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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贸试验区建设是推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实施新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

上海自贸区是否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将是自贸区发展面临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利用面板数据政策评估方法研究2009
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上海自贸区对相邻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以此评估自贸区的经济溢出效应。结果发现：上海

自贸区成立对相邻周边地区特别是相邻的上海腹地和浙江省（除上海腹地的进口贸易外）的进出口贸易带来正溢出效应；

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创新并没有带来较大的贸易转移效应（除浙江省短时期的进口贸易外），反而发挥了较大的辐射带动作

用；上海自贸区成立对浦东新区的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对进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较平衡。据此提出

自贸区应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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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是中

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实施新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与方式。自2013年9
月上海作为第一个自贸区挂牌起，至2017年4月第三批七个自贸区挂牌，全国自贸试验区战略布局已全面

形成。自贸试验区作为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试验田，目的是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构

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方面先行先试，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

用，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由此可见，自贸区建设是着力打造制度高地和对外开放高地，发挥其带动区域乃

至全国的辐射联动效应。然而，制度与区位优势可能产生虹吸效应。如果虹吸效应大于辐射效应，则自贸

区对周边地区存在正溢出效应，反之为负溢出效应。上海自贸区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是正溢出效应还是负溢

出效应，是自贸试验区发展面临的焦点问题之一，也是本文的研究重心。

一般来说，自贸区最主要的功能是贸易，自贸区的贸易效应可进一步分为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

应[1]。其中，贸易创造效应是指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促进新企业的增加，以及原有企业的进出口业务的增长与

扩展；贸易转移效应是指因自贸区的制度优势和高标准的营商环境吸引周边地区的企业转移到自贸区内，

或是自贸区内企业的外贸业务取代了周边地区企业的外贸业务，因而自贸区的贸易增长是以周边地区的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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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下降为代价的。对自贸区来说，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都使自贸区的贸易扩张了，但如果自贸区

对周边地区的贸易转移效应相对较大，则可能对周边地区的贸易带来负溢出效应。自贸区的贸易创造效应

和贸易转移效应可以看成是自贸区的辐射效应和虹吸效应在贸易方面的反映。因此，可从贸易创造效应和

贸易转移效应角度来评估自贸区的溢出效应的大小，即通过评估自贸区所在地区的贸易增长情况，以及评

估其周边地区贸易变化情况，就可对自贸区的溢出效应进行一定程度的量化分析。

目前对自贸区的实证研究都集中于上海自贸区。如王利辉、刘志红（2017）认为上海自贸区对上海市实

际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总额的影响为正[2]；谭娜等（2015）发现上海自贸区对上海市工业增加值

和进出口总额的影响为正[3]；殷华、高维和（2017）同样得出自贸区显著促进了上海市GDP、投资、出口和进口

的增长[4]；项后军等（2016）分析了上海自贸区对上海市进出口贸易的差异化影响和对资本流动的影响，认为

自贸区成立对进口和资本流动影响显著，但对出口的影响不显著[5]。这些定量研究都没有考虑上海自贸区

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关于上海自贸区建立对其周边地区的影响，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理论分析。如滕永乐、沈坤荣（2014）认

为短期内上海自贸区会对周边城市的引资和总部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溢出效应，但长期来看，长三角地区

会产生联动效应[6]。曹旭平、朱福兴（2016）指出上海自贸区的制度改革短期内对江苏经济产生一定的虹吸

效应，但长期会有正溢出效应[7]。沈桂龙（2014）指出自贸区的溢出效应体现在三个方面：观念溢出、部门可

复制经验的推广、经济层面的辐射和扩散[8]。赵静（2016）运用仿真实验的方法分析了上海自贸区对周边地

区及上海腹地的经济、政策和人才的溢出效应，发现存在短期的资金、人才和政策溢出[9]。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其他自贸区的经济效应和贸易效应。刘晔、陆夏（2014）分析了美国“自贸

