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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构建与衡量国家贸易状况的出口贸易数据相匹配的普惠金融指 

数，研究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作用$通过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研 

究表明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国际贸易总体状况和贸易增速都有显著促进作用，且普惠金融 

中服务可得性和实际使用程度也都会对国际贸易有显著正向影响。本文还发现普惠金融 

对经济落后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大，且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中小企业创业。本文提出构建 

和完善普惠金融体系有助于推进本国国际贸易的发展，从而激发全球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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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国际贸易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随着金融全球化与贸易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两者之间的联系 

也愈发紧密，金融的快速发展对国际贸易起到了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但当前世界贸易融资缺 

口巨大，尤其中小企业往往由于缺乏经营记录、抗风险能力较低以及与资金供给者之间的信息不对 

称等难题，受到更多的金融排斥和信贷约束，陷入融资贵和融资难的发展困境。据WTO数据显 

示，约有50%的中小企业融资需求被拒绝，而跨国企业申请融资被拒绝的比例仅为7%，两者之间 

融资待遇差距甚远。不仅如此，融资难题在地理位置上也存在差距和不平等。据国际商会2018年 

全球调研数据结果显示，亚太地区贸易融资遭拒绝比例仍然相对较高,并且亚洲市场贸易融资缺口 

约为70000亿美元，已占到世界贸易融资缺口的一半左右&中小企业本应该是国家外贸领域的重 

要力量，但当前艰难的融资处境使大量以出口为主营业务的中小企业资金短缺，陷入生产经营困 

境，从而导致相应国家的对外贸易大幅滑坡，最终阻碍全球经济发展&

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使金融资源逐步向中小企业倾斜，为国家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新的发展思 

路。普惠金融强调的公平、包容的理念通过拓宽金融参与者的覆盖面、增加金融产品种类，提高金 

融服务功能以及转变金融发展理念，使得原来受金融排斥的低收入和中小企业群体得到了高质量 

和低成本的融资服务，为中小企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这将有利于推动外贸健康增长。但在实践 

中，受金融结构、制度及发展阶段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普惠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究竟如何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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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进一步探讨。

从现有研究来看,已有文献多从理论和实践角度证明了传统金融对国际贸易有促进作用（阳 

佳余,2007；何其春和孙萌,2012），但鲜有学者从国家层面对普惠金融与国际贸易之间关系进行研 

究。籍此，本文选取36个国家2008-2018年的出口贸易作为样本，旨在探讨普惠金融发展对国际 

贸易的影响机制。本文通过构建普惠金融指数，实证研究当前各国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国际贸易规 

模的关系，并对普惠金融影响国际贸易的机制进行检验,为普惠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协调发展提供 

经验证据，对重新激发国际贸易新动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普惠金融发展的现有研究

传统金融中的金融排斥往往使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难以利用金融产品或无法享受到金融服务 

（张国俊等，2014；李建军和张丹俊，2015； Sain et ai.，2016），因此突破现有传统金融风险管理的瓶 

颈,为对社会发展有价值、有贡献的资金需求项目提供公平的融资机会,实现普惠金融的发展，加快 

从金融排斥到普惠金融的转变势在必行（王兆旭,2015; Nair,2015; Corrado and Corrado, 2017 ）&而 

“构建普惠金融体系”虽然只是在2005年由联合国正式提出并大力呼吁,才在国际上得以全部普 

及开来，但其最基本和最初的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形态却已经有了长时间的发展，普惠金融作为小 

额信贷和微型金融的延伸和发展也随着联合国的倡导在绝大多数国家中都得到大力推行,在国际 

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2011年9月，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形成AFI倡议的《玛 

雅宣言》，以期对普惠金融发展目标进行承诺来推动各国制定普惠金融发展战略。2015年联合国 

制定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指出普惠金融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推动因素，获取金 

融服务关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将为所有社会和经济部门带来好处;而提高金融服务的可 

得性会对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产生影响。2016年GPFI白皮书《全球标准制定机构与普惠金 

融一演变中的格局》则提出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指出技术驱动的变革和定制化的产品创新 

