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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基于 48 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对收入分配演进、本土市场扩张与出口产品质

量升级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控制了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供给因素之后，研究发现出口产

品质量水平随着基尼系数的上升呈倒“U”型的演变轨迹，即存在一个相对有利于出口

产品质量升级的适度收入差距。适度收入差距因经济发展水平而异，对发达经济体而言，

控制收入差距，培育强大的中产阶级更为重要；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适当的收入差

距有利于激励产品质量升级。适度收入差距与出口质量水平相关，对于出口产品质量水

平较高的经济体，伴随着收入水平提高的本土市场的需求层次升级比伴随着人口增加的

需求数量扩张更具意义；对于出口产品质量水平较低的经济体，控制收入差距比提高收

入水平对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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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为了在国际贸易中占据竞争优势，世界各国一直致力于出口产品的质量升级。

Hausmannet al.（2007）的研究表明，出口精密产品的经济体增长更快；生产高质量品

种被认为是促进差异化和规避竞争的一种方式（Aghion et al.，2005；Amiti and

Khandelwal，2013）；此外，生产高质量品种还可能产生更多的技术溢出效应并减少产

业转移的可能性。因此，了解一个经济体的垂直比较优势（即在质量上比较优势）在过

去的几十年里一直倍受关注。长期以来，基于劳动力、资本与技术的“比较优势”是探

讨质量升级的重要基础（Schott，2004；Verhoogen，2008；Fieler，2011)，最近的研

究开始强调总需求的构成对出口产品质量差异的影响（Fajgelbaum et al.，2011），

而收入分配是影响国内需求结构的关键因素。

理论上，收入分配通过影响国内市场对高质量和低质量产品的相对需求规模，从而

影响该国出口产品的质量水平。现实中，随着世界各国收入水平的普遍上升和收入分配

结构的转变，本土消费者对质量的需求也随之变化。消费者对质量的需求能否转化成为

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驱动力呢？直观的国际经验数据表明，出口产品质量水平与国民收

入水平呈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与收入差距呈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见图1）；出

口质量水平明显受到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出口产品质量水平指数低于1的经济体当中基

尼系数高于国际警戒水平0.4的比例也较高。

如果出口质量水平和收入差距存在某种内在联系，能否通过收入分配的调整优化出

口产品质量水平呢？如何让本土消费者的需求升级成为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驱动力

呢？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充分发挥国内“市场优势”，调整并优化贸易结构，从而实

现内需与外需的交互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国民福利改善的和谐统一。

图1 国民收入水平、收入差距与出口产品质量水平之间关系的国际比较

数据来源：质量水平采用Feenstra and Romalis（2014）所测算的标准化指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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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所对应的值（http://qje.oxfordjournals.org/）；人均GDP为2005年不变价美

元所表示的人均GDP的自然对数，取2003-2012年的平均值，人均GDP的数据来源于世界

银行（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收入差距用基尼系数表示，取

2003-2012年的平均值，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和OECD（https://data.oecd.org/）。坐标横轴分经济体按出口产品质量水平从高到低

排列，由左到右对应的分别是瑞士、以色列、芬兰、爱尔兰、奥地利、英国、瑞典、日

本、法国、美国、丹麦、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挪威、意大利、荷兰、比

利时、葡萄牙、智利、西班牙、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南非、匈牙利、墨西哥、斯洛

伐克、哥伦比亚、捷克共和国、阿根廷、俄罗斯、土耳其、菲律宾、伊朗、巴西、韩国、

罗马尼亚、马来西亚、波兰、泰国、委内瑞拉、越南、印度、香港、乌克兰、印尼、中

国48个经济体。

二、理论回顾

从本国消费者收入水平的角度研究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可以追溯到Linder（1961）所

提出的“重叠需求”理论，“重叠需求”即两国之间对品质的共同需求是国际贸易产生

的一个独立条件，一国的平均收入水平决定需求偏好，偏好越相似，两国间贸易范围则

越大。Ponser（1961）的 “技术差距论”和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也都强调了国内需求对出口产品升级的重要影响。当新技术或新产品问世之后，必须在

国内销售之后才可能进入国际市场（存在需求滞后），本土市场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保

