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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经济效应的超边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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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兴起的原因及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建立了制造业和

贸易服务业的分工模型，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对贸易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分工现象进行了阐释和比较静态推演，预测了外贸

综合服务平台企业对地区经济结构和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了地区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条件、对策。研究表明：在

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兴起的影响因素中，入世带来的外部需求是根本原因，互联网基础设施改善引致的市场交易效率的提

高是重要原因，引致的外贸服务市场融资成本降低是促进因素，劳动力成本上升是诱因。外贸服务提供商的数量与中小

制造企业的数量取决于市场交易效率或企业的效用偏好，二者分工格局的形成受生产技术水平和企业效用偏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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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网络技术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当前我国外

贸服务业出现多个以提供外贸综合服务为主要业

务内容的新兴行业经济组织，其中以义乌区域国际

化综合贸易平台和深圳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为代

表。这些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提供的业务已经超越

了传统的中间商的业务范围，包括了订货、通关、退

税、融资、结算、物流等政府部门和商业机构的服

务，为外贸企业提供了办理进出口业务所需的全方

位服务[1]。2015年，作为唯一一个跻身进出口总额

前十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企业——深圳市一达

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其展现的外贸新业态引起业

内人士的广泛关注。从平台用户与平台服务提供

商双方的业务关系来看，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是一个

多功能的中间商，中小外贸企业将与贸易相关的非

核心业务委托给平台，而与贸易相关的核心业务则

保留在企业内，双方形成明确的分工关系。从双方

的法律关系来看，既有居间合同关系，也有委托代

理关系。那么，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因何而兴起，中

小外贸企业与平台企业的分工是如何形成的？在

我国加工贸易产业日渐式微的背景下它的出现对

我国的对外贸易和区域经济发展有何效应？在我

国大力开辟“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研究这个问

题具有现实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企业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假设创造财富的全

部活动都涉及某种合同形式，试图解释某些企业活

动通过市场协作更好而某些企业活动通过企业层

级进行更好。由于这些活动的特征不同，参与各方

采取的合同形式也不相同（威廉姆森，1975，1981；
科斯，1991）[2~4]，为了减少交易成本，相应匹配的合

同结构须与企业活动相协调（Kurt和Johann，2005）[5]。

企业业务外包以合同的形式存在，利用了市场协作，

它是企业把先前内部实现的活动签约给外部承接

者来完成的一种市场组织形式（Domberger，1998）[6]。

企业的部分业务外包导致生产活动范围缩小，形成

生产活动的聚焦。当前中小型外贸企业将其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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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聚焦于核心业务而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外贸

综合服务平台时，就生产贸易环节的“做和买”进行

了决策，但这只能解释中小外贸企业在现有交易成

本条件下进行了最优决策，并不能解释外贸综合服

务平台作为一种经济组织为什么会出现。由于专业

化与分工水平在交易费用经济学中不是内生变量，

新古典的交易费用经济学不能从分工视角解释专

职接包企业这一经济组织出现的机理，也就不能解

释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对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含义（庞

