 （Ｇａｏ， ２００３） ［１７］。 此外， 移民网络可有效地威慑、 制裁有损商

业信誉的违约行为， 披露不履行合同义务的个人信息和企业信息， 推动谈判进程并

确保贸易合约执行 （Ｈａｔｚｉｇｅｏｒｇｉｏｕ ａｎｄ Ｌｏｄｅｆａｌｋ， ２０１５） ［１８］。
国际移民流入同时还会通过消费偏好机制影响东道国进口贸易。 在社会文化因

素、 经济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影响下， 国际移民更偏好于消费其来源国生产的商品，
因此， 国际移民流入会产生额外的进口消费需求， 从而直接增加目的国从其来源国

的进口贸易 （Ｇｏｕｌｄ， １９９４；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Ｒｉｅｓ， １９９８； Ｆｅｌｂｅｒｍａｙｒ ａｎｄ Ｔｏｕｂａｌ， ２０１２）。
此外， 国际移民在自身保留来源国消费习惯的同时， 可能会改变东道国本地消费者

的 “本土偏好”， 给本地市场带来新的消费偏好与生活习惯， 从而促进移民目的国

从来源国进口贸易规模扩大 （Ｃｏｍｂｅ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 ［１９］。
相比低技术国际移民， 国际人才流入通过信息机制和偏好机制会在更大程度上

推动双边贸易开展。 一方面， 受教育程度是衡量个体能力的关键因素， 其反映了个

体完成某项任务的潜力 （Ｌ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７） ［２０］。 更高的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移

民网络的信息优势， 使国际移民在促进国际贸易便利化方面更加有效 （Ｇｏｕｌｄ，
１９９４； Ｇｉｏｖａｎｎｅｔｔｉ ａｎｄ Ｌａｎａｔｉ， ２０１７） ［２１］。 另一方面， 国际人才通常具备雄厚的经济

实力、 较强的消费能力以及超前的消费理念， 是国际市场的主流消费者之一， 国际

人才流动有利于强化消费偏好渠道 （Ｍｕｒａｔ， ２０１４） ［２２］。 对于学生型人才而言， 留

学生跨国流动的首要目的是学习， 因此， 在探讨其对国家间双边贸易的影响时， 应

重点关注于消费品贸易。 综上所述， 国际人才流动不仅降低了东道国获取国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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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难度， 避免贸易合约执行过程中的违约行为， 而且直接增加了东道国对来源

国进口需求， 从而推动双边消费品贸易。 本文据此提出：
假说 １ａ： 中国国际人才流入有助于提升我国向其来源国消费品出口贸易规模。
假说 １ｂ： 中国国际人才流出有助于提升东道国从我国消费品进口贸易规模。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 国家之间的贸易模式是由各自的比较优势决定的。 新兴经

济体和 ＯＥＣＤ 国家专门从事生产不同种类的商品， 国际人才流入主要促进东道国具

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出口 （Ｇｉｏｖａｎｎｅｔｔｉ ａｎｄ Ｌａｎａｔｉ， ２０１７）。 与 ＯＥＣＤ 国家相比， 高技

术消费品不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商品， 而中国中低技术消费品在 ＯＥＣＤ 国家

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这类商品性价比比较高， 将其出口到 ＯＥＣＤ 国家具有较

大的商机。 来自 ＯＥＣＤ 国家的国际人才就会把这个贸易信息传递给其来源国进口

商， 或者利用其精通两国语言文化的优势以及所掌握的分销渠道信息自己从事出口

贸易， 从而推动中国向 ＯＥＣＤ 国家出口中低技术消费品。 因此， 中国与 ＯＥＣＤ 国家

之间的贸易模式决定了移民信息机制主要会带动中国技术含量较低的消费品出口规

模增长。 本文据此提出：
假说 ２： 国际人才流入对我国消费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在技术含量较低的消费品

中更强。
跨文化适应是影响国际人才在东道国学习和生活体验的关键因素之一 （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ａｎｇ， ２０１５） ［２３］。 国际人才对海外生活的适应程度会体现为消费需求变化， 即在

消费来源国传统商品和目的国本土商品之间做出选择 （Ｌ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７）， 基