区”的经济效应[10]。Siroen和Yucer（2014）分析了全球自贸区的贸易绩效，发现其对进口的影响大于对出口

的影响[11]。Ghosh等（2016）分析了美国自贸区的溢出效应，指出自贸区对其所在地区及邻近地区都有溢出

效应[12]。黄新飞等（2014）分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发现其建立后产生了贸易创造效应和

贸易转移效应[13]。苏振东、赵文涛（2016）考察了CEPA成立后香港对粤出口、投资的影响，发现出口和投资

显著提高[14]。冯邦彦、胡娟红（2013）也指出CEPA的签署对内地和香港产生了正的贸易创造效应[15]。

那么，上海自贸区带来的贸易增长主要是由贸易创造效应还是贸易转移效应带来的呢？上海自贸区对

周边地区有怎样的影响？其对进口和出口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加深对自贸区经

济效应的认识，有利于发挥自贸区在引领和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为下一步更加有效地推动

自贸区建设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鉴于此，本文以上海自贸区对其所在地浦东新区及其周边地区进出口贸

易的影响为研究对象，借鉴Hsiao等（2012）提出的基于面板数据的政策效应评估方法[16]，利用地区间经济发

展的相关性构造浦东新区、上海市其他地区与周边省份的反事实进出口绩效，然后对比上海自贸区及其周

边地区的真实进出口增长与构造的反事实进出口增长，进而估计出上海自贸区对周边地区的溢出效应。

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从更小的地理维度分析了上海自贸区建立对所在地浦东新区和上

海市其他地区的贸易影响，从而较全面地把握了上海自贸区的贸易效应；二是实证分析了上海自贸区建立

对周边地区包括江苏、浙江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从而从贸易视角分析了上海自贸区的溢出效应，有助于更好

地理解自贸区建立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三是分析了上海自贸区对进口与出口影响的差异。

二、理论分析

（一）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与制度创新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上海自贸区将建设成“具有国际水准的投

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目前，上海自贸区的建设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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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扩大投资领域的开放，对外资实行负面清单加准入前国民待遇；二是推动贸易发展

模式转变，营造良好的监管制度环境，创新监管模式；三是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包括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

换、利率市场化及人民币跨境使用等；四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由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第四项是

贯穿于前三项改革过程之中的。换言之，上海自贸区致力于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对外开放新体制，拓展

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更深层次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新体制新机制，这将有

助于推动上海自贸区及周边地区的贸易繁荣。

（二）上海自贸区成立对浦东新区及周边地区贸易的影响机制

1. 对浦东新区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

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对上海浦东新区贸易的影响分为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其中贸易创造效

应的发生机制体现在几个方面。（1）对外商投资实行的负面清单加准入前国民待遇模式，以及政府管理从事

前审批转为事中事后监管的模式，限定了政府权力行使的界限，有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降低了试

验区内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促进了上海自贸区与国际市场的一体化进程，进而有利于扩大贸易。（2）上海

自贸区按照“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流转自由”的原则，推进贸易便利化管理体制改革，提高了

行政管理和规章制度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降低了贸易成本、节约了贸易等待时间等，从而促进了贸易的扩

大。（3）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创新如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利率市场化等措施，促进了区内

金融服务主体的多元化发展，进而满足企业高质量、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谢宝剑等，2016）[17]，推动了企业

及其进出口业务的发展。

上海自贸区的贸易转移效应体现在：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使其成为政策高地，利率市场化、贸易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汇率自由兑换等创新措施会降低区内企业贸易、运营及融资成本，引起企业及各类要素向自贸区

集中，进而推动区内经济与贸易的增长。

2. 对周边地区贸易的影响机制

一方面，上海自贸区成立后对周边地区贸易带来了“负溢出效应”。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创新和营商环境