春，2010）[7]。新兴古典经济学引入交易费用和生产

的学习成本，将专业化水平和市场容量内生，复活

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思想，在这一点上，选择其来解

释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企业的出现机理及对经济结

构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将会更有力。

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依托电子商务为平台开展

业务，本质是跨境电商，有关电子商务的研究结果

也适用于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由于电子商务涉及

到网络决策，斯密框架内网络决策的超边际分析对

于理解电子商务现象是不可或缺的[8]。目前有关网

络电商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可分为两类范式，一

类以理论模型为主，主要以新兴古典经济学为理论

基础，使用超边际分析方法研究。数学形式上超边

际分析包括全部非经典的允许角点解的数学规划，

这种分析方法在1950年代由数学家开发并被Koop⁃
man、Arrow等人在 1950—1960年代应用于经济学，

将超边际分析和思密的分工框架相结合就于 1980
年代产生了超边际经济学，在此基础上杨小凯

（1991）提出劳动分工的超边际分析法，后经文玫

（1996）发展使之得以在更为一般的条件下运用 [8]。

超边际分析的逻辑如下：经济中的决策分为两类，

一类是分配资源多少给预先决定的经济活动，这类

决策是边际决策，一类是分配资源到哪种经济活动

的决策，这类决策是超边际决策。人们在经济活动

决策时，先将不同选择的可能的成本和收益作比

较，权衡后选择总效用最大的那一种经济活动。经

济决策的超边际分析分为三个步骤：首先，利用文

定理排除不可能为最优的角点解①；其次，对剩下的

每一个角点解用边际分析求解，求出每一个局部最

优值；最后，比较各角点解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

从而产生整体最优解。

Mei（2004）[9]研究了电子商务对生产率和经济

结构的影响，发现由于专业化生产和更高贸易水平

的网络设施共享的原因，电子商务能提高其他部门

生产率和贸易依赖，网络部门的发展降低电子商务

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并引起经济结构波动。陈怀

平和张强（2010）[10]从专业化分工角度研究了企业内

服务共享的经济学机理及益处，发现公司内部服务

共享的组织创新能够使公司加强核心业务的竞争

力。李立祥等（2012）[11]从交易、支付、物流服务分

工的角度建立电子商务模式决策模型，采用 La⁃
grange乘子法和超边际分析法求解，发现只有当专

业化经济程度足够高并且管理费用系数充分小时，

电子商务的交易、支付、物流服务才会由企业自给

自足模式演进到完全分工模式，并导致处于电子商

务产业顶层位的第三方平台（淘宝、支付宝等）出

现。江永宏、汪江、赵永亮（2015）[12]基于 Becker-
Murphy的模块化分工理论阐述了外贸综合服务业

出现的原因及意义，认为中小企业将外贸服务外包

有利于外贸流程服务分工深化和价值提升，促进外

贸服务业的知识增长。

另一类研究范式以实证分析为主，研究对象为

互联网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由于外贸综合服务平

台以互联网作为业务运营的技术工具，互联网与国

际贸易的关系也因此与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有关。

王健（2005）[13]是国内较早研究中国外贸企业应用互

联网的学者，分别在1999年、2000年和2004年三次

对外贸企业的电子商务现状进行了调研和统计分

析，发现当时的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外贸企业从事

商务活动的基础设施，企业网络应用的目标也呈多

样化趋势，不同类型的企业对网络的商业价值和商

业应用的认识程度不同，但对网络的应用还主要停

留在管理效率提升和市场信息获取方面。生产型

企业更注重网络在内部管理上的价值而贸易型企

业更注重网络提供的贸易机会的价值，整体来说，

限于当时的技术和投资等多方面因素，互联网在外

贸企业的应用程度不高，其商业价值还没有被充分

发掘。Moodley（2002）[14]、Freund等（2004）[15]、Bojnec
等（2009，2010）[16~17]、Clarke等（2006，2008）[18~19]、何勇

和陈新光（2015）[20]、Salmani等（2013）[21]、Lin(2015)[22]
分别以网络主机数量、互联网用户数量、互联网接

入等方面的指标研究了互联网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发现了互联网应用扩张与国际贸易存在正向关系。

与上述实证研究不同的是本文采用理论模型

的分析方法，与已有理论模型的研究不同的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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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小外贸企业之间进行核心业务与非核心业务

进行分工的视角研究中小外贸企业外部的贸易服

务共享，将研究聚焦于综合服务平台出现的经济机

理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由于外贸综合服务平

台功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研究过程中既不将外贸

综合服务平台的业务承包视为一种国际贸易模式，

也不仅仅将其视为一种跨境电子商务模式，而是将

其视为国际贸易分工蘖生的一种经济组织，分析其

生发机理及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促

进深层次参与国际分工的建议。

二、中小外贸企业与综合服务平台的分工模型

（一）模型假设

整个社会有M个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

（中小外贸企业），其集合为连续统，每个企业的禀

赋和时间禀赋完全相同，不存在外生比较优势。作

为生产者，企业既可以选择自己独立完成所有的生

产与贸易服务环节，也可以选择将部分生产或贸易

服务环节发包，留下核心的业务部分，还可以选择

承接其他企业的外包项目，完成产品或服务的一个

或几个价值链环节；作为消费者，企业既可以自己

消费自己的生产与贸易服务，也可以选择向专业生

产者与贸易服务商购买产品或贸易服务。外贸货

物的生产流通包括两个环节：生产与贸易服务，这

两个环节使得最终产品的价值得以实现。 x、y 为

每个企业的产品生产和贸易服务的自足自给量，

xd 、yd 为产品生产和贸易服务的购买量，xs 、ys 为

产品生产和贸易服务的供给量。中小外贸企业效

用的获得来自于对产品和贸易服务的消费，假定企

业的效用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则企业的决

策问题为：

ì

í

î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
ï

max
x,y U =(x + kxd)α(y + kyd)1 - α

s.t. x
p = x + xs = lax

y
p = y + ys = lby

a > 1,b > 1
lx + ly = 1
pxx

s + py y
s = pxx

d + py y
d

x,xs,xd,y,ys,yd, lx, ly ≥0

（1）

其中，k为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kxd 、kyd 为

单个企业从产品生产和贸易服务的购买中收到的

数量，α和1 -α分别为产品消费和贸易服务消费的

贡献份额。k的值与基础设施条件、城市化程度、运输

条件以及一般的体制环境有关（杨小凯，2003）[23]。 x
p

和 y
p 分别表示产品和贸易服务的生产量，xs 和 ys

为产品和贸易服务的售卖量，li 是企业用于生产

i( = x,y)的劳动量，也是生产 i的专业化水平，pi 为商

品 i的价格，a和b表示生产或贸易服务的技术水平。

（二）模型的超边际分析

根据文定理及预算约束和正效用要求可知必

须考虑的0与正值变量的组合即模型的决策模式共

3个。

1. 工贸一体化经营模式A。这种模式下外贸

产品的生产与贸易全部在中小外贸企业内部进行，

产品的生产、通关、货款结算、运输、核销退税等业

务环节全部由外贸企业独自承担，不进行分包。模

式A意味着 x,y, lx, ly > 0 ，xs = xd = ys = yd = 0 ，生产和

贸易服务全部买卖量为0而自给量为正。A模式的

决策问题为：

ì

í

î

ï
ï
ï
ï

max
x,y, lx, ly

U = xαy1 - α

s.t. x = lax
y = lby
lx + ly = 1

（2）

模型的最优解

lx = aα
aα + b(1 -α) ，ly =

b(1 -α)
aα + b(1 -α) ，

x = é
ë
ê

ù
û
ú

aα
aα + b(1 -α)