障了创新国初期比较利益的获得，为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提供了条件。Krugman（1980）

的“本土市场效应”则认为：如果两个经济体需求偏好差异显著，当运输成本很高且生

产存在规模经济特性的时候，规模大的国内市场为本土企业创造了竞争优势。因此，一

国倾向于出口具有强大国内需求的收益递增商品。在报酬递增模型中，拥有超常需求的

经济体将会成为生产区位并出口该商品（Davis and Weinstein，1996）。Schott（2004）

认为出口产品的质量随着出口商的人力和物质资本的相对要素稟赋以及出口国人均收

入水平的增加而提高。Fieler (2011)在李嘉图的模型中引入消费者非同质偏好，也为

富裕经济体向富裕经济体出口高质量产品提供了一种解释。一般而言，收入水平越高对

质量的要求也越苛刻，本土市场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为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创造了条件。

从本国消费者收入差距的角度研究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源于Murphy，shleifer和

Vishny（1989），他们研究了消费者存在异质偏好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

影响。Zweimuller（2000）将Murphy等的模型拓展发现收入差距的缩小扩大了创新品的

市场需求，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Foellmi和Zweimuller（2006）考虑了收入不均对经

济增长的双重影响：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进一步的质量分化，由于高收入者

会为新产品支付更多，这给厂商带来更强的创新动机；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均也会导

致新产品的市场狭小，从而不利于激励厂商创新。由于价格效应超过市场规模效应，在



4

低水平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形下，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助于创新与增长。Fajgelbaum，

Grossman 和Helpman（2011）则发现收入分配通过国内市场效应对国际贸易和产品质量

升级产生影响。假定经济体规模和收入差距不变，平均收入的增加通过本土市场效应无

疑会促进产品质量升级和出口。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则是不明确的，当在所有收入水平的

消费者当中购买优质品牌的比例低于50%时，不平等的增加无疑提高了出口产品的质量

水平。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购买高质量产品的消费者比例随之增加，本土市场效应为

富裕经济体出口高质量产品提供了一种解释。Flach和Janeba（2013）表明，一个更不

平等的收入分配会导致更高的平均价格。他们使用巴西出口商的详细数据测试该理论，

发现目的地国收入分配的一阶矩和二阶矩是出口价格的重要决定因素。使用欧盟25个经

济体分解的双边出口贸易流，Latzer和Mayneris（2014）研究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和

其出口产品的质量之间的关系。定量分析表明，伴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收入不平等对

质量的积极影响变得相当大。这表明，一个成长壮大的中产阶级是内需驱动生产和出口

产品质量升级的决定性力量。Dingel（2015）定量研究了本土市场效应和要素禀赋机制

在美国不同城市和不同企业质量专业化中的作用，发现本土市场效应对质量专业化的影

响至少与要素禀赋因素一样重要。

总而言之，对以往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结果表明，收入分配对出口质量的影响是不

确定的。这取决于该经济体的国内收入水平，消费者特征，规模经济，人力资本等。因

此，收入分配通过国内市场对出口质量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应在不同的经济体会呈现不

同的特征。

三、实证分析

遵循Krugman（1980），Foellmi和Zweimuller（2006），Fajgelbaum、Grossman和Helpman

（2011）等的研究思路。我们将收入分配演进、本土市场扩张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传导

机制归纳如下（见图2）。

首先，收入分配演进对本土高质量产品需求市场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收入分配不

均可以导致进一步的质量分化，由于高收入者会为高质量产品支付更多，这给厂商带来

更强的创新动机，这里称之为“价格效应”。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均也会导致高质量

产品的市场狭小，从而不利于激励厂商质量提升，这里称之为“市场规模效应”。理论

上，收入分配不均对本土高质量产品需求市场的影响取决于“价格效应”和“市场规模

效应”的比较。

其次，本土高质量产品需求规模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又存在两种作用。一方

面，国内需求市场是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国内市场规模为企业发展、持续投资与

创新提供了动力，并在日趋复杂的产业环节中建立企业的竞争力，形成“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庞大的国内市场所带来的丰富机会，也可能导致厂商丧失向外“拓展意愿”，

从而形成不利于国际竞争的因素。理论上，本国市场规模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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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本土市场规模对企业“竞争优势”和“拓展意愿”的共同作用。

