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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关税约束承诺与出口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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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出口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目的国的

市场需求、地理距离、文化传统、法制制度和政策环

境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其特点是在相当长一段时

间内持续存在，成为重要的贸易壁垒（Ｏｓｎａｇｏ 等，
２０１５）。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使企业推迟或取消进入

新的国际市场、减少对出口市场的投资、对关税下降

的响应不足（Ｈａｎｄｌｅｙ，２０１４）。 为了克服贸易政策不

确定性对出口造成的负面影响，企业可选择有序地

出口和向有出口经验的临近企业学习如何应对不确

定性，或者通过地域多元化和试营业来分散风险

（Ａｌｂｏｒｎｏｚ 等，２０１２）。 政府之间缔结贸易协定可以

创造良好的贸易环境，ＷＴＯ 的关税约束承诺也明显

降低了成员国贸易政策逆转的风险。

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影响
出口稳定性的作用机制

　 　 加入 ＷＴＯ 后，中国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

性下降，同时，中国政府也做出一系列开放市场的承

诺，致力于创造一个市场化的经济环境，以促进贸易

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其中体现得最明显的是进口

关税大幅下降。 Ｂｒａｎｄｔ 等（２０１２）发现中国在加入

ＷＴＯ 后，早年较高且分化的关税税率收敛到较低且

均匀的水平。 采用 ＵＮＣＴＡＤ 和 ＷＴＯ 的关税数据计

算后发现，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年中国的进口关税出现了较

大幅度的下降，反映出中国政府构建开放型经济体

与营造市场化经济环境的决心。 当企业处于稳定有

序的外部市场环境时，进行外部投资与出口的意愿

逐渐提升，有利于出口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企业出口时需要克服高额的固定成本（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即使是经营能力出色、抗风险能力强的企业

也需要融资支持（Ｇｒｅｅｎａｗａｙ 等，２００７）。 银行在审

核出口企业的贷款申请时不仅考虑企业的资产实力

和现金流状况，还需要考虑企业在出口时所面临的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时，
企业在出口过程中遭遇不公平待遇的可能性下降，

企业的违约风险下降。 这一信号传递给贷款银行

时，其贷款的意愿会提高，贷款利率相应下降。 低成

本的融资帮助企业克服出口固定成本，有助于提高

出口持续时间。
大部分企业都是风险厌恶型的，只有少部分企

业是风险爱好型的。 如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无法下

降，出口企业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将日益增强，对外投

资和出口的意愿持续下降（Ｄａｕｄｅ 和 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７）。
同时，高度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往往与政治环境不

稳定、 基 础 设 施 及 法 律 制 度 不 完 善 相 联 系

（Ｂｌｏｎｉｇｅｎ，２００５），这会威胁企业的经营安全和降低

预期利润，促使企业做出中断或者终止出口的决策。
稳定的贸易政策环境能够为出口企业提供安全稳定

的经营空间，出口企业的正当权益能够得到有效保

护，对企业形成激励效应，使具有稳健性偏好的企业

有动力去克服出口过程中的固定成本和交易风险。
在惯性效应的作用下，企业将持续开展出口业务，提
升出口的持续时间。

中国加入 ＷＴＯ 后，该组织的所有成员对中国

均实行最惠国待遇，这一变化有利于中国企业获得

出口的规模经济效应。 张杰等（２００９）认为出口是

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实现规模经济的重要手段，贸
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帮助中国企业巩固已有市场

和开拓新的出口市场，进一步扩大了规模经济效应。
中国企业从规模经济效益中获益，有能力和动机进

行更多预期有利可图的投资活动，提升企业的风险

承担能力。
如果面临持续的不确定性，企业在做进入和退

出决定时最典型的特征是“迟滞现象”，即在不确定

性环境下，即使促使企业做出最初决策的原因已经

反转，企业也仍旧维持现状（Ｄｉｘｉｔ，１９８９）。 在加入

ＷＴＯ 之前，中国经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２０００ 年

以美元计的出口额比 １９７８ 年增长了 ２７３０％，但企业

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并没有因为出口额的大

幅增长而降低。 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使企业对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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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的预测区间扩大，如果该区间有相当一部分为