于此， “乡愁贸易” （ｎｏｓｔａｌｇｉｃ ｔｒａｄｅ） 的概念应运而生。 具体而言， 国际人才对其

来源国商品存在广泛的进口消费需求， 其中很多是其来源国 “非传统” 出口商品，
这些商品贸易发生源于国家情结和归属感而非比较优势 （Ｏｒｏｚｃｏ， ２００８） ［２４］。 一项

针对在美国际移民的调查发现， ９０％的国际移民每年花费近 １０００ 美元购买本国商

品， 费用高达数十亿美元。 当被问及购买这些商品的原因时， 大多数的回答是

“喜欢”， 尽管美国国内商品能够满足其消费需求， 但他们仍然想要进口其来源国

商品 （Ｏｒｏｚｃｏ， ２００８）。 中国是以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商品出口者进入国际市场，
但是， 技术能力的全面提升使我国具备一定的出口高技术商品的能力。 国际人才多

来自我国经济条件优越的富裕家庭， 其对高技术消费品的依赖性和购买能力较强。
因此， 国际人才流出会将高技术消费品国内需求转变为进口需求， 从而更有利于带

动我国高技术消费品出口规模的增加。 本文据此提出：
假说 ３： 国际人才流出对我国消费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在技术含量较高的消费品

中更强。

二、 消费品技术类别的划分

（一） 消费品出口商品种类和规模的统计

本文基于 ＢＥＣ 两位或三位商品编码， 将贸易商品分为消费品、 资本品和中间

品三大类。 为了获得更加详细的消费品目录以便进行技术分类， 本文参考联合国公

布的 ＢＥＣ－ＳＩＴＣ 商品代码转换表， 将 ＢＥＣ 分类标准下的消费品对应到 ＳＩＴＣ Ｒｅ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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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码下， 共涉及 ７０４ 种消费品。 在此基础上，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 年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公布的细分商品出口贸易数据， 统计历年中国对 ３２ 个 ＯＥＣＤ 国家

消费品出口规模①。
（二） 消费品 ＲＴＶ 指数的测算

本文借鉴樊纲等 （２００６）［２５］ 提出的显示技术附加值指数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ＲＴＶ）， 利用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 ＳＩＴＣ Ｒｅｖ ３ 五位码商品分类数据， 测算

了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 年间每一年、 每一种消费品的技术复杂度。 ＲＴＶ 指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ＲＴＶ ｊ ＝ ∑
ｎ

ｉ ＝ １
ｌｎＹｉ

ＲＣＡｉｊ

∑ ｎ

ｉ ＝ １
ＲＣＡｉｊ

（１）

在式 （１） 中， 下标 ｉ 为国家， ｎ 为国家数目， ｊ 为商品种类； Ｙｉ表示 ｉ 国人均

ＧＤＰ。 其中， ＲＣＡｉｊ表示 ｉ 国 ｊ 商品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该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ＲＣＡｉｊ ＝
Ｘ ｉｊ ／∑ ｎ

ｉ ＝ １
Ｘ ｉｊ

∑ｍ

ｊ ＝ １
Ｘ ｉｊ ／∑ｍ

ｊ ＝ １∑
ｎ

ｉ ＝ １
Ｘ ｉｊ

（２）

在式 （２） 中， ｍ 为商品数目， Ｘ ｉｊ为 ｉ 国 ｊ 商品的出口额。 由于在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中， ７ 类商品的贸易数据存在缺失， 因而无法计算 ＲＴＶ 指数， 这 ７ 类商品

ＳＩＴＣ 代码分别为： １２３６、 ５６１１、 ５６７５、 １１２４３、 ８９８５１、 ８９９３４、 ８９９８２。 因此， 经过

整理计算， 本文共获得 ＳＩＴＣ 五位码下 ６９７ 种消费品技术复杂度指数数据。
（三） 基于 ＲＴＶ 指数对消费品技术类别的划分

为了对消费品按照技术复杂度进行分类， 本文首先将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 年 ６９７ 种消