a

，y = é
ë
ê

ù
û
ú

b(1 -α)
aα + b(1 -α)

b

，最大效用值也

即企业真实收入为：

u(A) = é
ë
ê

ù
û
ú

aα
aα + b(1 -α)

aα

∙é
ë
ê

ù
û
ú

b(1 -α)
aα + b(1 -α)

b(1 - α)

2. 分业经营模式 x / y。这种模式下中小外贸企

业专业生产并售卖产品，不参与产品贸易服务活动，

转而向其他企业购买产品的通关、货款结算、运输、

核销退税等贸易服务，可称为制造专业化模式。模

式 x / y 意味着 x,xs,yd, lx > 0 ，y = xd = ys = ly = 0 ，贸易

服务的自给量为 0而买卖量为正。模式 x / y 的决

策问题为：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max
x,xs,xd U = xα(kyd)1 - α

s.t. x + xs = lax
a > 1
lx = 1
py y

d = pxx
s

（3）

最优解 xs = 1 -α ，yd = px(1 -α)
py

，企业真实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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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x = aαé

ë
ê

ù

û
ú

kpx(1 -α)
py

1 - α
。

3. 分业经营模式 y / x 。这种模式下中小外贸

企业不参与生产，产品交由其他企业专业化生产，

本企业向其购买，可称为贸易服务专业化模式。 y / x
模式意味着 y,ys,xd, ly > 0 ，x = xs = yd = lx = 0 ，产品生

产的自给量为0而买卖量为正。模式 y / x的决策问

题为：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max
y,ys,yd U = y1 - α(kxd)α
s.t. y + ys = lby

b > 1
ly = 1
pxx

d = py y
s

（4）

最 优 解 ｙs =α ，xd = αpy

px

，企 业 真 实 收 入

uy =(1 -α)(1 - α)é

ë
ê

ù

û
ú

kαpy

px

α

。

（三）模型的一般均衡与比较静态分析

由于6个决策变量的最优解在各个模式之间是

不连续的，单个的消费者－生产者必须比较三个局

部最大效用值才能决定最优角点解。

令 k0 = ìí
î

ï

ï

(aα)aα[ ]b(1 -α) b(1 - α)

[ ]aα + b(1 -α) aα + b(1 - α)∙ ü
ý
þ

1
αα(1 -α)1 - α

12α(1 - α)
为

市场的临界交易效率。如果 k < k0 ，意味着 ux < uA

及 uy < uA ，企业将选择模式A，如图 1；如果 k > k0 ，

并且 px /py = k2α - 1 ，此时两种分业经营模式的效用值

相等但均大于工贸一体化经营模式的效用值，企业

会选择分业经营模式中任意一个进行经营，如图2。

图1 工贸一体化经营模式

图2 分业经营模式

记M个中小外贸企业在分业经营模式 x / y 和

y / x 的分工结构为D，My 和 Mx 分别为从事专业化

产品生产和贸易服务的两类企业的数量，则D的市

场出清条件为
px

py

= α1 -α ，
My

Mx

= k2α - 1(1 -α)
α

，可得如

下命题。

命题 1：市场交易效率是决定中小外贸企业是

否选择专业化从事贸易服务业和制造业的重要条

件。如果 k > k0 ，中小外贸企业选择分业经营贸易

服务业或制造业；如果 k < k0 ，中小外贸企业选择工

贸一体化经营。

命题 2：市场出清时企业的效用偏好决定产品

与贸易服务的价格比。市场交易效率和企业的效

用偏好共同决定了中小外贸企业中选择分业经营

的企业的数量分布。

证明：分工结构D的模式下，市场达到均衡时，

如果 α > 1/2 时，px > py ，Mx >My 。由于 α为企业消

费产品时获得的效用份额，1 -α为企业消费贸易服

务时获得的效用份额，消费组合中某一产品贡献的

份额越大则表明企业对该产品越偏好。 α > 1/2 意

味着企业从产品消费中获得的份额超过从贸易服

务消费中获得的份额，比较而言企业更偏好产品消

费，对产品的需求超过了对贸易服务的需求，故市

场上的产品价格高于贸易服务的价格，选择分业经

营x/y模式的企业数量多于选择分业经营y/x模式的

企业数量。若 α < 1/2 ，则 px < py ，Mx <My ，意味着

企业比较偏好贸易服务的消费，贸易服务的价格高

于产品价格，市场上选择分业经营 x/y模式的企业

数量少于选择分业经营 y/x模式的企业数量。若

α = 1/2 时，企业对产品消费和贸易服务消费同样偏

好，市场上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相等，两种分业经营

模式的企业数量也相等。

由 My Mx 的表达式可知，分工后贸易服务提供

商的数量与制造商的数量对比取决于市场交易效

率以及企业效用偏好，有：

d(My /Mx)
dα

= k2α - 1[ ](1 -α)ln k - 1
α2 < 0 ;

d(My /Mx)
dk

= 1 -α
α

(2α - 1)k2(α - 1)

