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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运用 2009-2017 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和海关数据库公布的中国对

沿线各国水产品出口贸易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构建贸易便利化综合水平，并基于引力模型，采用
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研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水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水
产品出口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各分项指标对水产品出口的影响程度不同，从大到小依次为电子商务、
海关效率、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环境；沿线各国 GDP 和汇率对水产品出口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地理距离和
贸易关税则起着阻碍作用，人口因素影响并不显著。针对于此，本文也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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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是水产品出口大国，一直以来在国际水产品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据海关数据库显示，
2018 年中国水产品出口额 223.26 亿美元，占世界水产品出口总额 15.57%。但 2008 年以来，中
国水产品出口贸易增长速度放缓，从 9.30%的增长速度降至 5.57%，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近年
来国内水产品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对水产品出口形成较强的替代作用。实际上，如果不是水
产品出口的贸易成本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水产品出口增长，从而减缓国内消费替代，那么
水产品出口增速可能会下降更多。就常识而言，贸易成本下降对促进进出口增长有着积极作用。
传统意义上，在贸易成本中，关税成本占据较大份额，但随着贸易自由化的进一步发展，国家
间货物贸易关税成本已经处于相当低的水平，非关税成本显得愈加重要。水产品贸易更容易受
到非关税壁垒的影响，在全球通关便利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水产品贸易的非关税影响与未来
趋势值得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未来沿线国家将会成为我国水产品出口贸易增长的重点区域。据
海关数据库显示，2018 年，中国对沿线国家水产品出口 39.04 亿美元，同比上涨 2.39%，占中
国水产品总出口额的 17.49%。相对发达国家而言，沿线国家的规制环境透明性、海关清关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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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边境管理水平较低；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国家基础设施条件较为落后，这些均阻碍了两地
水产品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客观认识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研究其对我国水产品出
口贸易的影响，这对发挥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水产品贸易潜力，以及扩大水产品贸易范围和规
模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1996 年世界贸易组织新加坡部长会议首次提出“贸易便利化”这一概念，认为其内涵是简
化和协调国际贸易手续（周跃雪，2018）。如今，贸易便利化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研究领域的主要
话题之一，且被多数学者认为能够促进一国对外贸易发展（Felipe & Kumar，2012；Portugal-Perez
& Wilson，2012）。从定性角度，对于贸易便利化的研究，在全球贸易中，贸易便利化的实施与
积极完善争端解决援助制度，是实现贸易增长的基本共识（包运成，2018）；这一经验也可以扩
展到国内，如省际贸易便利化水平也会对区域贸易产生影响（王帅、陈航程，2018；李雪艳，
2018）。显然，从主流研究结论来看，贸易便利化的积极影响并不存在争议。
问题在于，贸易便利化存在不同维度，具体如通关便利性、管理制度、技术手段等（毛艳
华、杨思维，2015）。不仅作为一个整体，同时考虑到贸易便利化的不同维度，势必需要可供量
化测度的指标体系。从研究发展来看，主要是贸易便利化体系构建以及测算。由于贸易便利化
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多数学者使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进行测算，研究发现各国贸易便利化水
平存在较大差异，这一指标体系已经能够形成研究共识（孔庆峰、董虹蔚，2015）。所不同的是，
由于测度结果的不同导致贸易策略的差异，主要集中在对策层面，例如在出口中对不同国家实
施不同的贸易政策（陈继勇、刘燚爽，2018）。
进一步地，基于“贸易便利化”的测度结果不同，加之行业差异，能够从现有文献中归纳
发现，“贸易便利化”的影响在不同行业领域中存在明显差异。例如，中国在对 G20 国家的商
品贸易过程中，贸易便利化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且随着科技进步、互联网使用的普及化，
如今贸易便利化中电子商务起到的作用最大（宋伟良、贾秀录，2018）；中国在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商品贸易过程中，制造业产品出口，出口清关的天数影响最为显著，交通条件的影响
程度最大（唐宜红、顾丽华，2019）；而农产品对于电子商务和海关效率的敏感性较强，且受到
的影响较大（谭晶荣、华曦，2016）。如果不考虑数据因素，显然贸易便利化对不同行业与产品
影响存在区别。如前所述，在水产品贸易中，关税因素是一方面，但是贸易便利化对水产品出
口的影响应该更为敏感。
就中国水产品贸易而言，近年来，整体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陈博欧等，2018），在对日本、
泰国等国家水产品贸易的过程中，比较优势较为明显，且由初期的结构效应为主转变为现今的
以竞争力效应为主，水产品国际贸易得到了较好发展（耿晔强，2010；周昌仕等，2017）。问题
在于，国内养殖、加工人员文化程度低，水产养殖保险发展滞后、缺乏产业优惠政策等问题仍
然普遍存在，水产品加工贸易的发展受到了一定制约（王慧等，2016；刘丽娜，2017）。进一步
地，水产品国际贸易过程中，不仅取决于本国的资源禀赋，也会受到该国经济制度（杨波等，
2017；蔡鑫等，2018）及港口基础设施质量（郭书克，2017）等非关税因素影响。那么，对水
产品出口而言，除一般意义上的比较优势，具体到相关因素影响，是值得定量评估的。
基于已有研究，可以发现目前学者主要从行业或整个国家的角度出发，研究贸易便利化对
商品贸易产生的影响，并未将这种研究具体化。而水产品作为农产品的一种，其加工属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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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控制更加严格，在贸易的过程中，随着国家间传统关税成本下降到相当低的水平，非关税
成本愈加显得重要。水产品出口对贸易便利化的敏感性应该更强。因此，基于中国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研究贸易便利化水平产生的具体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三、经验模型和估计方法
（一）经验模型
“引力”一词最早来自物理学中万有引力这一定律，即两个星体之间的引力与他们的质量
成正比，与他们的距离成反比。后来，Tinbergen（1962）和 Poyhone（1963）使用物理学中“引
力”这一概念进行国际贸易研究，发现两个国家之间贸易量与他们的经济规模成正比，与他们
之间的距离成反比，进而提出“引力模型”。自此，“引力模型”被多数学者所认可，在国际贸
易的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盛斌、廖明中，2004；谭秀杰、周茂荣，2015）。由此，在研究中国水
产品出口贸易的问题上，选取引力模型作为经验模型的基础。引力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