可以为缺乏金融服务的人群扩大获取金融服务的渠道,满足贫困人群和缺乏金融服务的家庭和企 

业的需求&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在2011-2014年间，普惠金融已经帮助了全球7亿成年人获得了 

正式金融服务&可以看出,普惠金融的发展大力不仅可以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田霖,2013 ； 

梁榜和张建华,2018），还在激励企业创业（谢绚丽等,2018）、实现企业资源禀赋的转型升级（张丹 

俊,2016）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 金融影响国际贸易的现有研究

金融与国际贸易都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其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一直受到国内外 

学者的广泛关注和重点研究。从宏观视角研究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规模的影响时,多数学者从理 

论和实践层面证明了传统金融的发展对国际贸易的重要作用& 一方面,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国 

际贸易等国家经济活动的增长（Fisman and Love,2007；曲建忠和张战梅,2008），扩大国家贸易规模 

（Manova,2008;沈能和刘凤朝,2006；阳佳余,2007）,金融体系效率比单纯的金融发展规模更能影 

响贸易结构与贸易规模（阳佳余,2007）。另一方面,不同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 

响又有所差异。新古典贸易理论'Krugman, 1979）认为企业在进行国际贸易前面临着固定成本和 

可变成本的双重约束，成本的融资约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出口决策& Beck and Laeven 
（2006）指出，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规模经济，且金融发达地区在规模经济较强的产业中有着比 

较优势，而金融不发达地区则相反。Hur et ai.（2006）利用42个国家27个行业的数据研究得出，在 

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经济体中,无形资产较多的行业出口份额和贸易平衡越高。Cezar（201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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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个国家21个行业出口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水平对不同行业出口额的影响存在差异，金融体系 

比较发达的国家，在外部融资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具有更大的出口规模,而在金融发展水平比较低的 

国家,则会降低外部融资依赖度较低行业的出口。徐建军和汪浩瀚(2008)基于我国跨省数据，指 

出发达地区金融发展对进出口的促进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孙少勤和邱斌(2014)则指出金融效 

率、金融结构和金融规模等三方面的发展都会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比重。还有不少学者对不 

同金融类别展开研究，王彳和熊庆丽(2009)指出，贸易融资水平的下降对国际贸易有负面影响，但 

不是唯一的负面影响因素。卓志和毛勤晶(2018)则通过构建国际贸易演化博弈模型认为出口信 

用保险会对出口贸易的博弈均衡产生影响。

在以微观视角研究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关系时，越来越多的文献就金融对企业出口产生的影 

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国外学者中,Beli et ai.(2002)发现出口型企业受到的财务约束没有内向型企 

业那么严重，可能有助于提高国家的宏观竞争力。Bernard(2004 )发现，传统金融往往由于风险过 

高或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无法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也无法缓解或解除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另一 

方面，对于已经进入国际贸易市场的中小企业，也可能因为国际贸易环境比国内贸易环境更加恶劣 

而使传统金融基于风险考虑无法为其提供更多的信贷,从而遭受比国内企业更加严重的融资约束& 

Antes and Foley(2015)对美国贸易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贸易融资对于进口商的帮助往往大于出 

口商，而如果增加贸易融资,将会有效促进出口& Foley and Manova(2015 )则指出金融资本影响公 

司支付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的能力，从而会影响公司在出口方面的选择，最终也会影响总的贸易格 

局&国内学者中，罗伟和吕越(2015)通过构建企业效率和融资能力双重异质性的贸易模型证明 , 

金融资源配置失衡能促进大量享受信贷支付的低效率企业实现出口，但总体上，金融摩擦的两种出 

口效应对国民收益都有负面作用&项松林(2019)指出，金融发展在促进企业出口作用上有差异, 

银行贷款会阻碍出口，而商业信用融资则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三)研究假设

现有的多数研究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检验了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但学者仅对省 

域等小范围的普惠金融发展与贸易边际和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范兆斌和张柳青,2017), 
或仅仅将国际贸易作为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李梦雨,2019)，很少直接研究普惠金融 

对国际贸易产生的作用&

相较于传统金融重视效率的提升，普惠金融则是以公平性作为金融服务的核心，是金融发展 

中体现包容性和公平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会为社会中所有经济部门带来积极促进作用，也势必对 