可知 α 与服务贸易提供商的数量和产品制造

商的数量的比值成反比，Mx 上升时 My 相对于 Mx

下降，α 下降时 My 相对于 Mx 增加；α > 1/2 时 k 的

提高进使得 My 相对于 Mx 增加，k的下降使得 My 相

对于 Mx 下降，α < 1/2 时k的提高进使得 My 相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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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 下降，k的下降使得 My 相对于 Mx 增加；α = 1/2
时k的变化不影响 My 与 Mx 的比值。证毕。

命题1表明市场交易效率是影响产品生产和贸

易服务的专业化分工能否形成的关键因素，命题 2
表明市场价格的变化由企业效用偏好决定，市场结

构的变化由企业效用偏好与交易效率共同决定。

因此有如下推论：

推论 1：当中小外贸企业的效用发生变化对贸

易服务消费的偏好增加时，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向贸

易服务业，反之则反。分工均衡的条件下，当中小外

贸企业的效用比较偏好贸易服务时，交易效率的增

加使得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向贸易服务业，交易效率

的下降导致劳动力从贸易服务业回流；当中小外贸

企业的效用比较偏好产品时，情况相反。如果企业

偏好是中性的，交易效率变化不影响劳动力流向。

由于 b、α 的变化对临界交易效率 k0 的影响不

够直观，取 a = 2 、b = 4 、α ∈(0, 1) 进行数值模拟考

察 α 如何影响 k0 ，得到图 3；取 b ∈(1.2, 2) 、a = 2 、

α ∈{ }0.2,0.4,0.6,0.8 考察 b如何影响临界交易效率

k0 ，得到图4。

图3 企业效用偏好对临界交易效率的影响

图4 贸易服务技术水平对临界交易效率的影响

从图3可以看出企业效用中产品贡献份额 α较

大或较小时，临界交易效率 k0 比较小，而当 α 的值

居中时，k0 比较大，因此企业效用有明显偏好时，市

场交易效率较有可能超过临界交易效率，形成制造

商和服务贸易提供商的分工格局，反之当企业效用

的偏好不明显时，分工格局的形成较为困难。从图

4可以看出，不管企业效用的偏好如何，随着b的增

加，k0 呈递减趋势，由于 b代表贸易服务技术水平

的先进程度，故贸易服务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 k0 下

降，现有交易效率条件下更有可能形成制造商和贸

易服务提供商的分工。因此有命题3。
命题 3：贸易服务技术水平进步降低了分工所

需的交易效率临界值，现有交易效率下更容易形成

中小外贸企业分业经营产品生产或贸易服务的分

工格局。中小外贸企业的效用对其中一种消费比

较偏好时，分工所需的临界交易效率较低，容易形

成制造商与贸易服务商的分工格局；中小外贸企业

的效用对两种消费的偏好接近时，分工所需的临界

交易效率较高，要形成制造业和贸易服务业的分业

经营模式，需要较高的市场交易效率。

三、分工模型的应用：以一达通外贸服务有限

公司为例

（一）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的兴起过程

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是为中小外贸企业提供贸

易服务的互联网企业，平台业务的本质是提供外贸

易中介服务。改革开放后贸易中介服务在我国长

期存在，但功能比较单一，局限于传统业务范围内，

为小型进出口企业提供开证、融资、报关、物流、核

销、退税等代理服务。大中型的外贸企业往往自行

设置进出口部门办理外贸业务及手续，不需要外贸

代理服务。2004年外贸审批制改为登记备案制，进

一步放宽了外贸行业的准入门槛，成千上万的中小

企业和个人得以进入外贸领域，行业竞争程度空前

提高。同一时期，网络技术的进步使得电子商务和

电子政务得到极大发展，政府和各行业企业建设了

各种各样的业务平台和管理平台，外贸企业可以使

用平台系统的身份识别在线完成各种繁琐的进出

口业务手续。这一阶段的政务平台已经开始集成

联网，平台内的政策和业务管理的信息沟通开始透

明化。其直接影响一是平台用户节约了办理手续

的时间，缩短了生产前的准备时间和生产后的交付

时间；二是由于办理贸易手续的工作量减轻，企业

可以缩减劳动成本；三是由于大量的中小企业甚至

个体户加入到外贸行业，生产和交易的增加引起对

外贸资本的需求增加。这样平台用户的扩散意味

着生产扩大、成本节约、融资需求增加，但是由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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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普遍存在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实，生产的扩大