的改善对周边地区资源产生一定的虹吸效应（曹旭平、朱福兴，2016）[7]，削弱了周边地区的竞争优势，降低了

其贸易增长。这一虹吸效应在数值上等于上海自贸区的贸易转移效应，但其符号正相反。而且，贸易转移

效应作用的时间较快。

另一方面，上海自贸区成立后对周边地区贸易带来了“正溢出效应”。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创新给周边地

区带来了示范效应和学习效应，降低了周边地区复制推广其成功经验的时间与成本，提高本地区的营商环

境，从而有利于本地贸易的发展。此外，上海自贸区在推动上海发展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

运中心等功能时，将与周边地区形成差异化区域分工，加强了区域经济与贸易的互补性和配套性，进而有利

于周边地区贸易的发展。但这一正效应的发生有滞后期，因而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

上海自贸区对周边地区贸易的总影响取决于上海自贸区贸易转移效应的相对大小。当上海自贸区的

贸易转移效应相对较小时，上海自贸区建立后周边地区的贸易效应则为正，反之为零或为负。而且，由于这

两种效应发生作用的时间不同，因而可从时间上来判断贸易转移效应的大小。如果自贸区成立的早期周边

地区的贸易总效应为负，表明存在较大的贸易转移效应，反之则不存在。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评估方法

贸易效应的事后估计方法有多种，如巴拉萨模型和引力模型等。巴拉萨模型通过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

前后变化来测算贸易效应，但该模型假定需求收入弹性不变，无法较真实地反映贸易效应的动态变化。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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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模型是自贸区贸易效应的事后研究中最为有效的分析工具之一，但其常用于国家之间，而对于一国内部

的自贸区贸易效应的分析，存在样本量太少、数据缺乏等问题。这里借鉴Hsiao等（2012）[16]的面板数据政策

效应评估方法来评估上海自贸区在贸易方面的溢出效应。这一方法已经被多位学者们用来评估上海自贸

区对进出口增长的影响（王利辉、刘志红，2017；谭娜等，2015；殷华、高维和，2017）[2~4]。

我们用 y1t（其中，t=1，…，T）表示上海市浦东新区（或是上海市其他地区、江苏和浙江省）的进口和出口

增长率，用 yit（其中，i=2，…，N；t =1，…，T）表示其他省、市的进口与出口增长率。假设时间T1为上海自贸区

成立的分界点，于是有：当 t<T1+1时，y1t= y1t0；当 t>T1时，y1t= y1t1。而对于其他省、市，则在整个时期都是：yit= yit0

（其中，i=2，…，N；t =1，…，T）。那么，上海自贸区成立对浦东新区（上海市其他地区、江苏及浙江）的贸易效

应为：τ1t = y1
1t - y 0

1t（其中，t=T1+1，…，T）。
然而，由于时间T1后是y1t0观测不到的，因而贸易效应τ1t无法计算出来。Ｈsiao等（2012）[16]进行了一个转

换，认为一国各省、市之间都受到共同因子的影响，因而可以用其他省市组成的最优控制组来预测 y1t0，得到

其在时间T1后的拟合值 y̑ 0
1t ：

y̑ 0
1t = a1 + a2y

0
2t +⋯+ any

0
nt（t=T1+1，…，T） （1）

于是得到τ1t的一致估计量 τ̑1t（下面又称为处理效应）：

τ̑it = y1
1t - y̑ 0

1t（t=T1+1，…，T） （2）
因此，如何选取最优控制组来拟合y1t0就显得非常重要。这里按以下步骤来选取最优控制组。

第一步:从 j=1开始，在N-1个省市地区中选取 j个地区，共有 C
j

N - 1 种组合，将y1t0（t<T1+1）对每一种组合根

据式（1）进行回归，从中选出AIC准则最小的组合，标记为Ｍ（j），其中，j=1，2，…，N-1。
第二步：利用AIC准则从M（1）、M（2）、M（N-1）中挑选出一个最优的控制组M*。
第三步：由最优控制组M*对应的模型在时间 t>T1范围内进行预测，得到“反事实”的进口与出口增长率