一国对外贸易产生重要影响&在影响机制方面,对长期面临着金融服务覆盖率更低、金融资源分 

布更不均等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普惠金融的发展相较于传统金融更能解决 

金融服务不足的问题，能够有效缩小与发达国家国家的金融服务差距，从而更能促进经济落后地 

区国际贸易发展(Park and Mercadv,2016) &在微观上,普惠金融可以有效分配资源，缓解潜在创 

业者的流动性约束,使有意愿的创业的个体能以更低的利率得到融资，从而通过推动中小外贸企 

业创业，最终助推国家出口规模增长(张龙耀和张海宁,2013 ) &综上所述,一个国家普惠金融的 

发展能够起到促进出口贸易增长的作用&并且相较于经济发达国家，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出口 

贸易更能够从普惠金融中受益更多&而对于企业而言，普惠金融能起到促进创业，从而促进出口 

贸易增长的作用&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1)普惠金融作为国家金融重要组成部分，对一国对外贸易发展有 

着重要的促进作用;(2)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由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而存在差异，也就是说,经济 

发展较落后的国家，普惠金融的边际效用越大，普惠金融对国际贸易的促进效用越好；(3)普惠金 

融能够鼓励人们创业，增加国家生产和出口数量，从而扩大国际贸易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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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算

普惠金融在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中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可靠的普惠金融指标是保证普惠 

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保证政策和监测进展的关键环节。因此，如何衡量普惠金融，使其能够被 

全面、可持续了解测算是研究普惠金融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前提。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国内外学者 

也对如何构建普惠金融指数、准确衡量普惠金融水平展开了研究& Sarma( 2008 )认为，普惠金融涉 

及到的主体包括个人、企业、金融机构等多个部门，单个指标难以准确衡量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因 

此普惠金融应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性概念，需要用更多指标信息、更为综合的测量手段来进行全面 

衡量。而在实际操作方面，国内外学者针对如何构建普惠金融指数也做了大量研究& Becketai. 
(2007)提出了用于测量普金融指数的八大指标,Sarma(2008)在借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 

基础上，以拥有银行账户人口比例、每千人金融机构覆盖度和存贷款总额占GDP占比等三个指标 

构建了多维度普惠金融指数IFI'Inclu sive Financiai Indee) & Guptr et ai.(2012)则对其进行深化，认 

为普惠金融指数应该具有交易便利性、交易成本、可得性和效用度等四个维度。在国际金融机构 

中，世界银行在2012年也首次发布以金融服务需求方为主的金融普惠金融指数;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则针对金融服务供给方提出了相应指标体系&在全球普惠金融合作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中， 

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和金融产品和服务质量则成为衡量普惠金融指数的三个 

重要维度&在国内研究中，田霖(2012)也初步尝试了构建农村普惠金融指数&本文通过总结和回 

顾国内外普惠金融指数构建和测算方法发现，目前通常采用多维度普惠金融指数测算普惠金融水 

平，基本步骤为先设计普惠金融体系的纬度，根据各维度的相对重要程度赋予一定的权重，再测算 

各维度的值，最终测算出普惠金融综合指数&

(一) 普惠金融指标的选取

参考Sarma(2008)的测算方式，本文首先是选取普惠金融指标,构建指标体系&结合各国实际 

情况，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本文选取三个维度、六个指标来衡量36个国家的普惠金融发 

展状况&三个维度分别为金融服务可得性、金融服务渗透性和实际使用度&其中，在金融服务的可 

得性方面，采用每一千平方公里的商业银行机构数量以及自动柜员机数量&金融服务可得性指标 

则选取每10万成年人拥有的商业银行机构数量和自动柜员机数量&金融服务的实际使用度指标 

选取中小企业贷款额占国家总贷款的比例以及中小企业贷款额占国家当年生产总值的比重两个指 

标&本文构建普惠金融指数的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服务可得性调查和经合组织中小企 