YY
ex k  A i j
ij
D ij

式（1）中，

ex ijk

（1）

Y
表示 i 国对 j 国 k 类产品或要素的出口额； Yi 和 j 分别表示 i 和 j 国的国内

生产总值，用以反映两国之间的供给能力和消费需求；

Dij

表示 i 国与 j 国之间的地理距离，以

反映两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运输成本。
为便于回归研究，本文对（1）式两边同时取对数，并且在（1）式基础上，加入了本文研
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这一核心变量，以及其他相关变量。另外，通过选取中国对沿线国家水产
品出口贸易的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研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水产品出口的具体影响。其建
立的扩展引力模型如下所示：

lnex ijt   0  1lngdp jt   2 lndisij   3lntfi jt    m X jtm   ijt
式（2）中， j 为进口国， i 为出口国（中国）， t 为年份。

tfi jt

的水产品出口额；

exijt

（2）

表示 t 年中国对沿线国家 j 国

gdp jt
dis
表示沿线 j 国贸易便利化水平；
表示 t 年沿线 j 国国内生产总值； ij

X

表示 i 国与 j 国首都距离； jt 为其它控制变量，包括人口、贸易关税、汇率； ijt 为随机误差
项。
（二）估计方法的选择
一方面，最小二乘估计方法得到最优线性无偏估计，需满足其回归模型的假设条件，极大
似然估计为了实现估计结果有效性，必须对变量分布或数据生成做出可能过强而又约束性的假
定。另一方面，水产品出口研究中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例如 GDP 与
水产品出口额的关系。同时，考虑到水产品出口可能与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包
含在随机误差项中，导致模型结果因遗漏变量产生估计误差（翟天昶、胡冰川，2017）。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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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估计方法并不适合本文，另外，对于水产品出口贸易估计方法的设定，也需要考虑内生
性带来的估计偏差。
关于模型内生性问题，Arellano & Bover（1995）提出水平 GMM 估计方法，采用滞后变量
的差分项作为滞后项自身的工具变量，使得回归结果更加一致无偏，但前提需要满足个体效应
[26]