费品的动态 ＲＴＶ 指数进行简单加权平均， 以获得每种消费品的 ＲＴＶ 均值。 然后，
本文将所有消费品按照 ＲＴＶ 指数均值从高到低进行排序， 将技术含量最高的前 ｈ
种消费品归为一大类， 使得这 ｈ 种消费品占世界总出口额的 １ ／ ｋ， ｋ 为商品分类数

目。 此后每一类消费品的归类方式以此类推， 确保每一大类所占世界总出口份额都

为 １ ／ ｋ。 按照这种分类方法， 本文将所有消费品分为三大类 （即 ｋ ＝ ３）， 分别为高

技术消费品、 中技术消费品以及低技术消费品。

三、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 计量模型设定

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 构建本文的计量方程如下：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ｃｄｔ ＝ α０ ＋ α１ ｌｎＣＧＤＰｃｔ ＋ α２ ｌｎＧＤＰｄｔ ＋ βｌｎｔａｌｅｎｔｃｄｔ

＋ ξ′Ｘｃｄｔ ＋ λｄ ＋ λ ｔ ＋ εｃｄｔ
（３）

在式 （３） 中， 下标 ｃ、 ｄ、 ｔ 分别表示中国、 出口目的国和年份； λｄ为国家固

定效应， 用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出口目的国特征变量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λ ｔ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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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消费品主要包括以下六类商品： １１２ 用于消费的初级食品和饮料、 １２２ 用于消费的加工食品与饮料、 ５２２
消费用运输设备、 ６１ 未另归类的耐用消费品、 ６２ 未另归类的半耐用消费品、 ６３ 未另归类的非耐用消费品。



间固定效应， 用以控制时间趋势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各变量具体情况如下：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 ｔ 时期中国 ｃ 对 ｄ 国出口贸易额 （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ｃｄｔ）。 为了进行比

较分析， 本文选取以下两组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 （１） 中国对各 ＯＥＣＤ 国家消费

品 （ｌｎｃｏｍｓｕｍｅｃｄｔ）、 资本品 （ｌｎｃａｐｔｉａｌｃｄｔ） 和中间品 （ｌｎｉｎｔｅｒｃｄｔ） 出口总额； （２） 中

国对各 ＯＥＣＤ 国家低技术消费品 （ｌｎｌｏｗｃｄｔ）、 中技术消费品 （ ｌｎｍｉｄｃｄｔ） 和高技术消

费品 （ｌｎｈｉｇｈｃｄｔ） 出口总额。
２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 ｔ 时期中国 ｃ 和 ｄ 国之间国际人才流动规模 （ ｌｎｔａｌｅｎｔｃｄｔ）。
本文借鉴魏浩等 （２０１２） ［２６］的做法， 以国际留学生为例检验国际人才流动的出口贸

易效应， 并选取以下两个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一是 ｔ 时期出口目的国 ｄ 到中国

ｃ 的留学生数量， 即国际人才流入量 （ ｌｎｉｎｆｌｏｗｃ ｄ ｔ）； 二是 ｔ 时期中国 ｃ 在出口目的

国 ｄ 的留学生数量， 即国际人才流出量 （ｌｎｏｕｔｆｌｏｗｃ ｄ ｔ）。
本文从国际留学生视角检验国际人才流动出口贸易效应的原因具体如下： （１）

从中国现实情况来看， 学生型人才是中国吸引国际人才和中国流出国际人才的重点

代表性群体。 从国际人才流出来看， 出国的留学生是我国国际人才流出的主要群

体。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中国有超过 ４５８ 万大学生在海外求学， 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

大留学生来源国， 且新增留学生数量呈现出稳步快速增长态势。 从国际人才流入来

看， 国际留学生是我国吸引国际人才的主要群体， 中国已经连续多年位列全球第三

大留学目的国， 成为全球接收高等教育国际学生的主要增长极 （ＩＩＥ， ２０１７）， 其他

类型人才的数量相比来华留学生的数量特别的小。 （２） 非学生型国际人才的数据

难以获得。 我国和国际组织数据库尚未公布中国双边国际人才跨国流动的官方统计

数据， 特别是中国吸引国际人才流入的数据， 国际人才数据限制导致理论分析难以

得到实证检验。 （３） 国际留学生通常具有本科以上较高层次的学历水平， 而学历

是已有研究界定国际人才的重要参照标准 （Ａｒｔａｌ－Ｔｕ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Ａｌｅｋｓｙｎｓｋａ ａｎｄ
Ｐｅｒｉ， ２０１４）。

