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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经济增长视角的河北省
对外贸易现状实证分析
彭文芳， 张 辑
（燕山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河北 秦皇岛
摘

要

）

运用回归模型对河北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并从结构视

角定性分析河北省贸易现状。总量分析表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有力作用在河北省未得到充分
发挥，增量分析显示进出口增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稳定，两种检验均表明进口对经济增长
的作用要大于出口。
对贸易结构的分析结果显示，
河北省的对外贸易尚有很大的政策实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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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自上世纪
年代英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逊（
）提出了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
机”命题后，许多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增长时都引入了对外贸易这一因素。对外贸易能否促进一国的经济
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议的话题。学术界大致有三种观点，即：促进论；阻碍论；折中论。支持促进论
的观点有：亚当 斯密
“剩余出路学说”，凯恩斯
的“外贸乘数”理论；
李嘉图
的“比较优势”理论；克鲁格曼等
的“新贸易”理论和罗默等
的“内生增长理论”。另一些经济学家，如普雷维什和辛格
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对外
贸易后，提出“贸易条件理论”，即“普雷维什一辛格假定
”，认为发展中国
家的贸易条件呈现长期下降的趋势，对外贸易不能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还有一些持折中观点的经
济学家，如克拉维斯
认为，对外贸易既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
件，也未必对经济增长有益 。
不少学者对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如
和
运用
检验方法发现经济增长与进出口总额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董密钢（
）、周申（
）等
人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的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孙焱林（
）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和出口
的关系没有统计显著性 。近年来也有学者对各地区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如刘克
利、许和连等（
）对湖南的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孙建胜
对山东省对外贸易与
经济增长进行了协整及因果关系的检验 。潘苏、谭砚文（
）等对广东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
了协整分析，从总量和增长效应的角度研究了广东进出口与
增长间的关系。
河北省近年来对外贸易随着经济发展有较快的增长。
年进出口总值完成
亿美元，比上年
增长
。其中出口总值
亿美元，增长
，增速比上年加快
个百分点。随着河北省对外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彭文芳（

－），女，湖南祁阳人，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张辑（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男 陕西武功人，副教授、博士。

第

期

彭文芳 等

基于经济增长视角的河北省对外贸易现状实证分析

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日益显著。基于此，本文从总量、增量与结构三个视角实证分
析河北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针对分析的结论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二、河北省对外贸易与

关系的定量分析

年间的数据为样本。对样本空间的选择主要考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与有效性，我们选择
虑了
年及其后的汇率变动相对平稳，便于比较， 见表 ：
表
年份 地区生产总值

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与进出口情况一览表（单位：万美元）
年均汇价

折合美元价 进出口总额

出口额

进口额

净出口额

数据来源：《河北省经济年鉴》

总量分析：一个简单的回归模型
为分析方便起见，我们假定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变或平稳的，只考察货物进出口（有形贸
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因此可以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设经济增长（用地区生
产总值
来衡量）为因变量 ，依次设进口、出口和净出口为自变量 ，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
—
年的总量数据借助
软件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
根据最小二乘法原理，采用表 中
表
变量
进出口总额
出口

总量检验的回归分析和统计值（
值

值

值

—

值

）
值

进口
净出口

总量回归检验结果表明：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净出口额在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也就
是说，在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
与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甚至是净出口额之间存在线性正
相关。其中出口总量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是
，进口总量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是
。而从总量检
验
值来看，河北省货物进出口总额与进口对经济增长的确起了很大作用，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
及进口，其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有待挖掘。
增量分析：贡献率与拉动度
从支出角度来考察国民经济，国内生产总值由总消费、总投资和进出口构成。一个地区的生产总值可
以表达为“总消费 总投资 净出口”。因此当净出口（或出口等）为正时，会对经济增长起拉动作用；反
之，则起负面阻碍作用。这一作用可用如下两个指标衡量：
（ ）货物净出口（或进口或出口）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 货物净出口（或进口或出口）的增量 地
区生产总值的增量
（ ）货物净出口（或进口或出口）对地区生产总值的拉动度 货物净出口（或进口或出口）对地区生
产总值的贡献率 地区生产总值的相对增幅。
河北省货物出口、进口以及净出口的增长对经济增长作用的两个指标值计算结果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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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年份