业记分板，时间范围为2007-2017年，共11年&

(二) 普惠金融指标的构建

由于不同的指标对于普惠金融指数的贡献程度有所不同，因此本文首先采用变异系数法来确 

定各指标的权重&变异系数是标准差与平均数的比值，通过计算第i个指标的平均数T和标准差 

+，即可得到变异系数S =+/\&用各维度的变异系数S与变异系数的总和"S，就能得到第i个 

指标在普惠金融总指数中的权重& = 接着，对得到的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用每个子

维度值T减去该维度中最小值除以每个子维度中最大差，并乘以相应的权重，得到每个维度的取 

值，dc的取值越大,代表该指标的普惠金融水平越高：

d = & (T - mCMc -叫) (1)
最后构建普惠金融总指数&将某一国家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在N维笛卡尔空间进行表示:B = 

(P1九，…,d”)&将普惠金融发展最差地区设为。=(0,0，…，0)，普惠金融发展最好的地区设为4 = 
(9 ,9,2,9”)，同时设置B代表X与0之间的距离，设置B表示X与W之间的距离& X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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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近，代表普惠金融发展越差，而离W越近则代表普惠金融发展越好，最终的普惠金融总指数为 

B1和B的算数平均数。

X 二 / d @ d + …+ d )2 

\ 9 + + …+ 9 丿
B2 ? 1 F ( 9 _ d1) 2 + ( 9 _ d2)2 + …+ ( 9n _ dn) 2 ) 丁 

U)2 +9； + …+ 9° 丿

(X +X2 )IFI 1 27

(2)

(3)

( 4)
2

四、数据与实证模型

(一) 数据和指标说明

本文采用的被解释变量为各国统计的出口贸易数据，考虑到普惠金融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 

36个国家2008-2018年的出口贸易作为样本，用于刻画不同国家在不同年份的出口贸易发展情况 

及出口贸易增速情况。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统计年鉴》。此外，与国际贸易 

有关的其他控制变量中，鉴于国际贸易理论指出影响一国国际贸易的因素包括人力资源和资本资 

源的丰裕程度、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的高低以及汇率水平的高低，因此，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包括: 

(1)劳动力总人数，代表各国人力资源的丰裕程度①;(2)国内投资总值②，用于表示各国资本资源 

的丰裕程度;(3)人均受教育年限③，用于衡量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的高低；(4)实际汇率指数④，表 

示汇率水平高低。这些指标将用于衡量各国出口贸易竞争力水平&

(二) 计量模型

首先分析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国际贸易总体的影响情况。本文选取货物和服务出口贸易代表一 

国居民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所有贸易,以及出口贸易的增速作为两个被解释变量。回归模型如下 

(5) :

InexPa = "0 + ! + + "1 FFg t-i) + "2&/V .(t-i) +"3 Ininv.s t-i) (5)

+ "4 edugt-i) +05 lnrgt-i) +

其中,lnEXPu表示第e个国家第i年的出口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量的对数,！为虚拟变量，用来表示 

各国不随时间变化的一些会影响出口贸易的不可观察因素,用来控制国家的固定效应。#、也为虚 

拟变量，用来表示各国不随地区变化的一些会影响出口贸易的不可观察的因素，用来控制年份的固 

定效应。FF表示普惠金融总指数,lab表示劳动力总数的对数,lZi表示投资总值的对数,Vu 
代表各国人均受教育年限,r为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对数。

本文旨在考察普惠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用普惠金融指数来衡量一个 

国家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并评估普惠金融指数与国家出口贸易中是否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影响，因 

此所有解释变量均使用一阶滞后项，即评估上一年的普惠金融水平、劳动力、投资、教育和汇率等如 

何影响当期的对外贸易。此外，由于还存在其他因素可能影响一国的出口贸易水平，本文的回归均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用于控制可能同时影响普惠金融发展和出口贸易的、在短期内不随时间和地区

① 世界银行劳动力人口统计。

② 世界银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

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数据。

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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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化的因素。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出 

口贸易与解释变量普惠金融指数及三个维度,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差距较大,可以认为不同国家之 

间的出口贸易水平与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均存在较大的差异。

表1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出口贸易量对数 396 2.161 0.552 0.503 3.423