图2 收入分配演进、本土市场扩张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传导机制

因此，源于收入分配演变的本土市场需求变化对出口产品质量水平的影响是不确定

的。相对于“低层次和小规模”国内需求的“小国”，拥有“高层次和大规模”国内需

求的“大国”是否为本国产品质量升级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和竞争优势，从而铸就了

该国出口产品较高的国际竞争力呢？本文基于收入分配演进、本土市场扩张与出口产品

质量升级相关理论构建数理分析框架，通过对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探讨收入分配、

本土市场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内在关系，试图为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提供经验借鉴。

（一）方程设定

基于收入差距、本土市场与出口产品质量水平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的考虑，参

考Latzer和Mayneris（2014）的研究思路，我们构建如下的计量模型：

ititititititititit XPOPGDPPCGINIGDPPCGINIGINIQ   lnlnln 543
2

21
（1）

其中，Qit为第i个经济体第t年出口产品质量水平。出口产品质量较为抽象，不易测

度。国外方面，早期学者们经常用出口产品单位价值来近似替代出口产品的质量，其弊

端在于无法剔除产品质量以外其他影响价格的因素。Khandelwal（2010）认为出口产品

的质量除了垂直型因素以外，还取决于决定产品异质性的水平性因素，这些因素可以通

过市场份额加以反映，市场份额越大，产品质量则越好。Hallak和Schott（2011）根据

给定价格和各个产品所占的市场份额来估计产品的质量，这种度量质量的办法有模型依

据，其估计过程也比较的科学，因此这种方法成为质量度量的主要方法。Feenstra和

Romalis（2014）基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1984-2011年的SITC四位数出口数据估计了

52个最大贸易国1987、1997、2007年三个截面的出口产品质量。该方法是现有关于质量

估计的前沿。国内方面，施炳展、王有鑫和李坤望（2013）采用Khandelwal（2010）的

方法，对中国出口产品品质和决定因素进行分析。李坤望、蒋为、宋立刚（2014）采用

Fontagne等（2007）提出的相对出口单位价值方法，通过比较一国出口产品相对其他经

济体的单位价值量，衡量其产品相对品质。张杰、郑文平、翟福听（2014）利用2000-2006

年间中国海关数据，采用需求结构模型（DSM)以及多重工具变量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总

体上表现进行测度。这里我们采用Feenstra和Romalis（2014）的估计结果作为质量的

数量测度。为了与这三个截面数据相匹配，其他变量分别选择1983-1992、1993-2002、

收入分配

演变

本土市场

需求

出口产品

质量水平

价格效应

市场规模效应

竞争优势

拓展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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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12年的平均值作为1987、1997、2007年相匹配的变量，这样可以平滑短期数据

波动的影响并关注长期趋势。

其他变量的解释如下：GINIit为用基尼系数表示的收入差距；lnGDPPCit为以2005年

不变价表示的人均GDP的自然对数，反映了国民收入水平；lnPOPit为人口数量的自然对

数，反映了人口规模；lnGDPPCit和lnPOPit综合反映了本土市场规模；GINIit×lnGDPPCit

综合反映了收入差距和收入水平对出口产品质量水平的交互影响；Xit为影响出口产品质

量水平的其他因素；α代表常数项；εit为随机扰动项；i表示地区；t表示时期。

我们选择了能获得完整数据的48个经济体为研究对象，分别为瑞士、以色列、芬兰、

爱尔兰、奥地利、英国、瑞典、日本、法国、美国、丹麦、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加拿大、挪威、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智利、西班牙、尼日利亚、阿尔及利