—
△

年

年河北省货物出口、进口以及净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度（单位：万美元， ）
△

△

△

△

△

△

△

△

△

△

表中△ 表示折成美元价后的地区经济增量，△ 为当地经济的当年经济增长率，△ 为当年货物
出口增量，△
为货物出口增量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
为货物出口增量对地区生产总值的拉
动度，△ 为当年货物进口增量 ，△
为货物进口增量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
为货物进口
增量对地区生产总值的拉动度，△ 为当年货物净出口增量，△
为货物净出口增量对地区生产总值的
为货物净出口增量对地区生产总值的拉动度。
贡献率，△
可以看出，在表中样本检测空间内，除少数年份如
、
、
年外，其他年份的△
和△
分别大于当年的△
、△
、△ 、△ 。表 检验的结果还表明，河北省货物出口、进口和净
出口的增长趋势并不稳定，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不明显且缺乏稳定性。
增量分析：相关性检验
软件，对表 的增量数据进一步采用一元回归模型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
借助
表
变量
增量

值

增量检验的回归分析和统计值（
值

值

—

）

值

值

进口增量
净出口增量

增量回归检验结果表明：出口增量、进口增量、净出口增量在
的水平上是显著的，即地区生产总
值与出口增量、进口增量、净出口增量是线性正相关的。而且，出口增长速度、进口增长速度除
年
年为
）均大于当年河北省的经济增长速度（年增长在
以上），再次说明河北省进出口
以外（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积极的。
从表 还可以看出，出口增量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是 ，而进口增量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是
。
对照表 可知，这一结论与总量检验结果是一致的，都说明进出口对经济增长起了促进作用，其中进口对
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大于出口的。
但是，从回归检验的 值（即相关系数）来看，增量比总量小，说明进出口增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
用尚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原因是虽然近年来河北省对外贸易发展迅速， 但出口贸易还处在以数量增长为
特征的粗放型发展阶段，存在不少问题：
（ ）加工贸易所占比重偏低，影响了全省外贸发展速度。
（ ）农产品出口遭遇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蔬菜、水果、花生、成衣等部分优势产品出口受阻。
（ ）出口商品档次较低，缺乏品牌，出口市场过于集中。 这些因素影响了对外贸易的平稳持续增长，
降低了进出口增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三、河北省对外贸易的结构分析
地区的对外贸易结构间接地反映了该地区的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其变化反映了地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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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潜力、速度和方式等。为了给河北省的贸易政策提供更多的科学决策依据，我们在此选取
—
年的货物进出口数据，主要从机电与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方式、贸易主体、贸易市场等方面分析河
北省的对外贸易结构，见表 ：
表

—

年河北省货物进出口结构一览表（单位：亿美元， ）

年份
指标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进出口总额
出口总额
机电产品
高新技术产品
进口总额
机电产品
高新技术产品
贸易 一般贸易
方式 加工贸易
贸易 国有企业
主体 私营企业
结构 外资企业
出口 亚洲
市场 欧洲
结构 北美洲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河北商务网站统计整理而得