与资本的需求之间存在的矛盾对于中小企业而言

是难以克服的困难，是中小企业经营活动中一个难

以突破的瓶颈。

在良好的电子政务设施和电子商务设施作基

础上，以义乌和深圳两地为代表的外贸综合服务平

台开始出现。部分中小外贸企业开始使用一达通

的平台服务，但由于用户不多的缘故，一达通一直

到 2007年都处于亏损状态。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

危机爆发，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外客户付款困难，

国内出口企业生产资金匮乏，一达通服务的中小外

贸企业又无法从银行获得打包贷款，一达通将平台

用户的贷款需求打包向中国银行申请贷款再拨付

给各中小外贸企业，解决了这些企业的融资难问

题，于是一达通的客户当年出现爆发式增长[24]。

（二）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兴起的原因分析

1. 扩大的外贸市场需求是外贸综合服务平台

出现的根本原因

斯密-杨定理表明供给和需求是分工的两个侧

面，分工的形成依赖于市场的扩大，而分工的形成

又进一步促进了市场容量的扩大（Cheng和Yang，
2004）[25]。一达通外贸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这个时间节点正值中国加入WTO，入世给中国

带来了贸易规模、增速、结构、地位等方面的变化，

扩大的进出口交易形成一个巨大的外贸市场，为国

民经济在外贸行业的社会分工提供了经济基础，扩

大的市场容量也成为专业的外贸服务提供商成长

的土壤。2001年中国外贸总额为5097.7亿美元，外

贸经营主体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制的 2004年达到

11547.4亿美元，是入世前一年贸易规模的2.3倍[26]，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 2008年为

25632.6亿美元，是2001年的5.03倍，到阿里巴巴收

购一达通公司的2012年中国外贸总额已达38667.6
亿美元，是入世当年的 7.59倍②。伴随着中国成为

“世界工厂”的成长历程，以一达通外贸服务有限公

司为代表的外贸综合服务平台这种外贸行业的劳

动分工组织由成立成长到崛起，2012年中国跨境电

商交易规模2.25万亿元，2015年为6.3万亿元③。

2. 互联网基础设施提高社会交易效率是外贸

综合服务平台兴起的重要原因

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降低了外贸

服务市场的监管成本和交易成本。从宏观上讲，互

联网传输技术的低成本将大大降低包括搜寻、签

约、监督的市场交易成本，网络通过对交易成本的

影响而改变产业结构，改变企业内部结构和规模，

提高政府管理国家的效率，因而互联网能提高全社

会的经济效率，引发了创新外溢（Thijs ten Raa，
2012）[27]。从微观上讲，互联网存在实时性、互动性、

跨越性、连结性、认证性和个性化六个特征，这六个

方面的特征能降低企业交易的不确定性，使得交易

前的搜寻、议价、缔约成本降低，事后的执行成本、

监督成本降低(薛靖，2006)[28]。一达通公司诞生于互

联网勃兴之后，兴起于金融危机之时，客户的真实

外贸业务通过一达通提供与各监管部门和服务企

业相连通的在线业务平台办理，提高了外贸业务透

明度，降低了监管方、服务方与客户自身的信息不

对称程度，使得外贸服务市场的监管成本和交易成

本都得到了降低。

互联网降低了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的资产专用

性，也降低了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参与劳动分工时被

机会主义行为“敲竹杠”的风险。互联网的电子交

易市场使得资产的所有者或是潜在的未来使用者

都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更多的关于这项资产的

用途及所有者、使用者的各项相关信息，提高了一

项资产用于别的用途或者找到新的使用者的可能

性，从而降低了资产的专用性。从综合服务平台提

供的融资服务和外贸代理服务来看，面对同质的客

户群体（中小外贸企业），其提供的服务是高度同质

的，这决定了其服务的提供具有规模经济优势，也

决定了综合服务平台的资产专用性是相当低的。

这两种业务项目的开展过程中，由于综合服务平台

和各监管机构及服务方联系紧密，服务达成的可预

见性也比较高，因而提供这两种服务效果的不确定

性是比较低的。在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外贸综合

服务平台以外贸行业的分工者角色参与社会分工

时被其客户的机会主义行为“敲竹杠”的风险程度

降到了最低。

外贸综合服务平台降低了中小国际贸易厂商

的学习成本。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由于信息交换机

制的落后，以及国际市场的特殊复杂性，国际贸易

停留于建立在贸易人员经验决策及人员交往基础

上的主观型贸易阶段，大多数中小企业只能依靠代

理销售产品。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使外贸从业者有

可能把主观型贸易转变为基于计算机理性决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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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程序办理的客观型贸易，从而让更多的中小企