与滞后项的差分项不相关 ；Blundell & Bond（1998）结合水平水产 GMM 和差分 GMM，提出
[27]

系统 GMM，使用变量和差分项的滞后阶分别作为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的工具变量 ，优于之前
所使用的方法，能够较好解决面板回归中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得到一致无偏的估计。
综上所述，本文在研究中国水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时，采用系统 GMM 进行估计，另
外，在此基础上进行 AR、sargan 和 Wald 检验，分别用来判断原模型是否存在序列相关，所有
工具变量是否有效，以及模型的设定是否合理。
四、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一）变量说明
1. 水产品出口额。一方面，贸易自由化发展，关税成本下降；另一方面，贸易便利化的兴
起，非关税成本相对降低，水产品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水产品出口贸易始终保持增长态
势，根据海关数据库显示，2009-2017 年，中国水产品出口额由 113.90 亿美元上升至 211.50 亿
美元，年均增长率 8.04%。同时，随国内居民收入增长，消费习惯和消费结构变化，对水产品
等健康产品需求愈加旺盛，使得中国水产品出口放缓。据世界银行数据库，可以观察到，
2009-2017 年，中国人均收入年均增长速度排第五位，处在世界的前列。人均收入的快速增加，
使得中国成为水产品重要的消费市场。未来，中国水产品出口的波动趋势与影响因素，值得进
一步研究，以便及早制定应对措施。同时，沿线国家中有传统的出口贸易大国，也有贸易小国，
从模型的角度来说，对象国数据很具有代表性，故选取沿线国家相关数据，分析中国水产品出
口的影响因素。
2. 贸易便利化水平。随着自贸区以及各区域经济组织的建立，关税成本相对下降，非关税
成本愈加受到关注，贸易便利化继贸易自由化成为了国际贸易增长的新路径。早在 2013 年，就
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
《贸易便利化协定》实施后，可降低中国企业 13.2%的国际贸易成本。因
此，一直以来我国始终高度关注贸易便利化发展趋势，并于 2015 年 9 月 4 日递交了《协定》接
受书。近年来，在贸易便利化的不断发展下，中国水产品贸易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为此，参
考 Wilson et al（2003），李豫新、郭颖慧（2013），朱晶、毕颖（2018），崔鑫生等（2019）等学
者对贸易便利化测算体系的构建思路，并结合目前国内发展的环境，将贸易便利化水平具体分
为四个方面，即制度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海关效率、电子商务。
为消除量纲影响，首先对基础变量数值进行指数化处理。其次，由于各个基础变量之间存
在一定关联性，故采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分别使用每个主成分各指标对应的系数乘上该主成
分的贡献率再除以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以确定各个基础指标权重，进而得到沿线各个国家的
综合贸易便利化水平，具体内容见表 1。
表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各基础指标构成体系及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符号

取值范围

权重

指标说明

制度环境

政府公信度

R1

1-7

0.032

该指标衡量一国政府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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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

海关效率

电子商务

司法独立性

R2

1-7

0.067

性、透明度，是否能为国际

纠纷解决效率

R3

1-7

0.046

贸易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

政策透明度

R4

1-7

0.046

公路设施质量

I1

1-7

0.083

铁路设施质量

I2

1-7

0.121

港口设施质量

I3

1-7

0.088

航空设施质量

I4

1-7

0.089

贸易壁垒盛行度

C1

1-7

0.054

该指标用以衡量一国海关对

海关手续费

C2

1-7

0.055

跨境贸易的商检效率和廉洁

非常规支付和贿赂

C3

1-7

0.054

环境

新技术的可获得性

F1

1-7

0.102

该指标用以衡量一国国内是

企业对新技术吸收

F2

1-7

0.103

否具有良好的技术发展和网

互联网使用人数

F3

0-100

0.060

络使用环境

该指标用以衡量一国在陆
路、海洋和航空运输能力及
工作效率

注：通过对《全球竞争力报告》计算整理所得。

3.控制变量。综合现有的文献研究，把 GDP、距离、人口、关税、汇率纳入控制变量中。
其中，GDP 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用以反映其水产品购买能力；人口数量用以衡量各国水产
品市场规模，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一国水产品的消费潜力；关税、汇率等政策因素，显示各国国
内贸易环境；距离为首都之间的绝对距离，不掺杂任何经济因素，以避免与经济变量之间的多
重共线性。各变量具体的统计描述见表 2。
表2