３ 其他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１） 中国经济规模 （ ｌｎＣＧＤＰｃｔ）： 本文以中

国 ｔ 年国内生产总值衡量中国经济规模， 中国经济规模越大， 可供出口商品种类和

数量就越多； （２） 出口目的国经济规模 （ｌｎＧＤＰｄｔ）： 本文以 ｄ 国 ｔ 年国内生产总值

衡量出口目的国经济规模， 一国经济规模越大， 其对商品需求量就越大， 在国内供

给不变的情况下， 该国进口需求越大 （ Ｊａｉｍｏｖｉｃｈ， ２０１２） ［２７］； （ ３） 地理距离

（ｌ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ｄｔ）： 地理距离不仅可以衡量两国之间的运输成本， 还可以作为国家间文

化差异的代理变量， 国家双边地理距离越大， 企业出口成本越高 （Ｈｅｒａ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Ｓａａｖｅｄｒａ， ２００５） ［２８］。 本文选取两国之间主要人口聚集区的人口比例与距离加权平

均之和作为衡量指标； （４） 出口国贸易自由度 （ ｆｒｅｅｄｏｍｄｔ）： 贸易自由度较为全面

地衡量了一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高低， 出口目的国贸易自由度越高， 越有利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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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国家向该国出口商品； （５） 中国在出口目的地的对外直接投资 （Ｉｎｏｆｄｉｃｄｔ）： 中国

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不仅代表了两国之间的商业联系， 也能够带动生产要素流向

海外国家， 从而影响该地区的进口商品流入 （ Ｃａｍａｒｅｒｏ ａｎｄ Ｔａｍａｒｉｔ， ２００４） ［２９］；
（６） 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ｃｄｔ）： 若 ｄ 国在 ｔ 年与中国 ｃ 签订了自由贸易协

定， 虚拟变量取值为 １， 反之， 取值为 ０； （７） 出口目的国社会环境稳定性 （ ｓｔａ⁃
ｂｉｌｉｔｙｄｔ）： 出口目的国稳定的社会环境会降低中国企业出口贸易风险， 稳定的社会

环境也促使居民消费水平提升①。
（二） 数据说明

本文考察的时间范围为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 年。 考虑到中国国际人才流出数据可获得

性， 本文选取 ３２ 个 ＯＥＣＤ 国家作为样本国家。 本文所使用的中国对各国出口数据

来源于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 中国国际人才流入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部， 中国国际

留学生流出数据来源于 ＯＥＣＤ 数据库， 并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ＵＩＳ 数据库对缺失

值进行补充； 中国及出口目的国 ＧＤＰ 数据以 ２０１０ 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 数据来源

于世界银行； 社会稳定性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ＷＧＩ 数据库； 地理距离数据来自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 贸易自由度数据来源于美国传统基金会 （Ｔｈ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出版的 《经济自由度指数》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ｒｅｅｄｏ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

来源于历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中国是否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根据中

国商务部公告进行搜集和整理而得。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国际人才流入对中国消费品出口贸易的影响

１ 消费品、 资本品与中间品

本文首先从国际人才流入的视角， 将贸易商品分为消费品、 资本品和中间品三

大类， 重点考察国际人才流入对消费品出口规模影响， 并分析国际人才流入对不同

经济类别商品出口影响的差异性②。
表 １ 是国际人才流入对 ＢＥＣ 三类商品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结果。 可以看出，

在控制国家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 “国际人才流入” 这一变量仅在模型 （３）
和 （６） 中显著为正， 这表明国际人才流入会显著地促进中国消费品和资本品出口

规模的增长， 但是， 其对中间品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表 １ 所示结果表

明， 国际人才流入所带来的贸易信息是推动我国消费品出口规模增加的重要力量，
从而假说 １ａ 得到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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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尽管相同的官方语言、 是否接壤、 是否存在殖民历史等变量是引力模型中普遍采用的控制变量， 但考