从表 可以看出，河北省对外贸易呈现下述几个特点：
机电、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呈加速上升态势。河北省近年来机电产品出口年均增长
，增长
最快的
年达到
；高技术产品出口年均增速达
，
年增长了
，说明河北机电产
年机电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
，高新技术产品占总出
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口的
，说明河北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量不大，出口产品的层次结构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而同一时
期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一直较大，说明河北省的相关产业处于技术积累期。
出口市场过度集中，严重依赖亚欧美市场。
年河北省对亚洲、欧洲、北美洲出口比重分别为
、
和
，合计占全省出口的
；
年分别为
、
和
，合计占
。
年除对俄罗斯出口规模以
亿美元的绝对优势超过欧盟外，近年来欧盟一直是河北省的
第一出口市场。
主要贸易方式是传统的一般贸易。河北省近年来出口一般贸易一直保持在
以上，远远高于加
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发展严重不足，增长缓慢。这说明河北省的进出口主要集中在传统的资
工贸易近
源型产品上，而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不突出，高端产品的加工贸易缺乏，意味着河北省的廉价劳动力和人才
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贸易主体形成国有、外资和私营三足鼎立的格局。河北省通过实施外贸主体多元化战略，出口企
业的构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年，国有企业出口占出口总值的
，非国有企业占
，其中，
外商投资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分别占
、
和
。“十五”时期私营企业年均增速达到
，外商投资企业达
，分别快于全省平均增速
个和
个百分点。到
年，国有企业
出口比重减少为
，
非国有企业增加到
，
其中，
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分别占
和
，
国有企业出口垄断格局被打破，形成了国有、外资和私营三分天下的出口主体格局。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定量分析的结果表明，河北省生产总值与进出口、进口、出口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线性正相关，其
中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大于出口的。而增量模型检验的
值比总量小的主要原因是进出口贸易存在
波动，增长不平稳，说明进出口增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尚未完全发挥出来。其中，偏低的加工贸易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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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进出口贸易平稳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与结构分析中的结论 相互印证。对此，我们认为河北省政府
的贸易政策应着力两点：
（ ）扩大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进口贸易对河北省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较大，我省应该扩大原油、煤炭、钢材、铁矿石、塑料、纸浆、铜材、铝材等重要能源、基础原材料、紧
缺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商品的进口；扩大植物油、食糖、大豆、大麦、化肥、农药等大宗资源性农产品和
农业生产资料进口，提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扩大自动数据处理设
备、数控机床、电子技术产品、生命科学技术产品等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的进口，提升我省制造业装备现
代化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产品更新换代。
（ ）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推动轻纺、医药、化工、建
材和钢铁等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发展加工贸易，延伸产业链，提高传统产业深加工程度、配套能力和
技术创新能力。发展机械电子、新型材料、生命科学和生物医药等新兴高新技术产业加工贸易，抓住国内
南资北移和产业梯度转移的难得机遇，吸引跨国公司向我省转移更高技术水平和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
环节和研发机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加强出口加工区、省级以上开发区和特色产业园区建设，使其
成为全省加工贸易的主要依托。
结构分析表明，河北省对外贸易的产品结构比较单一，尽管机电产品有一定的出口竞争力，但主
要依赖传统的资源密集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量不大；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主要出口欧美日市场，这隐
含着河北省出口面临较大的区域风险，易遭遇贸易壁垒。贸易主体结构打破了国有企业占主体的格局，形
成了国有、外资和私营出口主体格局。基于这一结构现状，我们认为河北省贸易政策应该有两个导向：
（ ）大力发展潜力行业，培育出口贸易新的增长点。目前，河北省上游工业中比较优势较高的黑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医药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行业，行
业外向度较高，在全国占据一定的出口份额。而食品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金属制
品业等行业，产业优势相对较高，主导技术成熟度高、规模经济性明显、但行业外向度较低，具有潜在竞
争优势 。因此，应重点发展“区位商”高、外向度低的潜力行业，培育对外贸易的增长点。应从“两
头”抓起，一是要调整潜力行业内部的投资结构，限制低水平加工工业的投资增长，加快技术创新，构建
高新技术群体优势和局部强势。二是实施名牌战略，搞好出口商品的品牌建设，以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带
动产业发展和集聚，提高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增强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 ）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增强对外贸易发展活力。优化对外贸易主体结构，鼓励、支持和引导更多的
企业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不断壮大对外贸易经营主体；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继续深入实施“科
技兴贸”和“以质取胜”战略，发展机械电子、计算机软件、焊接材料、船舶、汽车及零部件、精密铸造
和钢铁深加工制品等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提高纺织、医药、化工、建材等传统优势出口产品
的质量、档次和附加值；促进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域特色产品出口。优化对外贸易方式结构，优化对外贸易
市场结构，深入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努力开拓国际市场，使我省进出口市场过分集中于少数国家和
地区的状况有较大改变，形成多元化市场格局。深度开拓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市场，巩固
扩大俄罗斯、印度、韩国、东盟和港澳台等重点传统大市场，大力开发非洲、拉美、大洋洲、西亚和东欧
等新兴市场，兼顾拓展周边国家和地区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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