亚、南非、匈牙利、墨西哥、斯洛伐克、哥伦比亚、捷克共和国、阿根廷、俄罗斯、土

耳其、菲律宾、伊朗、巴西、韩国、罗马尼亚、马来西亚、波兰、泰国、委内瑞拉、越

南、印度、中国香港、乌克兰、印尼、中国。样本即包括OECD等发达经济体，也包含了

金砖五国等新兴发展中经济体。

理论上，影响出口产品质量水平的基本要素除了本国消费者收入差距、收入水平和

本土市场规模所体现的需求因素以外，还有本国作为生产方的人力资本结构、研发投入

强度等供给因素，因此我们拟将这些供给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各变量描述如下表1

所示。

表1 变量描述

变量名及缩

写

变量解释
时期

因

变

量

出口产品

质量水平

（Q）

根据COMTRADE1984-2011年的SITC四位数出口

数据估计了1987，1997和2007年三个截面的出

口产品总体相对质量Q。数据来源于Feenstra

and Romalis（2014）的测算

（http://qje.oxfordjournals.org/）。

1987

1997

2007

自

变

量

收入差距

（GINI）

用基尼系数表示。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和

OECD（https://data.oecd.org/）。

1983-1992平

均

1993-2002平

均

2003-2012平

均

收入水平

（lnGDPPC）

以2005年不变价美元的自然对数表示。人均GDP

反映了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其反映了本国消

费者对质量的需求层次。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市场规模 以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表示。人口总量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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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POP） 本国的市场规模大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控

制

变

量

人力资本结

构

（EDU）

用高等教育入学率来表示，即大学入学人口占

学龄人口的百分比表示。人力资本是影响产品

质量升级的重要因素。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http://data.uis.unesco.org/）。

1983-1992平

均

1993-2002平

均

2003-2012 平

均

研发投入强

度

（RD）

以R&D投入占GDP的比重表示。研发的投入强度

是决定一国出口产品技术水平的重要因素。数

据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的最早可获

取年份为1996年。

1996

1997-2002平

均

2003-2012平

均

（二）实证结果

考虑到不同质量水平经济体的差异化表现，我们根据最近期质量水平的高低分为两

组，高质量水平的经济体（质量系数值＞1）和中低收入水平的经济体（质量系数值≤1），

分别对全体经济体 Qall（方程①和④），高质量水平的经济体 Qhigh（方程②和⑤）和中低

收入水平的经济体 Qlow（方程③和⑥）的数据进行了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考虑到不同收入水平经济体的差异化特征，我们在方程①②③引入收入差距和收入

水平的交叉项，探讨收入差距和收入水平对出口产品质量水平的交互影响并与没引入交

叉项的方程④⑤⑥进行比较。

考虑到不同经济体个体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地理等特征对统计结果的影响，

我们分别尝试了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模型、固定效应（Fixed Effect）模型和

混合数据普通最小二乘法（None）进行分析和比较。同时，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截面间异

方差性和截面间的同期相关性给估计结果造成了偏差，我们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

（Pooled EGLS）进行的估计，加权方式为截面加权（Cross-section Weights）。综上

所述，我们选择了拟合优度良好的分析结果列表如下所示。

表 2 收入分配、本土市场规模与出口产品质量水平的关系

因变量

自变量

Qall

①

Qhigh

②

Qlow

③

Qall

④

Qhigh

⑤

Qlow

⑥

常数项

-0.003

(-0.024

)

-0.506***

(-3.178

)

1.511***

(6.710)

0.521***

(5.737)

0.632***

(5.431)

1.097***

(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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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I
3.583

***

(6.724)

5.754
***

(8.252)

1.425
*

(1.836)

1.802
***

(3.902)

1.671
***

(2.867)

2.074
**

(2.708)

GINI2

-3.052***

(-5.426

)

-4.787***

(-6.658

)

-2.416**

(-2.376

)

-1.902***

(-3.431

)

-1.792***

(-2.725

)

-2.467**

(-2.271

)

GINI×lnGDPPC

-0.435
***

(-6.389

)

-0.641
***

(-5.832

)

0.480***

(4.345)

lnGDPPC
0.226***

(8.497)

0.304***

(7.675)

-0.147***

(-3.665

)

0.069***

(9.229)

0.059***

(6.257)

-0.013

(-0.468

)

lnPOP

-0.012
***

(-3.000

)

-0.023
***

(-4.217

)

-0.206
***

(-4.481

)

-0.017
***

(-3.415

)

-0.025
***

(-4.402

)

-0.153
**

(-2.277

)

EDU

-0.089***

(-3.115

)

-0.058

(-1.582

)

0.177***

(4.065)

-0.112***

(-3.459

)

-0.044

(-1.096

)

0.238***

(4.028)