虑到本文样本国家的现实情况， 即中国与 ＯＥＣＤ 国家均不存在共同的官方语言、 边界和殖民历史， 本文计量

方程中未选取以上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同时报告了关于资本品和中间品的实证结果， 一方面是为了能够对国际人才流动出口贸易效应有

一个整体认识， 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国际人才流动对消费品出口影响的特殊性。



表 １　 国际人才流入对 ＢＥＣ三类商品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结果

变量
消费品 资本品 中间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ｌｎｉｎｆｌｏｗ
０ ３９６９∗∗∗ ０ ２３０８∗∗∗ ０ ２１０２∗∗∗ ０ １６６３∗ ０ ２２１７∗∗ ０ １７８０∗∗ ０ ４２５３∗∗∗ ０ ０９１０∗ ０ ０５２３

（４ ７６） （５ ２６） （４ ６９） （１ ６９） （２ ５４） （２ １４） （５ ４３） （１ ８４） （１ ０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国家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样本量 ３８２ ３８２ ３８２ ３８２ ３８２ ３８２ ３８２ ３８２ ３８２

Ｒ２ ０ ８８７２ ０ ９８５４ ０ ９８７５ ０ ８０３７ ０ ９５３６ ０ ９５９３ ０ ８５１３ ０ ９８２５ ０ ９８６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中数值为经过异方差调整后的 ｔ 统计量， 以下

均同。

２ 对消费品的进一步划分

国际人才属于国际移民中的高教育 （技术） 群体， 高教育 （技术） 移民流入

是否会带动中国高技术商品的出口， 从而推动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 成为亟待解

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而已有研究则忽略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依据前文构建的消费

品技术分类框架， 本文将消费品划分为高技术消费品、 中技术消费品和低技术消费

品三类， 考察国际人才流入对我国消费品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
表 ２ 是国际人才流入对不同技术类型消费品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结果。 可以看

出， 在控制国家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 “国际人才流入” 这一变量仅在模型

（６） 和 （９） 中显著为正， 这表明国际人才流入会显著地带动中国中技术消费品和

低技术消费品出口规模的增长， 但是， 其对高技术消费品出口规模的影响并不显

著。 表 ２ 所示结果支持了假说 ２， 即国际人才流入对中国消费品出口商品结构的影

响取决于两国比较优势， ＯＥＣＤ 国家国际人才流入主要是促进中国中低技术消费品

出口规模的增长， 结构优化效应并不明显。

表 ２　 国际人才流入对不同技术类型消费品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结果

变量
高技术消费品 中技术消费品 低技术消费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ｌｎｉｎｆｌｏｗ
　 ０ ３９０２∗∗∗ 　 ０ ０２８１ 　 －０ ０２０２ 　 ０ ５０４５∗∗∗ 　 ０ ２１５３∗∗∗ 　 ０ １９８０∗∗∗ 　 ０ ４３３２∗∗∗ 　 ０ ３２８１∗∗∗ 　 ０ ３１７８∗∗∗

（３ ８７） （０ ５０） （－０ ３２） （４ ６５） （３ ９５） （３ ６４） （５ ２８） （６ ５４） （６ ３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国家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样本量 ３８２ ３８２ ３８２ ３８２ ３８２ ３８２ ３８２ ３８２ ３８２

Ｒ２ ０ ８５５７ ０ ９７１２ ０ ９７３８ ０ ８５７０ ０ ９８３０ ０ ９８４７ ０ ８８５８ ０ ９８２６ ０ ９８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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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际人才流出对中国消费品出口贸易的影响

１ 消费品、 中间品与资本品

移民网络是否能够影响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家双边贸易， 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移民自身特征 （Ｇｏｕｌｄ， １９９４）。 鉴于中国与 ＯＥＣＤ 国家在经济实力、 教育

质量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 来自中国和 ＯＥＣＤ 国家的国际人才对中国双边出口

贸易的影响可能具有差异性。 因此， 本文进一步考察从中国流向 ＯＥＣＤ 国家的国际

人才对我国消费品、 资本品和中间品出口贸易的影响。
表 ３ 是国际人才流出对中国 ＢＥＣ 三类商品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结果。 可以看