的预测值 y̑ 0
1t ，并由公式（2）得到处理效应 τ̑1t 。

（二）数据说明

数据的样本期为2009年1月到2016年12月。选取2009年1月开始是为了避开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

进出口大幅波动。上海自贸区于2013年9月挂牌，因此2009年1月至2013年9月为政策实施前的时间段，一

共57期；2013年10月至2016年12月为政策实施后的时间段，为T1+1到T期，共39期。进出口数据来源于海关

统计月报，并用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上每日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月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

本文以上海自贸区所在地浦东新区及上海其他地区（除浦东新区外）、江苏和浙江的进出口贸易月度增

长率为研究对象，控制组是由全国31个省市中除去上海、江苏、浙江和2015年设立自贸区的天津、福建和广

东外的25个省（市）组成。用控制组的出口和进口同比增长率来拟合，以便选取最优控制组。根据对各省市

的进出口同比增长率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发现其都是平稳的，符合面板数据政策评估方法对数据的要求。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根据面板数据政策效应评估方法及步骤，利用上海自贸区成立前的时间段（2009年1月至2013年 9月）

数据样本拟合模型（1），并由AIC准则挑选最优控制组，得到浦东新区进口和出口对应的最佳控制组分别是

M*(11)和M*(12)，两组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R2分别达0.967和0.919。上海其他地区（除浦东新区外）、江苏

和浙江的进口对应的最优控制组分别是为 M*(9)、M*(14)、M*(14)，三组模型的拟合优度分别是0.967、0.977、
0.957；出口对应的最优控制组分别是为 M*(14)、M*(11)、M*(14)，三组模型的拟合优度分别达 0.952、0.943、
0.914。四地最优控制组的组成及权重见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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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四地的最优控制组组成及其权重

省市

北京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安徽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截距

R2

浦东新区

进口

0.209***

0.067

0.252***

0.137***

-0.032***

0.070***

0.083

-0.038*

0.007*

0.072***

0.007
-3.027**

0.967

出口

0.293**

0.033

-0.088**

-0.038

0.052***

0.058**

0.621***

0.069***

0.003

0.102**

-0.022
-0.145***

-7.207***

0.919

上海其他地区

进口

0.396***

0.118***

0.058**

0.106***

0.066**

0.133***

0.003
0.083***

0.012**

-7.303***

0.967

出口

0.386***

0.051
0.168***

0.0003

0.075***

0.643***

0.031

-0.077*

-0.018*

0.020
-0.015
0.035**

-0.077*

-0.049***

-2.920***

0.952

江苏

进口

0.283***

0.086***

0.115***

0.049
-0.016
0.027

-0.080

0.213***

-0.018*

0.119***

0.084***

0.045
-0.015

0.047***

-6.856***

0.977

出口

0.131**

0.112***

0.041*

0.613***

0.134**

-0.118**

0.011*

0.089**

-0.010
0.025*

-0.089***

-3.216**

0.943

浙江

进口

0.540***

-0.031
0.190***

0.105*

0.072

-0.319**

0.024
0.194***

0.052
0.184***

0.083**

-0.132***

0.042**

0.011
-8.945***

0.957

出口

0.152

-0.110*

-0.145*

0.064*

0.128***

0.650***

0.176*

-0.080**

-0.053***

-0.115***

0.026**

0.150**

-0.037***

0.246***

2.451
0.914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一）上海自贸区成立前后对浦东新区进口和出口贸易的影响

根据表1中估计得到的回归方程对上海浦东新区的进出口贸易增长率进行拟合，并将估计值与其实际

值进行对比分析。图1和图2分别描绘了上海自贸区成立前后上海浦东新区进口贸易增长率的真实值、拟

合值及相应的处理效应。其中的垂线表示上海自贸区成立的时间节点。在上海自贸区设立前，上海浦东进

口增长率的实际值与“反事实”拟合值之间的差距较小，基本在正负0.1范围内波动；在上海自贸区设立后，

该变量的实际值与其“反事实”拟合值的差异明显，且差值和的平均值为正，即处理效应为正。具体来说，上

海自贸区成立后的39个月中进口真实增长率比拟合增长率高出约4.42个百分点（见图2实线部分），表明自

贸区对浦东新区的进口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图3和图4为上海自贸区成立前后上海浦东新区出口贸易增长率的实际值、拟合值及其处理效应。同