各变量统计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样本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ex

水产品出口额

459

15.1671

2.7083

6.4785

20.8710

lntfi

贸易便利化水平

459

-0.5548

0.1806

-0.9893

-0.1179

lngdp

国内生产总值

459

25.1527

1.5070

22.2458

28.6065

lndis

距离

459

8.5909

0.3818

7.0665

8.9519

lnpop

人口数量

459

16.2670

1.6496

12.8582

21.0149

lntar

贸易关税

459

1.1689

1.5022

-6.9078

3.3844

lnrate

汇率

459

0.7764

2.9383

-3.1670

8.5003

lnreg

制度环境

459

-0.6754

0.2168

-1.2694

-0.1204

lninf

基础设施建设

459

-0.5831

0.2352

-1.3919

-0.0571

lncus

海关效率

459

-0.5139

0.1692

-0.8949

-0.0792

lnfin

电子商务

459

-0.4663

0.1881

-1.0010

-0.0542

（二）数据来源
②

基于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选取了“一带一路”沿线 51 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其中，被
② 沿线 51 个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波黑、文莱、保加利亚、柬埔
寨、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埃及、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希腊、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
以色列、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黎巴嫩、立陶宛、北马其顿、马来西亚、
蒙古国、尼泊尔、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卡塔尔、摩尔多瓦、罗马尼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
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泰国、土耳其、乌克兰、阿联酋、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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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变量，中国对沿线国家水产品出口额来自海关数据库，采用 HS07 的产品分类法；核心解
释变量贸易便利化水平各基础指标来自《全球竞争力报告》，运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整理合成
为综合指标；控制变量，其中，贸易关税取自《全球竞争力报告》，GDP、汇率和人口数量取自
世界银行数据库，距离数据来自于 CEPII 网站。
五、实证结果
（一）模型估计
为研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水产品出口的影响，本文以中国对沿线各国家水产品出口额
为被解释变量建立面板模型。参考 Blundell（1998）等处理方法，对模型进行系统 GMM 两步法
估计，以得到一致无偏的估计系数，结果如模型（1）所示。
此外，为充分了解贸易便利化各分项指标对中国水产品出口额影响程度，本文使用主成分
分析的方法，分别确定沿线国家在制度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海关效率和电子商务方面的综合
水平，并参考模型（1），对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四个主要指标分别进行了系统 GMM 估计，其结
果如模型（2）-（5）。
表 3 中 AR 统计量检验结果显示，模型（1）-（5）在 0.1 的显著水平下，模型的误差项存
在一阶自相关，不存在二阶自相关，表明原模型误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sargan 统计量检验结
果表明，模型（1）-（5）接受原假设，所有的工具变量均有效；Wald 检验在 0.01 显著水平下
显著，即模型设定及估计是合理的。
表3
变量
lnex（-1）

lntfi

lngdp

lndis

lnpop

lntar

lnrate

lnr/lni/lnc/lnf

常数项 c

系统 GMM 估计结果

（1）

（2）

（3）

（4）

（5）

0.3335***

0.4002***

0.3477***

0.3252***

0.2946***

(49.57)

（42.40）

（62.14）

（43.56）

（44.40）

-

-

-

-

0.8926***

0.5833***

0.9260***

0.8968***

0.9485***

(12.39)

（8.52）

（14.21）

（16.63）

（16.54）

-0.5874**

-0.3765

-0.4927**

-0.8085***

-0.7316***

(-2.11)

（-1.01）

（-1.99）

（-2.59）

（-2.64）

0.018

-0.0963

0.0355

0.0130

-0.1076

(0.17)

（-1.06）

（0.42）

（0.19）

（-1.45）

-0.5436***

-0.5523***

-0.6570***

-0.5431***

-0.5118***

(-7.86)

（-9.96）

（-11.19）

（-7.53）

（-8.77）

0.2136***

0.1774***

0.2067***

0.2321***

0.2622***

(5.78)