业无须准备太多的专业贸易技能就直接进入国际

市场。对于制造型的中小企业来讲，利用外贸综合

服务平台将本身不擅长的贸易服务进行外包，降低

了自身的运营成本，也节省了外贸出口专业技能学

习的成本，有利其聚焦于核心业务（陈铭，2003）[29]，

对于贸易型的中小企业来讲，正好发挥专业贸易技

能的分工比较优势，承接制造型中小企业的业务外

包，逐渐转化为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型的经济组织。

在上述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由命题1可知，

互联网基础设施降低了社会临界交易效率 k0 ，提高

了社会交易效率 k ，当 k > k0 时，形成了外贸制造业

和服务业分工的重要条件，因而是外贸综合服务平

台兴起的重要原因。

3. 中小外贸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是外贸综合

服务平台有力地促进因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加深了中小外贸企业的

融资需求，一达通的融资中介服务使得用户规模爆

发式增长，公司经营扭亏为盈。一达通外贸服务有

限公司以可以追踪的真实业务为背景，降低了银行

与中小外贸企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降低了坏帐的

可能性，这说明以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为中介提供的

小额融资市场要比银行直接向中小企业融资的市

场效率更高，平台企业的介入提高了小额融资市场

的帕累托效率。从信息对称的这个角度上讲，外贸

综合服务平台是降低银企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介，

有助于融资市场的帕累托改进，也有力地促进了自

身兴起。

4. 劳动力成本上升迫使中小型外贸企业外包

进出口手续是重要诱因

从外贸体制改革伊始到中国入世，在劳动力成

本比较低的时候，企业宁愿雇佣专职员工设立专门

部门办理进出口业务手续，不愿意使用外贸代理服

务，以避免商业秘密泄露、沟通不畅等信息不对称

导致的问题，进出口业务办理模式是外贸企业贸易

服务的自给自足模式。当互联网大规模使用后，作

为一种生产工具使得企业与客户间、企业与政府间

的直接与间接沟通成本大为降低，进而通过交易成

本的影响改变企业规模、企业结构、产业结构，提高

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王宇和黄少安，2003）[30]。尤

其当其减轻了平台上企业与客户间、企业与政府间

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后，无论是平台业务的融资还是

外贸出口业务手续外包，交易效率都高于企业自行

办理的自给自足效率。而当劳动力成本也上升后，

即便是大的外贸企业雇用专职员工设立专门部门

办理出口业务手续不再是经济的④。于是企业采用

外贸代理业务的外部交易市场代替企业内部的劳

动力市场，将核心业务生产留于企业内部，将非核

心业务贸易服务外包给外贸综合服务平台，这样外

贸综合服务平台和外贸生产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分

工就形成了。

四、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兴起的经济效应

就中小外贸企业与贸易服务提供商形成分工

格局的经济效应作如下命题。

命题 4：外贸行业的市场容量随着分工水平提

高而扩大。

随着市场交易效率的改善，专业化分工后出现

了产品生产和贸易服务的两个市场。自给自足模

式A下，对产品和贸易服务的外部需求和供给为0；
在分工模式D下，对产品和贸易服务的需求和供给

由于分工出现而增加为一个正值；自给自足模式A
下，产品和贸易服务的市场个数为 0，分工模式D
下，产品和贸易服务的市场个数变为2个，生产和贸

易服务的市场网络规模扩大了。当分工跨越国界

时，市场也跨越了国界，类似于一达通这样的跨境

电商将获得越来越多的营业额，最终成为一种服务

型的跨国公司。

命题5：当分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时，产品生产

和贸易服务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产品制造水平

和贸易服务水平趋近于世界水平。

产品生产和贸易服务的劳动生产率随着专业

化分工而增加，每个企业的内生比较优势增加。分

工后每个专业化生产经营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

分工前的 é
ë
ê

ù
û
ú

aα
aα + b(1 -α)

a - 1
（<1）增加到 1，贸易服务

的劳动生产率从分工前的 é
ë
ê

ù
û
ú

b(1 -α)
aα + b(1 -α)

b(1 - α) - 1
（>0）

下降到 0；每个专业化贸易服务的企业的劳动生产

率从分工前的 é
ë
ê

ù
û
ú

b(1 -α)
aα + b(1 -α)

b(1 - α) - 1
（<1）增加到 1，生

产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从分工前的 é
ë
ê

ù
û
ú

aα
aα + b(1 -α)

a - 1
（>

0）下降到0。中小外贸企业和外贸服务商出于禀赋

考虑各自选择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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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自的领域越来越熟练，整个社会的生产率越来