出口贸易增速 396 0.046 0.137 -0.407 0.473

普惠金融总指数 396 0.130 0.127 0.015 0.788

金融服务可得性指数 396 0.274 0.158 0.017 0.736

金融服务渗透性指数 396 0.112 0.150 0.002 0.831

金数 396 0.077 0.152 0.004 1.000

劳动力人数对数 396 2.993 0.633 1.830 4.896

投资总额对数 396 1.922 0.642 0.147 3.731

人均受教育年限 396 10.756 1.966 6.200 13.400

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对数 396 1.999 0.036 1.843 2.189

人均国民收入水平 396 19880.050 15301.450 1316.463 71212.460

新注册公司数量 396 131278.300 544735.200 869.000 6074000.000

五、普惠金融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

(一)普惠金融对出口贸易的总体影响

本文对所用面板数据依次进行混合回归、固定效应(FE)模型估计和随机效应(RE)模型估计。 

模型检验结果发现，固定效应明显优于混合回归。但个体效应可能以随机效应的形式存在，进一步 

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通过LSDV法对所选模型进行回归，大多数个体变量均很显著，表明模型中 

存在表征个体特征的随机扰动项'，并不能采用混合回归。在固定效应模型中考虑到可能存在的 

时间效应，对所有年度虚拟变量的联合显著性进行检验，结果强烈拒绝“无时间效应”的原假设，认 

为应在模型中包括时间效应，即双向固定效应(Two-way FE)&出口贸易变量为36个国家2008- 
2018年的数据。普惠金融指数与其余控制变量均为2007-2017年数据。除了展示普惠金融总指 

数的估计结果外，还将普惠金融的三个维度指数纳入其中。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表2的栏(1)为 

普惠金融总指数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栏(2)、(3 )、(4)分别为普惠金融服务可得性、服务渗透性和 

实际使用服务三个普惠金融分维度的回归结果。根据表2栏(1)可以看出，普惠金融的系数为正 

且在1 %的水平上显著，证明普惠金融总体水平发展越好的国家，出口贸易水平越高，普惠金融可 

以起到促进出口贸易增长的作用。此外，三个普惠金融的分维度中，金融服务可得性与金融实际 

使用度的系数也为正，且分别在1%的水平和5%的水平上显著，也可以证明普惠金融的可得性 

与实际使用程度都可以促进国家出口贸易发展。而在其他控制变量中，劳动力人数的系数为负, 

且在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出口贸易对劳动力成本较敏感，即劳动力人数越多，人力成本越高， 

出口贸易将会减少。而在四个维度中，投资的系数为正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反映出投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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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影响国家出口贸易水平&人均教育水平则在普惠金融总指数、渗透性指数与实际使用指数 

下在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教育程度影响出口贸易水平。此外，实际有效汇率对出口贸易影响 

不显著。

表2普惠金融对出口贸易的总体影响

变量 ⑴ (2) (3) (4)

上年总指数

上年服务可得性

上年服务渗透性

上年实际使用服务

0.345 !!!

(0. 126)

0.508 !!!

( 0.095)

0.112
(0.103)

0.235
( 0.099)

上年劳动力人数对数
-0.946 !!! -0. 830 *** -0. 939 * * -0.934
( 0.146) (0.143) ( 0.147) ( 0.146)

上年投资总额对数
0. 196 *** 0. 166 ** 0.204 0.203
( 0.027) (0.010) ( 0.027) ( 0.027)

上年人均受教育水平
0.024 !! 0.017 0.023 0.024
(0.010) (0.010) ( 0.011 ) ( 0.010)

上年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对数
0.087 0.068 0.094 0.097

( 0.081 ) ( 0.079) ( 0.082) ( 0.081 )

样本量 396 396 396 396

F 56.240 !!! 61.000!!! 54.830 55.830

R2 0.710 0.726 0.705 0.708

时间控制 YES YES YES YES

国家控制 YES YES YES YES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本文所有模型结果皆保留3位 

小数。

(二)普惠金融对出口贸易增速的影响结果

表3为考察普惠金融指数对出口贸易增速的影响结果，与表2相同，表3的栏(1)为普惠金融 

总指数对出口贸易增速的影响结果;栏(2)-(4)分别为普惠金融服务可得性、服务渗透性和实际使 

用服务三个普惠金融分维度的回归结果。根据表3栏(1)可以看出,普惠金融的系数为正且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证明普惠金融总体水平发展越好的国家，出口贸易的增速也会有所增加，普惠 