（5.91）

（6.07）

（8.14）

（10.33）

0.6633***

0.8506***

1.4060***

1.4154***

（4.62）

（2.72）

（3.75）

（16.24）

-15.9875***

0.2906

-17.0508***

-18.2163***

-16.6128***

(-4.31)

（0.07）

（-6.05）

（-5.26）

（-5.27）

2.0400***
(6.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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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数

459

459

459

459

459

Wald Test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AR（1）

0.0560

0.0517

0.0539

0.0527

0.0478

AR（2）

0.3775

0.6450

0.3688

0.3447

0.2961

sargan

1.0000

1.0000

1.0000

0.9998

0.9999

注：括号内数值为各系数 t 值；***、**、*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 0.01、0.05、0.1；Wald、AR、sargan 统计量
检验数值为 P 值。

（二）实证结果分析
1. 整体效应分析
从模型（1）中，可以观察到，在样本考察期内，沿线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水产品出
口额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其系数为 2.0400，表明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高 1%，中国对该国
水产品出口额平均提高 2.0400%。该结果显示：在中国对沿线国家水产品出口贸易的过程中，
随着整体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两国之间贸易障碍缩小，贸易成本不断降低，各国贸易便利化
水平起到了较大促进作用。这也符合水产品自身的贸易特征，即水产品贸易对贸易便利化的敏
感性。在现实贸易中，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孟加拉国、吉尔吉斯斯坦、菲律宾等国均符合
这一特征。其中，2009 年以来，阿尔巴尼亚贸易便利化程度从 0.48 上升至 0.58，同期中国对其
水产品出口从 5.78 万美元增长至 87.94 万美元，年均增长 40.53%；菲律宾贸易便利化水平由
0.44 上升至 0.51，中国对其水产品出口从 1.63 亿美元增长到 6.90 亿美元，年均增长 19.76%。
由此可见，贸易便利化综合水平对中国水产品出口贸易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在控制变量方面，各国 GDP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一国 GDP 增加，扩大了国内经济容量
和潜在的贸易需求，例如印尼、越南等国。其中，2017 年，印尼 GDP 同比增长 8.97%，水产品
贸易额同比增长 77.10%；越南 GDP 同比增长 9.01%，水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 36.41%。沿线国
家人口数量对中国水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并不显著，原因可能为：当沿线国家人口数量增加时，
在人均消费量不变的基础上，国内对水产品的消费需求将会增加，中国作为世界水产品的生产
和出口大国，对沿线国家水产品出口自然会增加；相反，人口数量增加，一是国内从事渔业养
殖人数增加，二是专业化分工愈加明确，提高养殖技术水平，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水产品
产量，扩大了国内市场供给。由上所述，两者的综合作用，使得人口增加对水产品出口的影响
并不明显。汇率对中国水产品出口具有促进作用，外币兑人民币汇率上升，单位外币能够兑换
到更多的人民币，国内物价不变的情况下，单位外币可以购买到更多的中国水产品商品，水产
品出口竞争力增大。贸易关税、地理距离均对中国水产品出口具有负向影响，其中，贸易关税
与地理距离均在一定程度增加了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水产品的贸易成本，但是随近年来“一带
一路”倡议逐渐深入，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两地之间的关税与实际距离的影响将会有所下降，
从而减少两地之间的贸易成本，总体来说，贸易关税和地理距离产生的作用要远小于贸易便利
化水平变动带来的影响。
2．分项指标分析
为充分了解贸易便利化各分项指标对中国水产品出口影响程度，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的方
法，分别确定了沿线国家在制度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海关效率、电子商务方面的综合水平，
并参考模型（1），对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四个主要指标分别进行系统 GMM 估计，其结果如模型
（2）-（5）。其中，控制变量的影响与模型（1）的结果大致相同，在此便不再一一赘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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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分项指标的具体分析如下：
制度环境对中国水产品出口影响最小。制度环境作为间接影响，在发展中国家常常会出现
“县官不如现管”的现象，因此，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往往起到的作用并不明显，制度环
境与实际治理是两码事。例如非洲部分国家法律法规非常完善，甚至在殖民地时期的法律就很
完善，但是在社会治理中，明显缺乏法治能力，社会腐败情况并未因此改变。
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水产品出口正相关，但是影响小于海关效率与电子商务，这与水产品
贸易的属性有很大关系，主要原因在于：水产品出口贸易主要在港口完成，消费距离港口和海
岸线并不远，对基础设施要求并不高。
海关效率在 0.01 显著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海关效率与中国对其出口额成同向变动，沿线
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海关效率较为落后，通关流程较为复杂，在一定程度上极大限制了两国
之间水产品贸易。例如柬埔寨，尽管收入水平不高，并不是中国水产品传统出口国，但是从现
实出发，其海关效率水平低，的确影响了中国对其水产品出口，甚至有些年份，水产品出口额
仅为千美元。可供对比的，通过国内观察可以得出明确结论，例如中国国联水产实行“2211”
电子化监管模式，其水产品生产过程与海关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提高了之后清关效率，从
而大幅提高出口水平，对出口目的国来说也是一样。
电子商务对中国水产品贸易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科技发展迅速的年代，各国水产品企业