越高。当分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时，贸易服务生产

率水平将趋近世界水平。

命题6：交易对象、产品种类和贸易服务类型增

加，形成制造业集聚和贸易服务业集聚，随着网络

设施技术的进一步提高，新型外贸服务业兴起，在

现代服务业中的比重越来越高。

分工使得两类企业的交易标的从 0个变为 2
个，交易对象从 0变为1，分工也使得生产贸易一体

的M个企业解体为 Mx = αM
k2α - 1(1 -α) +α 数量的生产

企业和 My = (1 -α)Mk2α - 1

k2α - 1(1 -α) +α 数量的贸易服务企业，数

量减少了，生产和贸易服务的提供由分散转为集

中，形成产业集聚，外贸企业的横向一体化程度加

深，纵向一体化程度下降。分工前社会存在众多的

产品生产和贸易服务一体化的企业，每个企业自行

融资、生产、运输、通关、核销、退税、货款结算，随着

基础设施和经营制度完善，一部分企业从生产贸易

服务一体化的经济中分离出来，专业化从事产品的

贸易服务活动，一部分人也从制造业中转移到外贸

服务业中，形成一个外贸服务的从业群体。随着包

括网络在内的基础设施和外贸管理体制的进一步

完善，外贸综合服务平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带来

的成本优势显现，越来越多的生产企业将贸易服务

发包给平台型企业，贸易服务行业内又派生出许多

细分行业，外贸服务业占现代服务业和国民经济的

比重越来越高。

五、进一步讨论分析

就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从贸易服务业中衍生的

经济机理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进一步的讨论

分析。

1. 贸易便利化措施是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重

要因素，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的发展壮大要求推动贸

易便利化改革。贸易便利化改革包括两部分的内

容：基础设施硬件和软件环境。基础设施硬件方面

主要是港口和道路等交通网络设施，在软件环境方

面，主要包括金融机构、海关和检验检疫监管、信息

技术应用、国际标准等[31]。简化通关手续、提高港口

效率、遵守国际标准等手段的共同作用，可以降低

贸易商的物流成本，而遵守国际标准可以有效降低

非关税壁垒，有证据表明贸易产品和服务的长期标

准化对我国的贸易总规模有正向的影响作用[32]。因

此要采取鼓励措施向企业积极推广产品和物流、金

融等服务的国际标准。

2. 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只是中小外贸企业参与

国际分工的一个有效途径，要素禀赋结构才是中小

企业参加国际分工的固有因素。一国参与国际分

工应该根据本国现有的要素禀赋条件，这种先天的

要素禀赋形成的比较优势是外生的，但随着分工的

开展和深入，本国工人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和管理

水平的提升、生产技术的进步，外生的比较优势逐

渐向内生的比较优势转化，本国开始获得专业化分

工的好处。反映在分工模式D中，就是代表生产技

术水平的指数 a和代表贸易服务技术水平的指数 b
变大，参与分工的国家同等时间内获得更多的劳动

价值。因此，一国或地区参与国际的产业分工必先

考虑本地的要素禀赋结构，并根据分工程度动态地

看待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

3. 生产技术水平进步和贸易服务水平提高是

推动产业分工深化和升级的关键因素。从前文的

分析可知交易的临界效率 k0 与代表生产技术水平

的指数 a和代表贸易服务技术水平的指数 b有关，

而且随着 a、b的增大 k0 逐渐变小，社会在现有交易

效率条件下越来越容易跨过产业分工的门槛，在制

造业内部和贸易服务业内部形成新的产业部门和

进一步的分工。当社会分工继续演化，新的产业内

部又进一步分工，新部门的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

高，使得 a、b进一步增大，如此周而复始的分工演

化，制造业和贸易服务业逐渐升级。因此，落后国

家或地区积极寻求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既要依靠

成熟技术的模仿和应用，更要重视科技研发和投

入，避免“后发优势”沦为“后发劣势”。

4. 专业化技能人才的培养是参与国际分工的

重要保证。索洛模型证明人力资源是经济增长的

重要源泉，H-O模型证明人力资源是一国的要素禀

赋，熟练的产业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熟悉国际贸

易规则与惯例的管理经营人员是后进国家利用国

际分工获得“后发优势”赶超先进国家的人力保

障。熟练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专业技能人才提高单

位产品或服务的劳动强度，相同时间内创造出更大

劳动价值，获得较多的国际分工利益。

5. 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便利化是参与国际

分工的重要条件。现有的市场交易效率k与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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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条件、运输条件等有关[23]。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

也是贸易便利化的内容，可以节约产品进入国际市

场的物流时间，减少外贸货物运输的物流成本、贸

易商出行的时间成本、国际商业沟通成本，创造了

良好的营商环境，提高地区供应链竞争力。地区公

共基础设施越便利，市场交易成本越低，外资企业

和民营资本越有可能进入，产业集聚越有可能发

生，产业分工的格局也越有可能形成。发展中国家

的基础设施是国内市场狭小之外导致网络电信扩

散缓慢的障碍[33]，而网络电信扩散缓慢又是以网络

为重要媒介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6. 贸易服务业内部的进一步分工需要进一步

降低分工的临界交易效率 k0 ，设立自由贸易区是降

低 k0 的贸易制度创新，有利于形成一国或地区的新

的经济增长点。市场容量与分工是一个硬币的两

个侧面，足够大的市场容量是分工的前提条件，分

工进一步扩大市场容量[8]。自由贸易区放松了行政

和业务监管，成为贸易交换关系的集中地，园区内

企业面临的是比国内市场容量大得多的世界市场，

大的市场诱发区内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金融、贸

易、咨询、租赁等现代贸易服务业的世界分工与合

作，形成贸易服务业的集聚。伴随着国际范围内的

扩散与回波效应，贸易服务业集聚的地区会形成一

国或地区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建立模型讨论了外

贸综合服务平台兴起的经济现象，梳理了外贸综合

服务平台兴起的历史，揭示了制造业与贸易服务业

分工的原理，预测了贸易服务业分工的经济效应和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的市场交易效