金融可以起到促进出口贸易增速的作用。此外，在三个普惠金融的分维度中,金融实际使用度的系 

数也为正，且在10%的水平显著，也可以证明，普惠金融的实际使用程度越高，越能够促进国家出 

口贸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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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普惠金融对出口贸易增速的影响

注：* "**、”*分别表示在10% "5%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变量 ⑴ (2) (3) (4)

上年总指数

上年服务可得性

上年服务渗透性

上年实际使用服务

0.057
(0.032)

0.041
( 0.026)

0.035
( 0.027)

0.053 !

( 0.025)

上年劳动力人数对数
0.068 !!! 0.075 !!! 0.066 !!! 0.062 !!!

( 0.016) ( 0.017) ( 0.015) ( 0.015)

上年投资总额对数
-0.067 !!! -0.071 !!! -0.065 !!! 0.062 !!!

( 0.012) ( 0.014) ( 0.012) ( 0.012)

上年人均受教育水平
0.005 0.006 !! 0.006 ! 0.005 !

(0. 003 ) (0.003) (0.003) ( 0.003 )

上年实际汇率指数对数
-0.279 !!! -0.227 !! -0.260 !! -0. 302 ***

( 0.102) ( 0.096) ( 0.102) ( 0.104)

样本量 396 396 396 396
R2 0.798 0.798 0.798 0.800
时间控制 YES YES YES YES
国家控制 YES YES YES YES

为了检验普惠金融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反向关系，也就是出口贸易水平是否也会促进国家的普 

惠金融发展，本文将所有解释变量采取滞后一期处理，并将样本分为以出口贸易水平为界限，将36 
个国家划分为两个子样本，并对两个子样本进行分别检验。表4为普惠金融对出口水平较差的18 
个国家的影响研究，栏(1)-(4)分别为普惠金融总指数与三个维度对出口水平的影响。可以看出, 

与总样本相比，普惠金融总指数、服务可得性与实际使用度仍然对出口水平有显著影响 ，但显著水 

平有下降。说明在出口水平较差的国家，出口贸易对普惠金融存在内生性问题，但并没有改变普惠 

金融对出口的总体影响。而表5为普惠金融对出口水平较好的18个国家的影响研究，栏(1)-(4) 

为普惠金融总指数与三个维度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明显可以看出，与总样本相比，普惠金融对出口 

贸易有显著影响,且显著水平还有所提升,内生性问题不明显。

表4普惠金融对出口水平较差子样本的影响研究

变 (1) (2) (3) (4)

上数
0.312!

(0.183)

上 服 性
0.461 !!!

( 0.142)

0.128
( 0.140)

上 服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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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10% "5%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续表

变量 ⑴ (2) (3) (4)

上年实际使用服务
0.879
( 0.495)

上年劳动力人数对数
-1.040 * * * -0.945 -1.021 -1.065
(0. 234) (0.228) ( 0.235) ( 0.235)

上年投资总额对数
0.178 0.140 0.182 0.199

( 0.045) ( 0.046) ( 0.045) ( 0.046)

上年人均受教育水平
0.052 0.040 0.052 0.049
(0.017) (0.017) ( 0.017) ( 0.017)

上年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对数
0.661 0.591 0.669 0.634
( 0.181 ) (0.178) ( 0.182) ( 0.181 )

样本量 198 198 198 198
R2 0.697 0.711 0.693 0.698

时间控制 YES YES YES YES

国家控制 YES YES YES YES

表5普惠金融对出口贸易水平较高子样本的影响研究

注：*、* *" *.*分别表示在10% "5%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变 (1) (2) (3) (4)

上数

上年服务可得性

上年服务渗透性

上服

0.546
( 0.165)

0.530
(0.125)

0.361
( 0.152)

0.196
( 0.087)

上年劳动力人数对数
-0.920 -0.682 -0.938 -0.927
( 0.187) (0.192) ( 0.190) ( 0.190)