之间贸易对于信息的交流愈来愈重视，通过互联网，了解各国水产品发展动态趋势，建立有效
的信息跟踪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综合来看，电子商务的影响程度最大，其它依次为海关效率、基础设施建设、制度环境。
六、主要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整理 2009-2017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相关指标，以及选取海关数据库的相关
水产品数据，基于引力模型，构建了中国对沿线国家水产品出口贸易的相关面板数据，利用系
统广义矩估计的方法，估计了中国水产品出口贸易的相关影响因素。通过模型的回归结果，可
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沿线国家水产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随着贸易自由化加
速发展，国家之间传统的关税成本相对降低，非关税成本愈加受到关注，贸易便利化继贸易自
由化后成为了促进国际贸易的新途径。若各国积极提高国内贸易便利化水平，便会促进与中国
水产品贸易往来，拉动双边经济发展。
第二，贸易便利化分项指标对中国水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不同，根据系统 GMM 回归
结果可以发现，四项指标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电子商务、海关效率、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
环境。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常常会出现“县官不如现管”现象，制度环境与实际治理偏
差大，因此，制度环境影响程度最小。此外，目前科技发展迅速，各国水产品企业愈加重视技
术交流，以及通过互联网观察同行企业发展动态，电子商务发挥的作用愈来愈重要。
第三，沿线国家 GDP 和汇率对中国水产品出口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地理距离和贸易关税则
起着阻碍作用，人口数量的影响并不显著。其中，GDP 增加，促进国内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需
求的提高；汇率则通过改变货币购买力，从而间接影响消费；地理距离和贸易关税的提高会对
水产品出口产生抑制作用，主要表现在贸易成本的增加上；人口数量一方面提高国内水产品需
求市场规模，另一方面扩大国内水产品供给规模，从而影响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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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结论，蕴含如下启示：首先，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双边或多边海关关务的国
际合作，以及对国内水产品出口企业进行有效的评级，从而简化通关流程，提高清关和管理效
率，即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的作用；其次，国内各水产品出口企业应加快水产品技术革新，
与国外企业建立信息网络，通过信息跟踪机制，从而更快更好的发展水产品贸易；最后，充分
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平台作用，加大对沿线国家基础
设施投资力度，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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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facilitation and China's aquatic
products expor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XU Wei1 ，HU Bing-chuan2
(1.School of Business,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hui Maanshan 243002, China;
2.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published by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2009-2017 and the export trade data of China's aquatic products to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line
published by the customs database. By using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 the
comprehensive level of trade facilitation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Gravity Model, The systematic
generalized moment estimation is used to study the impact of trade facilitation on China's aquatic
product export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vel of trade facilitation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export of aquatic products in China. Among them, the impact of each sub-indicator on
the export of aquatic products is different. From large to small, it is e-commerce, customs efficiency,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e GDP and exchange rate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line have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export of aquatic products,
geographical distance and trade tariffs are hindering, and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factors is not
significant. In response to this, the author also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The Belt and Road; trade facilitation; aquatic product export; Gravity Model;
System GMM Est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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