RD

0.078***

(11.509

)

0.071***

(8.384)

-0.093***

(-3.427

)

0.083***

(9.862)

0.067***

(7.547)

-0.086**

(-2.628

)

Adjusted R2 0.900 0.878 0.897 0.837 0.850 0.747

F-stat 179.400 81.062 20.447 120.378 74.747 7.816

截面数 48 27 21 48 27 21

观测值 140 79 61 140 79 61

统计分析方法

Pooled EGLS(Cross-section weights)

None None
Fixed

Effects
None None

Fixed

Effects

注：系数估计值下面括号内的数字为t统计值，系数估计值旁边的***、**、*分别

表示在1％、5％、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结果。

方程①﹣⑥的拟合优度都达到 86%以上，且各个变量的显著性水平较高，表明方程

设定良好。根据表 2的实证分析结果，结合本土收入差距、收入水平、市场规模与出口

产品质量水平原始数据的散点图（见图 3）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存在一个相对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适度收入差距。方程①﹣⑥中 GIN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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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出口产品质量水平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呈倒 U型的演变轨迹，即

存在一个相对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适度收入差距。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由于

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创造”与“破坏”改变着社会和经济结构并影响着收入分配，这种

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但是，随着收入差距的进一步

扩大，让更多人处在财富分配的两个极端，将不利于产品质量改进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因此，只有培育形成颇具规模的具有一定消费能力和发言权的中产阶级，也就是收入相

对比较公平的橄榄形收入分配结构，而不是收入差距两极分化的 M形收入分配结构，本

土需求模式才能成为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驱动力。

第二，相对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适度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方

程①﹣③中收入差距和收入水平的交叉项 GINIit×lnGDPPCit的回归系数显著，也比忽略

交叉项的方程④﹣⑥的拟合优度更佳，表明对不同经济体而言，相对有利于出口产品质

量升级的适度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对全部样本的回归方程①显示人均

GDP 越高的经济体，最有利于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收入分配状况应该更为平均，而

方程②和③的系数刚好相反。这表明收入分配演变通过影响本土消费结构从而对出口产

品技术水平所产生的作用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呈现差异化的特征。当一个经济体总

体收人水平较低的时候，居民对高质量产品的消费能力有限，收入差距的扩大促进了部

分高消费群体的形成，从而激励企业的产品质量升级。但是，随着全社会收入水平的普

遍较高，高收入阶层需求开始转向以非标准化的个性产品为主，而中低收入阶层才是标

准化产品的主要购买者，此时收入差距扩大抑制了中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不利于产品

质量水平提升。总体而言，对发达经济体而言，控制收入差距，培育强大的中产阶级更

为重要；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适当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激励产品质量升级。

第三，相对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适度收入差距与出口质量水平密切相关。对

出口产品质量水平较高经济体的分析发现，方程②⑤中 lnGDPPC 的回归系数为正，而

lnPOP 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伴随着收入水平提高的本土市场需求层次升级比伴随着人

口增加的需求数量扩张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具有更为关键的意义。因为庞大的人口规模

所带来的国内市场丰富机会，可能导致厂商丧失向外“拓展意愿”，形成不利于出口产

品质量升级的因素。对出口产品质量水平较低经济体的分析发现，方程③和⑥lnGDPPC

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低质量水平的经济体的出口质量提升没

有积极的作用，适度收入差距比收入水平对本土需求驱动型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具有更为

关键的意义。

当然，强调本土需求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意义，也不能忽视供给因素对对出口产

品质量升级的作用。高出口产品质量经济体和低出口产品质量经济体人力资本 EDU 和研

发投入 RD 的回归系数符号刚好相反，表明对于高出口产品质量经济体而言增加研发投

入的作用更加显著，但对于低出口质量水平经济体而论，提高高等学校受教育人数的作

用愈加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高出口产品质量经济体在国际分工领域主要从事的是前沿

的质量改进，需要更多的研发资金用于科研探索；而低出口产品质量经济体在国际分工

http://baike.baidu.com/view/1871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045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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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主要从事的是模仿和追赶，更应提高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