上 投 额对数
0.233 0.219 0.243 0.250
( 0.034) (0.033) ( 0.034) ( 0.034)

上 受 育水平
0.008 0.003 0.005 0.007
(0.012) (0.012) (0.013) ( 0.126)

上 率 数对数
-0.143 -0.139 -0.152 -0.119
( 0.082) ( 0.080) ( 0.084) (0.083)

本 198 198 198 198
R2 0.787 0.795 0.780 0.78

制 YES YES YES YES

国制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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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普惠金融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研究

前文实证结果表明，国家的普惠金融发展情况越良好，该国家的出口贸易规模会增加,并且国 

家的出口贸易增速也会加快。普惠金融通过何种机制促进了出口贸易发展，值得进一步去探究& 

在前文研究基础上，本文从两个方面来探究普惠金融对出口贸易水平的影响机制:第一 ，普惠金融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经济落后地区金融服务不足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水平有更多 

的促进作用;第二，普惠金融能够增加企业层面的创业意愿，从而提高国家生产规模，促进出口贸 

易&在对影响机制变量的选取中，本文以各国人均国民收入变量为依据，将36个国家按照经济水 

平及生活质量的高低划分为3个层次& (1)人均国民收入高于3万美元的国家有11个，分别为瑞 

士、瑞典、澳大利亚、爱尔兰、芬兰、加拿大、比利时、新西兰、以色列、英国和法国；(2)人均国民收入 

1万-万美元的国家13个，为意大利，韩国、西班牙、斯洛文尼亚、葡萄牙、爱沙尼亚、希腊、捷克、 

斯洛伐克、拉脱维亚、波兰、智利和匈牙利；(3)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万美元的国家有12个，分别为 

土耳其、巴西、马来西亚、墨西哥、中国、哈萨克斯坦、秘鲁、哥伦比亚、泰国、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印 

度尼西亚&而在创业这一影响机制研究中则选取一国新注册公司数量①来表示企业创业意愿&

1 •普惠金融对经济落后地区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

原有的传统金融中普遍存在的金融排斥往往使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难以利用金融产品或无法享 

受到金融服务，而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弱势群体、穷人和中小企业等主体往往在社会中占据更高的 

比例&相对于经济发达国家，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增加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渗透性和实际使用度为经 

济落后国家提供更有效、更适当的金融服务&因此,需要检验普惠金融是否更能够促进经济落后国 

家的出口贸易水平&本文将样本国家按照各国人均国民收入分为三个样本分别回归，以刻画普惠 

金融的发展水平在人均国民收入不同的国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表6的栏(1)-(3)分别为是 

人均国民收入较低、中等和较高的国家普惠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从表6的分样本可以看 

出，普惠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在三组中都有正向作用，且都在分别在1% ,10%和5%的 

水平上显著,但其中普惠金融在低收入国家对国际贸易的边际效用明显较大，而对人均国民收入中 

等和较高国家，普惠金融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说明普惠金融能为经济落后地区提供 

更多的金融服务,从而对于经济落后国家的出口贸易边际促进作用更大&

表6分样本的普惠金融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

变量 ⑴ (2) (3)

上年总指数
2.634!!! 0.168! 1.22
(0. 816) ( 0.097) ( 0.334)

上年劳动力人数对数
-0.975 !!! -0.614 !!! -1.398
(0.318) ( 0.165) ( 0.380)

上年投资总额对数
-0.005 0. 118 ** 0.375
( 0.066) ( 0.034) ( 0.058)

上年人均受教育水平
0.029 -0.011 0.043

( 0.026) ( 0.012) ( 0.017)

上年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对数
0.125 -0.081 -0.055

( 0.205) ( 0.086) ( 0.149)

①世界银行创业调查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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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10% "5%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续表

变量 ⑴ (2) (3)

样本量 132 143 121
R2 0.752 0.828 0.789

时间控制 YES YES YES

国家控制 YES YES YES

2.普惠金融对创业的作用

对于以出口业务为主的中小企业而言，普惠金融能促进创业意愿的提高，从而提高产品的出口 

规模。因此，在实证分析中,本文采用新注册企业数量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创业，并将变量作为被解 