出， 在控制国家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 “国际人才流出” 这一变量仅在模型

（６） 和 （９） 中显著为正， 这表明国际人才流出会带动中国资本品和中间品出口规

模扩大， 但是， 其对消费品出口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表 ３ 所示结果表明， 国际人

才流出通过传递贸易信息、 增加消费偏好难以推动中国消费品出口贸易规模扩大，
这一结论与假说 １ｂ 存在一定的差异。 这一结果产生的原因可能在于： 欧洲一体化

进程及欧盟的大力推动， 使欧洲国家在跨文化教育方面走在了世界前沿 （谭旭虎，
２０２０） ［３０］， 这有助于国际人才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 从而降低国际人才对原有消费

偏好和生活方式依赖性。 此外， 随着国际人才在东道国居住时间的推移， 他们会越

来越多地接触到东道国新种类的消费品， 其消费模式会逐渐受到本土居民的影响，
并降低对本国消费品的进口需求 （Ｍｕｎｄｒａ， ２００５） ［３１］。

表 ３　 国际人才流出对 ＢＥＣ三类商品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结果

变量
消费品 资本品 中间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ｌｎｏｕｔｆｌｏｗ
　 ０ １２０８∗∗∗ 　 ０ ０２５８ 　 ０ ０２４０ 　 －０ ０００８ 　 ０ １１８４∗ 　 ０ １０９５∗ 　 ０ ０８８３∗∗∗ 　 ０ ０６５６∗∗ 　 ０ ０５９０∗∗

（４ ２５） （１ ０３） （１ ０２） （－０ ０３） （１ ７９） （１ ７８） （２ ９５） （２ ３９） （２ ３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国家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样本量 ３６６ ３６６ ３６６ ３６６ ３６６ ３６６ ３６６ ３６６ ３６６

Ｒ２ ０ ８８３３ ０ ９８４０ ０ ９８６７ ０ ７９９１ ０ ９５３６ ０ ９５９６ ０ ８３９２ ０ ９８２５ ０ ９８６６

２ 对消费品进一步划分

在不区分消费品技术含量的情况下， 本文研究发现， 国际人才流出难以促进中

国消费品出口总体规模的增长。 为了检验国际人才流出对消费品出口的影响是否会

因商品技术含量存在差异， 本文进一步将消费品分成高技术消费品、 中技术消费品

和低技术消费品三类， 分别进行实证检验。
表 ４ 是国际人才流出对不同技术类型消费品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结果。 可以看

出， 在控制国家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 “国际人才流出” 这一变量仅在模型

（３） 中显著为正， 这表明国际人才流出会显著地促进高技术消费品出口规模增长，
而对中低技术消费品出口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 ４ 所示结果证明了假说 ３， 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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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人才流出对我国消费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具有 “乡愁贸易” 特征， 其会带动中国

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技术商品出口规模的增长， 从而产生明显的结构优化效应。

表 ４　 国际人才流出对不同技术类型消费品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结果

变量
高技术消费品 中技术消费品 低技术消费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ｌｎｏｕｔｆｌｏｗ
　 ０ １５９５∗∗∗　 ０ ０８２５∗∗∗　 ０ ０７９８∗∗∗　 ０ １４４６∗∗∗ 　 ０ ０３２２ 　 ０ ０２５９ 　 ０ １１３８∗∗∗ 　 －０ ０１１９ 　 －０ ０１５８

（４ ９２） （２ ８６） （２ ９２） （３ ９９） （１ １９） （１ ０５） （３ ９０） （－０ ４０） （－０ ５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国家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样本量 ３６６ ３６６ ３６６ ３６６ ３６６ ３６６ ３６６ ３６６ ３６６