图3 本土收入差距、收入水平、市场规模与出口产品质量水平的关系

数据来源：见表 1。

四、现实解析

理论分析表明出口质量水平和收入差距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并得到了跨国面板数据

的实证支持。那么，如何通过收入分配的调整优化出口产品质量水平呢？为了探讨此问

题，我们进一步求出口产品质量水平Q对收入差距GINI的偏导数并令其等于零，从而得

到GINI的最优解。

0ln2 421 

 GDPPCGINI
GINI
Q 

（2）

2

41

2－
ln


 GDPPCGINI 


（3）

显然，对于不同经济体或者同一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阶段而言，最有利于促进出口产品

质量水平提升的收入差距随人均 GDP 的变化而改变，是一个动态的变量。根据式（3），

基于表2方程②和方程③对高出口产品质量经济体和低出口产品质量经济体的实证结果，

并结合各国 2003-2012 年的人均 GDP，我们可以测算出 GINI 的最优值。GINI 的测算值

与实际值之差为正值表明存在收入差距扩大的空间，差距为负值代表应该减少贫富差距，

该差距指明了该国本着培育本土市场并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收入分配的调整方向

（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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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各经济体基尼系数测算值与实际值的对比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所得。

首先，最有利于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收入分配状况既取决于当前的基尼系数，

又受人均 GDP 的影响，存在一个适度的范围。鉴于此，以色列、英国、美国、智利、南

非、新加坡、墨西哥、哥伦比亚、菲律宾、巴西、越南、印度、印尼、中国应该适度降

低贫富差距，培育本土高质量产品的市场需求规模，以孕育出口产品的质量升级。

其次，最有利于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收入差距是一个动态的变量，随着经济发

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最优的收入差距将趋于缩小。这也与发展中经济体更关注增长而发

达经济体更强调分配的政策取向相吻合。实际上，相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发达经济

体的基尼系数普遍较低。随着人均 GDP 的逐年上升，降低贫富差距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的意义愈发显著。

最后，最有利于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收入差距对于低出口产品质量水平经济体

具有更为关键的意义。对于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由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

比较优势逐渐丧失而高质量水平产品的比较优势尚未形成，处于“比较优势真空状态”。

高收入阶层需求开始转向以非标准化的个性产品为主，而中低收入阶层才是标准化产品

的主要购买者，控制收入差距比提高收入水平对于利用本土市场培育出口产品竞争优势

的经济体更具意义。

五、结论

本文基于收入分配演进、本土市场扩张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相关理论构建数理分析

框架，利用 48 个经济体 1983-2012 年面板数据测度了其影响效应。

实证研究表明：首先，存在一个相对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适度收入差距，为

了让本土需求模式成为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驱动力，中国应该适度降低贫富差距。其次，

相对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适度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对于发达经济

体而言，控制收入差距，培育强大的中产阶级更为重要；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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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激励产品质量升级。再次，相对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适度收入

差距与出口质量水平密切相关，对于高质量水平经济体，本土市场的需求层次升级比需

求数量增加更具意义；对于低质量水平经济体，控制收入差距比提高收入水平更为重要。

当然，强调本土需求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意义，也不能忽视供给因素对对出口产品质

量升级的作用。

通过收入分配的调整，让本土消费者的需求升级成为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驱动力，

有助于充分发挥国内“市场优势”，调整并优化贸易结构，从而实现内需与外需的交互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国民福利改善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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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e distribution, home market expansion and export quality upgrading:

Evidence from 48 economies

Li Jing-rui

(Centre for BRICS Studies,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Commenc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520,China)

Abstract: We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distribution, home

market expansion and the quality of exports on 48 economies during 1983-2012.

By controlling for supply-side determinants of the quality of export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ndicate that the Gini coefficient and the export quality

has an “U” shape relationship. Which means it exists a relatively moderate

income gap in favour of export product quality upgrading. Moderate income gap

is different by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the developed economies,

to control the income gap helps to foster domestic vertical market size; for

developing economies, proper income gap is beneficial to promote export product

quality upgrading. Moderate income gap is also related to the level of quality

development, for high quality level economies, the upgrading of local market

demand level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increasing of demand amount; for low

quality level economies, controlling the income gap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enhancing the income levels for quality upgrading.

Key words: Income distribution; Home market effect; Export; Quality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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