样地，上海自贸区成立前浦东新区出口增长率的实际值和拟合值之间的误差波动频率较高，但波动范围较

小，基本徘徊于正负0.1之间；但上海自贸区成立之后，两者之间的差值逐渐拉大，39个月的差值和的平均值

为正（为5.79个百分点），即上海自贸区成立后使浦东新区的出口增长率平均提高5.79个百分点（见图4的实

线部分），因而上海自贸区对浦东新区的出口也存在促进作用，且对出口的促进作用与对进口的促进作用大

致相当，因而表明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创新有助于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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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样本期内上海浦东新区进口增长率的真实值与拟合值比较（%）

图2 上海自贸区成立后对上海浦东新区进口贸易的处理效应（%）

图3 样本期内上海浦东新区出口增长率的真实值与拟合值比较（%）

图4 上海自贸区成立后对上海浦东新区出口贸易的处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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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海自贸区成立前后对周边地区进口和出口贸易的影响

同理得到上海自贸区成立前后对对除浦东新区外上海其他地区（下面简称上海腹地）及江苏、浙江的进

口和出口增长率的拟合值，并与其实际值进行比较可得处理效应。图5和图6为上海自贸区成立后进口增

长率和出口增长率的处理效应。虚线为自贸区成立前上海腹地的进口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的实际值和拟

合值的差值，实线为自贸区成立后上海腹地的进口增长和出口增长的处理效应。

图5 上海自贸区成立后对上海腹地进口贸易的处理效应（%）

图6 上海自贸区成立后对上海腹地出口贸易的处理效应（%）
从图5可知，在自贸区成立前，上海腹地进口增长率的实际值与拟合值的差值很小，且波动较频繁，在正

负0.1的范围内波动。在自贸区成立后，差值的波动幅度变大，但没有明显的滞后期，也没有出现初期一段

时间的负效应，差值的均值为正值，达9.19%。这表明上海自贸区成立后对上海腹地进口增长的影响为正，

即促进进口增长率平均提高9.19个百分点，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贸易转移效应（又可称“短期的虹吸效应”）。

同理，由图6可得，上海自贸区成立也促进了上海腹地出口的增长，出口增长率平均提高了3.02个百分点，也

没有出现明显的贸易转移效应。这表明上海自贸区成立对上海其他地区并没有造成显著的贸易转移效应，

反而促进了其进出口的增长，即存在正的贸易溢出效应。

根据上述方法得到上海自贸区成立对浙江进口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的影响及其大小，见图7和图8。上

海自贸区成立后的近一年半时间里，浙江省进口增长率的实际值与拟合值的差值恒为负值，随后转为正值，

且绝大多数年份都为正值（仅两个月略低于0），这表明在自贸区成立的初期其对浙江省进口增长有不利影

响（2013年10月到2015年3月进口增长的处理效应平均为-13.67%），存在较明显的贸易转移效应；但随着

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创新经验在浙江的复制推广，这一不利影响开始下降并消失，正溢出效应开始发挥作用，

2015年 4月到 2016年 12月期间浙江进口增长的处理效应平均为 13.53%。然而，自 2013年 10月到 2016年
12月的这39个月期间，处理效应的均值为正，为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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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上海自贸区成立后对浙江进口贸易的处理效应（%）