率低于临界交易效率时，一般均衡的结果为中小外

贸企业贸易服务的工贸一体化模式；市场交易效率

超过临界交易效率时，一般均衡的结果是为中小外

贸企业的分业经营模式。分工均衡的条件下，市场

交易效率增加时或者企业效用中对贸易服务的偏

好更甚于产品的偏好，贸易服务提供商的数量增

加，制造商的数量减少；情况相反时，贸易服务提供

商的数量减少而制造商的数量增加。贸易服务的

技术水平进步，企业效用中对产品或贸易服务两种

类型的消费偏好明显，容易形成制造商与贸易服务

商的分工格局。贸易服务专业化后市场容量扩大，

产品生产和贸易服务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交易对

象、产品种类和贸易服务的类型增加，形成制造业

集聚和贸易服务业集聚。根据结论，本文提出参与

国际分工的如下对策建议：

1. 推进自由贸易区内各类政策试点。在业务

内容方面，重点探索各项生产服务类型的业务，如

免税物流、离岸贸易 、离岸金融 、离岸外汇 、国际转

口、仲裁以及租赁、广告、展览、认证注册、跨境电商

等。在业务管理体制方面，试点进行包括投资和贸

易便利化措施在内的服务业对外开放监管制度改

革创新，降低各项业务的交易成本，使得区内企业

获得明显的交易效率优势。

2. 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跨境电商平

台建设。为消除网络扩散障碍，政府应该采取多种

措施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使基础

设施投资来源多元化，改革电信业业务管理体制，

打破国有企业垄断网络电信的市场格局，进一步改

善网络设施条件。鼓励国内过剩资本投资跨境电

商，走出去和海外电商合作，将部分国内目前条件

下不能提供的服务功能外包给国外电商，优化本国

跨境电商的供应链管理。

3. 推动出口产品标准化、进出口货物监管流程

标准化、贸易服务标准国际化，学习并遵循国际规

则与惯例。出口产品和贸易服务标准化短期内会

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和政府的行政监督成本，但长期

内会使世界市场标准对本国产品的进入壁垒消失，

帮助本国厂商获得更多的国外市场，推动本国厂商

与世界同行展开竞争。

4. 加强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科技研发与投入，

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外贸发展走质量效益型

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当前由于西方国家在大多数

的工业领域处于技术领先地位，产品标准和工业技

术标准也由其制定，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内推行符合

西方经济技术规则的标准化措施，会面临国外同行

厂商的强有力竞争，因此要激励工业企业与贸易服

务企业在模仿外国工业技术标准的基础上加强科

技研发与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争取由世界市

场标准的跟随者成为主导者。

5. 扩大对职业教育的支持与投入，培养各类专

业技术人才和产业工人。国民经济各行业的繁荣

需要大量的技能型人才作为劳动力投入，而技能型

人才的培养主要依赖于职业教育。为此需要积极

扩大职业教育的对象范围，变革职业教育办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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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放开职业教育准入门槛，增加职业教育投入，支

持职业院校培养一大批符合分工需要的产业工人

和经营管理人才。

注 释：

① 文定理：最优决策从不同时买和卖同种产品，从不同时买

和生产同种产品，最多卖一种产品。

② 数据来源于国研网统计数据库。

③ 数据来源为《2015—2016中国出口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报

告》《2015—2016中国进口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报告》。

④ 2008年我国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使得用工成本上涨，“用

工荒”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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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Infra-marginal Analysis on Economic Effect of the Comprehensive Foreign Trade
Service Platform

ZHOU Wei-liang，LIU Min
（Zhuhai City Polytechnic College, Zhuhai Guangdong 519090,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explaining the origination of the foreign trade comprehensive service platform as one corporate organization
form and its effect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 we establish a partial labor division model 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rade
service industry under new classic microeconomics framework, explain and make some comparative static deduction on the labor divi⁃
sion betwee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rade service industy.After forcasting its influence on reg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devel⁃
opment,we step forward to discussing the conditions and measures on which one region join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labor division.It
is demonstrated that many factors are workable to the rising of the comprehensive foreign trade service platform.Among them the foun⁃
damental one is the abroad demand from joining into WTO,the important one is the improvement of internet infrastrure leads to the lift⁃
ing of market transaction effeciency,the motiviting one is the decreasing of loan cost on foreign trade service market,the inducive one is
the rising of labor cost.The quantity ratio of foreign trade service providers and the SMEs is dependent on market transaction effeciency
or the firm’s utility preference.The formation of labor division pattern is affected by the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the enterprise’s util⁃
ity p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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