Ｒ２ ０ ８６０５ ０ ９７２２ ０ ９７５３ ０ ８５２０ ０ ９８１４ ０ ９８３８ ０ ８７７８ ０ ９８０１ ０ ９８３３

五、 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处理

（一） 稳健性检验①

１ 不同商品分类方法

在稳健性检验部分， 本文借鉴魏浩等 （２０１６） ［３２］ 基于 Ｋ 均值算法构建的商品

分类标准， 在剔除资本品和中间品后， 将消费品分为低技术、 中低技术、 中等技

术、 中高技术、 高技术和特高技术消费品六大类。 为了与前文实证结果进行比较，
本文将低技术消费品和中低技术消费品归为低技术消费品， 将中等技术消费品和中

高技术消费品归为中技术消费品， 将高技术消费品和特高技术消费品归为高技术消

费品。 基于不同商品分类方法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

稳健性。
２ 控制国际人才双向流动的影响

前文从国际人才单向流动的视角， 单独考察了 “人才获得” 和 “人才流失”
的消费品出口贸易效应。 在稳健性检验部分， 本文进一步从国际人才双向流动的视

角， 将国际人才流入和国际人才流出两个变量同时纳入计量模型。 在同时控制国际

人才双向流动的影响后， 本文的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３ 控制前期消费品出口的影响

先前贸易模式可能会对未来贸易产生影响， 从而影响我国消费品出口规模和出

口商品结构。 因此， 本文将消费品出口总额的一阶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 引入计量

方程。 在考虑到前期贸易模式的影响后， 本文基准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二） 内生性讨论与处理

在实证分析时， 计量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是学者们普遍关心的重点问题。 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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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最小二乘估计结果是有偏和非一致的， 从而影响实证结论的

可靠性。 在本文的研究中， 国际人才流入这一变量可能是内生的， 主要是因为人才

的跨国流动和商品的跨国流动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影响实

证结论， 本文选取核心解释变量的一期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 该方法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克服由于双向因果关系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双边贸易规模反映了两国之间经

贸往来密切程度， 留学生更倾向于选择与其来源国经贸往来较为密切国家作为留学

目的国， 以便于获得留学相关信息 （Ｍｕｒａｔ， ２０１４）， 即中国对 ＯＥＣＤ 国家出口贸易

规模也会影响国家之间国际人才流动规模。 表 ５ 是采用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的内

生性处理结果。 在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后， 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

成立。

表 ５　 基于滞后解释变量的内生性处理结果

变量

国际人才流入 国际人才流出

消费品 高技术 中技术 低技术 消费品 高技术 中技术 低技术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ｎｉｎｆｌｏｗ 　 ０ ２６６７∗∗∗ ０ ０８５５ 　 ０ ２２２９∗∗∗　 ０ ３６３９∗∗∗

（３ ９８） （１ ０１） （２ ８０） （４ ７４）

ｌｎｏｕｔｆｌｏｗ
０ ０５０６ 　 ０ １２９９∗∗∗ ０ ０５０６ 　 －０ ０１００

（１ １７） （２ ７５） （１ １５） （－０ ２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３５５ ３５５ ３５５ ３５５ ３３４ ３３４ ３３４ ３３４
Ｒ２ ０ ９８８６ ０ ９７２７ ０ ９８７２ ０ ９８７４ ０ ９８９２ ０ ９７６３ ０ ９８８７ ０ ９８６８

六、 拓展性分析

在拓展性分析部分， 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国际人才在中国和 ＯＥＣＤ 国家之间的循

环流动所形成网络关系， 是如何影响中国消费品双边出口贸易。 具体而言， 国际人

才网络是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由拥有国际社会资本和国外市场知识的技能

个体通过互动形成的稳定的非正式制度 （Ｍｕｒａｔ， ２０１４）。 在两国制度差异较大时，
国际人才网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正式制度， 从而影响双边贸易。 因此， 本文借

鉴 Ｆｅｌｂｅｒｍａｙｒ 等 （２０１０）、 魏浩和袁然 （２０２０） ［３３］ 衡量国际移民网络的方法， 用历

年中国和 ＯＥＣＤ 国家之间国际人才流动总和的对数值 （ ｌ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ｄｔ） 作为衡量指

标， 检验国际人才网络对中国消费品出口贸易的影响。
表 ６ 是国际人才网络对中国消费品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结果。 可以看出， 在模