图8 上海自贸区成立后对浙江出口贸易的处理效应（%）
由图8可知，上海自贸区成立对浙江出口贸易增长的影响仍为正，为2.71%，表明其对浙江出口贸易存

在正溢出效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自贸区成立的前两年的时间里，处理效应多数情况下为正，而在2016
年的下半年里，浙江出口增长率的实际值与拟合值的差值都为负，是否会持续下去，还有待考察。

上海自贸区成立对江苏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的影响见图9和图10。其中上海自贸区对进口增长率的影

响平均为正值，达2.59%，表明上海自贸区对江苏进口贸易存在正溢出效应；而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平均为负

值，即-1.80%，这说明上海自贸区对江苏出口贸易存在负溢出效应。不过，在这期间，江苏进口在自贸区成

立后的一年零三个月中存在较小的贸易转移效应，平均为4.19%；而江苏出口增长率的实际值与拟合值的差

值在2016年的下半年中由-44.14%上升至36%，这一上升趋势是否持续，还有待考察。

图9 上海自贸区成立后对江苏进口贸易的处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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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上海自贸区成立后对江苏出口贸易的处理效应（%）
（三）实证结果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1. 实证结果分析

（1）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对浦东新区的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都有正向促进作用，使进口增长率和出口增

长率平均提高4.42和5.79个百分点，即较平衡地促进了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

（2）上海自贸区成立对相邻周边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带来正溢出效应，特别是对相邻的上海腹地和浙江

省。上海自贸区成立使上海腹地的进口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平均提高9.19、3.02个百分点；使浙江进口增长

率和出口增长率平均提高了0.98、2.71个百分点；使江苏的进口增长率平均提高了2.59个百分点，但对江苏

的出口增长有较小的不利影响，使其平均下降了1.80个百分点。

（3）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创新并没有带来较大的贸易转移效应（仅浙江进口在自贸区成立后的一年半时

间里存在较大的贸易转移效应，这期间的处理效应为-13.67%），反而是示范作用和辐射带动作用比较大，特

别是在进口贸易方面。

2.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结论的有效性，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一是采用安慰剂检验，即把上海自贸区成立的

时间提前一年至2012年9月来进行分析；二是把样本期提前一年，从2008年1月算起；三是改变控制组的样

本，由原来的25个省市扩大至28个省市，即把天津、福建和广东三省市加入控制组。结果表明，本文的估计

结果依然很稳健，说明上海自贸区不仅促进了本地区的贸易发展，而且对相邻地区的溢出效应也较明显，贸

易转移效应反而不明显。

五、结论

本文根据面板数据政策效应评估方法从贸易转移效应视角来考察上海自贸区对周边地区的经济溢出

效应，通过对比 2013年 10月至 2016年 12月间上海自贸区成立后其相邻地区进出口贸易增长的实际值与

“反事实”拟合值之差，来评估其对相邻地区的经济溢出效应。研究表明：第一，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对浦东新

区的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都有较小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其对进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较平衡，表明上海自贸

区的制度创新正朝着开放型经济体制的方向发展；第二，上海自贸区成立对相邻周边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带

来较小的正溢出效应（除上海腹地的进口贸易外），特别是对相邻的上海腹地和浙江省，这有助于上海自贸

区发挥区域经济开放“领头羊”的作用，以便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第三，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创新并没有带

来较大的贸易转移效应（除浙江省短时间的进口贸易外），反而发挥了相对较大的示范作用和辐射带动作

用，这表明上海自贸区在推动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这也有可能是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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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的改革开放力度不是很大，更多的是程序性和技术性的改革，因而容易推广和普及，从而使上海自贸

区的开放创新的优势不是很明显。

建设自贸试验区是新常态下国家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一项重大试验。其意义在于不仅要推动区域

经济发展，更要通过先行先试来探索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复制的经验，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形

成。根据本文的实证结果，目前上海自贸区开放与改革对自贸区所在地及周边地区的进出口增长的影响相

对较小，表明其改革开放的力度与范围以及制度协同程度还有待加强。今后应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

与范围，增强制度的配套性和协同性，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提升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和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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