释变量来衡量普惠金融对创业的作用&模型与基准模型相似，只是将出口贸易变量替换。表7为 

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研究，栏⑴ 为普惠金融总指数对创业的影响，栏(2)-(4)分别为普惠金融 

的三个维度对创业的影响研究,可以看出普惠金融的总指数、服务可得性和服务渗透性都显著正向 

促进企业创业，并且都在1%的水平上通过检验。

表7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研究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变 (1) (2) (3) (4)

上年总指数

上年服务可得性

上年服务渗透性

上年实际使用服务

2.250
( 0.340)

2.219
( 0.252)

1.425
( 0.280)

0.459
( 0.282)

上年劳动力人数对数
-0.050 0.489 -0.054 0.044
(0.393) ( 0.380) ( 0.402) ( 0.415)

上年投资总额对数
0.611 0.506 0.640 0.678
(0.073) ( 0.072) ( 0.074) ( 0.076)

上年人均受教育水平
-0.039 -0. 071 * * * -0.041 -0.043
(0.028) ( 0.027) ( 0.029) ( 0.030)

上年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对数
0.266 0.203 0.268 0.347
(0.217) ( 0.209) (0.223) ( 0.230)

本 396 396 396 396

制 YES YES YES YES

国制 YES YES YES YES

F 26.760 31.060 24.460 5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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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建议

作为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关键因素，金融的均衡发展对促进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提高人民的 

生活水平有着重要意义。但在前期研究中，学者多集中于探讨传统金融效率提高对国际贸易的影 

响，而忽视了金融的普惠性与包容性方面。因此，本文探讨了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国际贸易规模产生 

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拓宽金融参与者的覆盖面，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为 

有金融服务需求的中小企业提供适当和有效服务,从而为中小企业提供新的解决途径，缓解融资难 

问题。在对社会中所有经济部门带来积极促进作用的同时，普惠金融通过在宏观层面上促进经济 

落后国家出口贸易，在微观层面促进企业创业两个影响机制来促进一国出口贸易水平&

基于上述思路，本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提高出口贸易 

的总体规模和出口贸易增速，即普惠金融发展越好的国家，出口规模和出口增速也在稳步提升。在 

普惠金融的三个维度中,金融服务可得性和金融实际使用度也有利于促进出口总体水平的增加，金 

融实际使用则有利于出口增速的增长，而针对普惠金融对出口贸易水平的总体影响进行内生性检 

验时发现，出口贸易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可能有一定的内生性影响，即出口贸易带动普惠金融发展 

的可能，而出口贸易水平较高的国家则没有发现内生性问题& (2)在影响机制中，普惠金融的确能 

更多地促进经济落后地区的出口贸易水平，即人均国民收入低的样本国家，普惠金融指数对国际贸 

易的的边际促进效用越大,而人均国民收入相对中等和偏上的样本国家边际促进作用则相对较小 & 

(3 )普惠金融对新注册公司数量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表明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促进相应国家的创 

业意愿&

综上,我们认为普惠金融对一国出口贸易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增 

速放缓，贸易壁垒加深之际，亟需加强国际间贸易合作以激发全球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国家继 

续鼓励支持普惠金融发展，建立和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普惠金融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 )各国政府与国际性金融机构应从法律法规到金 

融、财政、税收等方面出台各项普惠金融支持帮扶配套措施，提高普惠金融覆盖率& (2)各国可依 

据自身经济生活水平和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制定因地制宜的政策措施,如人均国民收入较低、普惠金 

融发展较落后的国家可通过加大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增加金融、人力资源等投入来重点加强金融服 

务的覆盖面、可得性建设，而人均国民收入相对较高、普惠金融发展较好的国家则可通过加强金融 

服务深度建设来增加金融服务的实际使用率& (3)在具体普惠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环节, 

则可通过技术与产品创新来提高普惠金融机构供给质量，通过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依托大数 

据、区块链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融资环境& (4)在国际合作环 

节,可加强各国之间普惠金融交流合作，建立统一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以缩小经济落后与经济发 

展地区之间的金融服务差距,从而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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