型 （１） 中， “国际人才网络” 这一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国际人才网络

有助于推动中国消费品出口规模扩大； 此外， “国际人才网络” 这一变量在模型

（２） 到 （４） 中均显著为正， 这表明国际人才网络对各技术类型商品出口均会产生

规模扩大效应， 且会通过推动高技术消费品出口， 发挥着结构优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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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国际人才网络对中国消费品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结果

变量
消费品 高技术消费品 中技术消费品 低技术消费品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０ １０４４∗∗∗ ０ １２４０∗∗∗ ０ １０１４∗∗ ０ ０７９５∗

（２ ６８） （２ ９５） （１ ９９） （１ ７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３６６ ３６６ ３６６ ３６６

Ｒ２ ０ ９８７０ ０ ９７５２ ０ ９８４０ ０ ９８３４

七、 基本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 基本结论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 年中国与 ＯＥＣＤ 国家国际人才流动和细分商品出口数据，
从出口规模和出口商品结构两个维度， 实证检验了国际人才流动对中国消费品出口

贸易的影响。 本文研究发现， 国际人才流入和国际人才流出对我国消费品出口贸易

规模和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存在十分明显的差异。 具体而言， 国际人才流入有利于

带动中国消费品出口贸易规模增长， 但是， 这种规模效应主要体现在带动我国中技

术消费品和低技术消费品出口规模增长； 相比而言， 国际人才流出对我国消费品出

口贸易规模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但是， 其会通过带动高技术消费品出口规模增长

进而推动我国消费品出口商品结构优化。
（二） 政策建议

首先， 提升中国对国际留学生吸引力， 促进来华留学事业的繁荣发展。 本文

研究表明， 国际人才流入对促进我国消费品出口规模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 如何提升中国对国际留学生的吸引力是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关键。 为了

扩大来华留学生的规模和提高来华留学生的质量， 今后国家政府要继续充分发挥

“中国政府奖学金” 的作用， 提高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总体数量和辐射国家的范

围， 加强与主要出口目的地高校之间的教育合作， 在继续重视英语推广的同时，
在国内加大非英语语言的推广种类和推广力度， 继续加大对国内高校特别是重点

高校的投资力度， 提高办学质量 （魏浩等， ２０１８） ［３４］ ， 另外， 还要充分发挥世

界各国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作用， 让国外学生、 居民了解中国、 喜欢中国， 吸引

其来华深造。
第二， 推动海外留学事业高质量发展， 战略布局出国留学目的地格局。 本文研

究发现， 国际人才流出对促进我国高技术消费品出口贸易规模扩大、 促进消费品出

口商品结构优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国际留学生

来源国， 但是， 我国海外留学事业同时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方面， 我国出口留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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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仍然集中在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等几个国家， 这对于发挥出国留

学生对出口贸易特别是高技术消费品出口促进作用、 提高出口市场多元化程度是

不够的。 因此， 国家政府可以通过设置面向特定国家的奖学金等政策， 战略性地

鼓励国内学生到中国潜在出口目的地、 重点出口目的地留学， 构建出口的国际人

才纽带， 从而服务中国出口特别是高技术消费品出口。 另一方面， 中国海外留学

人数快速增长使得整体质量呈现出下降趋势 （王辉耀和苗绿， ２０１７） ［３５］ ， 这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际人才出口贸易创造效应的发挥。 因此， 我国应完善高等教

育评估体系， 借鉴美国、 英国等教育领先国家的高等教育认证模式和评估模式，
推动海外留学事业高质量发展， 使中国留学生在促进中国对留学目的国出口贸易

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 充分利用海外留学生的信息技术等资源， 促进我国消费品出口商品结构

优化。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 海外留学生有利于促进我国消费品出口商品结构优化。
因此， 我国应充分利用海外人才所带来的技术和信息资源， 在促进高技术消费品出

口规模增长的同时， 促进我国出口商品技术结构优化。 如何为留学生回国发展打造

更好的环境， 使其更有用武之地， 更好地发挥价值， 是当前政府和社会需要关注和

思考的主要问题。 我国应加强海外留学生与国内业界的交流联系， 充分发挥留学生

组织、 社交平台的纽带作用， 鼓励留学生通过培训加深对国内外商业大环境的了

解， 提升留学群体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 优化留学人员求职和企业招聘人才的供

求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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