负，则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企业首先考虑推迟出

口，以等待这种不确定性的下降。 企业在避免“坏
消息”与获得潜在出口收益之间权衡，所以等待具

有一定的期权价值（Ｈａｎｄｌｅｙ，２０１４）。 如果企业放弃

这一期权价值，选择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将面临出口

固定成本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双重压力，这在一

定程度上解释了企业出口的高退出率和不稳定性

（Ｎｇｕｙｅｎ，２０１２；叶宁华等，２０１５）。

二、指标测度、数据说明与典型事实

　 　 本文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作为研究对象。 中国

加入 ＷＴＯ 后对美国出口大幅增长，参与企业众多，
可获得大样本的微观数据。

测度出口稳定性的数据来源是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

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该数据库涵盖了每个月中

国境内 ４１ 个直属海关发生的进出口交易，统计了包

括企业名称、产品种类、金额、数量、价格、国别（地
区）等详细信息，产品以 ＨＳ８ 分位编码。

用于计算关税降幅和关税水平的数据来自

ＷＴＯ；用于计算出口额、出口经验和出口产品数的

数据来自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显
性比较优势数据来源于 ＣＥＰＩＩ；中间商出口比例数

据来自 Ａｈｎ 等（２０１１）。
由于企业—产品在季度上的出口连续性远不如

年度，需要处理的技术细节是如何定义企业—产品

出口片段的进入和退出时间。 对于进入时间遵循如

下定义：从 ２００１ 年第 １ 季度至 ２００２ 年第 ４ 季度，如
果企业—产品在上述六个时间点中的任意一个有出

口记录，且在该时间点之前连续三个季度以上无出

口记录，则将该时间点作为出口片段的进入时间；如
果同一企业—产品具有多个出口片段，则取其首个

出口片段。
完成生存数据的构建后，样本总计含有 １５７７８２

个企业—产品出口片段。 每一个进入时间点的出口

片段中，只持续一个季度即退出的片段均超过

５０％，即超过一半的出口行为只是一种尝试或实验，
企业很快就放弃该产品的出口，这与现有研究关于

出口稳定性较低的结论一致。

三、计量检验结果与解析

　 　 回归结果显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幅对出口

退出风险率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贸易政策不

确定性下降有助于延缓企业—产品退出出口市场的

时间，延长出口持续时间，提高出口稳定性。 中国在

入世之前已持续多年获得对美国出口的最惠国待

遇，但这一待遇也持续面临被废除的风险。 虽然废

除这一决议在美国国会通过并最终执行的概率极

低，但一旦发生，将严重冲击两国之间的贸易。 中国

加入 ＷＴＯ 使美国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长期维持下

去，极大地降低了中国企业出口美国所面临的贸易

政策不确性，从而提升出口持续时间。 关税水平的

变化对退出风险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关税水平

下降也有助于延长出口持续时间。 关税的水平值对

出口退出风险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关税水平越

高，会加快企业—产品退出出口。
观察其他控制变量对出口退出风险率的影响，

发现企业—产品的出口额、企业的出口经验、出口产

品数、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和中间商出口比例对出

口退出风险率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表明企业出口的

产品金额越高、经验越丰富、出口产品数越多，以及

产品的比较优势越明显、中间商出口比例越高，越有

利于延缓企业—产品退出出口的时间，提高出口的

稳定性。
ＷＴＯ 在 ２００５ 年完全废除了《多种纤维协议》

（ＭＦＡ），取消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纺织品歧视性

的进口配额制度。 这一政策变更发生在本文的样本

期间，促使相关行业的出口行为出现较大的调整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等，２０１３）。 为了控制纺织品配额制度

的取消对本文基本结论的影响，我们按照 Ｂａｓ 等

（２０１５）的方法，剔除 ＨＳ２ 分位大于 ５０ 小于 ６３ 的纺

织品行业产品，估计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

降幅度与关税变化对出口退出风险率的影响与上述

结论仍然保持一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关税水平

的下降均有利于出口稳定性，而关税水平系数变得

不显著。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单一企业意味着出口

环境 的 好 转， 将 提 高 企 业 出 口 参 与 的 积 极 性

（Ｈａｎｄｌｅｙ，２０１４）。 但对所有参与出口的企业来说，
又可能带来“合成谬误”的结果，贸易壁垒的降低可

能引致大量企业同时出口相同的产品，使原本看似

是商机的市场变得无利可图。 竞争的激烈化不仅导

致资源在企业间的再分配，也导致企业内部出口产

品组合的调整，企业可能放弃部分产品的出口，集中

出口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因此，基于市场竞争的

再分配效应，贸易政策不确定下降对出口稳定的影

响将出现分化。 我们将企业进入当年出口额最高的

三种产品定义为核心产品，以此创建虚拟变量，与贸

易政策不确定性降幅变量构成交互项，回归结果显

示，当产品为核心产品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幅边

际影响显著为负；当产品为非核心产品时，贸易政策

不确定性降幅边际影响显著为正。 这表明贸易政策

不确定性下降对出口持续时间存在异质性影响：提
高了核心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改善其出口稳定性，
而加速了非核心产品的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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