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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承包工程促进了装备制造业出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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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迅速发展既是中国工程建设能力的一张名片，也是帮助中国装备制造业打破欧

美垄断，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推动力。本文以２００９年中石化国际石油工程公司承包中国在科威特的首个石油

钻井项目为例展开分析。在当时科威特要求统一配备欧美装备的背景下，该公司极力推动科威特厂商试用中方

设备，并通过积极推介和标准协调，帮助中方企业进入科威特市场，２００９年之后中国制造的钻井装备及配套产

品在科威特的市场份额激增。本文进一步利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及装备制造业出口数据，验证

了中国企业对外承包工程对国产工程装备及配套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该促进作用对于

初期从中国装备制造业进口较少的国家更强，并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该促进作用在沿线国家有所增

强。最后，相对于工程类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对工程装备产品的出口促进效应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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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装备制造业是国家制造业的脊梁，不断开拓和占领世界市场是中国装备制造业做大做强的重要
途径。然而，中国装备制造业打入国际市场的过程充满挑战。大型机械装备具有典型的单价高、购买
次数和购买数量有限的特点。因此，在欧美发达国家占据绝大部分国际市场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外力
的推动，国外企业很难会尝试使用中国制造的机械装备，相应地，中国装备制造业也就很难进入国际
市场。中国企业参与对外承包工程则为国外企业了解中国机械装备提供了良好契机，并有望成为中
国机械装备走出国门的重要突破口。

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两种形式，但学界对后者的关注远远不够。

实际上，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对外承包工程，在基建设施建设、能源勘探和建筑工程
等领域取得了辉煌成绩。根据《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国别（地区）市场报告（２０１９～２０２０）》，截至２０１９年
底，累计签订合同金额达２．５８万亿，累计完成营业额１．７６万亿，两者较２００５年都增长接近７０倍。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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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对外承包工程更是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为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出口和发
展带来新的机遇。因此，本文拟研究中国企业参与对外承包工程能否成为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的重
要推力。

从具体案例来看，２００９年中石化国际石油工程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在科威特获得中国在该
国的第一个石油钻井项目。中石化努力说服科威特合作方尝试使用中国装备，同时积极向科威特其
他厂商推介中国机械装备，并帮助国内生产企业对接国际标准。数据表明，在中石化的积极推动下，
中国在科威特石油钻井相关装备产品的市场份额于２００９年之后激增，并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中国
制造的机械装备逐渐占据科威特市场。科威特石油钻井项目承包案例充分体现了通过对外承包工程
促进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的现实可能性。深入分析科威特石油钻井项目承包案例，可以窥探对外承
包工程促进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的路径。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利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数据，就对外
承包工程对工程类机械装备及配套产品出口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对外承包工程使中国工程产品出口增加近１６％，以累计项目合同金额来
衡量对外承包工程时，其出口效应更大；“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中国企业承包沿线国家工程项目对中
国向沿线国家装备出口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增强。这是因为，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中国在沿线
国家承包的工程项目更倾向于采用中国标准和中国管理服务，所以在沿线国家的工程承包对出口的
影响更大。并且，本文发现对于初始期中国机械装备市场份额较小的国家，对外承包工程对出口的促进
作用更加明显。此外，相比工程类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对工程装备产品的出口促进效应更强。

下文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本文研究背景和典型案例分析，第四部分
为实证设计，第五部分为实证结果，第六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主要从影响因素和作用两方面分析了对外承包工程的相关问题。首先是关于对外承包
工程影响因素的研究。曾剑宇等（２０１７）和何凡等（２０１８）聚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别考察了国家
风险和双边关系对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影响［１］［２］。蒋骄亮、何凡和曾剑宇（２０１７）则从外部经济环境
的角度进行分析，指出汇率上升及汇率波动均会抑制企业对外承包工程［３］。吕荣杰、张冰冰和张义明
（２０１８）基于ＶＡＲ模型发现双边贸易能够促进对外承包工程，其中货物出口的影响效应最为明显［４］。

其次是关于对外承包工程作用的研究。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对外承包工程对东道国及母国均存
在积极影响。对东道国而言，曾剑宇、何凡和蒋骄亮（２０１７）指出对外承包工程能够促进东道国的产业
结构升级［５］；李者聪（２０２１）基于“一带一路”非洲沿线国家的样本发现，对外承包工程能够促进东道国
的经济增长［６］；徐俊和李金叶（２０２０）验证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对东道国基础设施质量的促进作用［７］。
对于母国而言，杨忻、刘芳和张国清（２００５）验证了对外承包工程对其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８］；蔡阔等
（２０１３）发现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能够显著促进对外直接投资［９］。部分文献也关注了对外承包工程的贸
易效应。覃伟芳和陈红蕾（２０１８）利用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海关数据，发现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对中国工业企
业出口存在促进作用［１０］；喻春娇（２０２１）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能够促进中国钢铁
产品出口［１１］；洪俊杰与詹迁羽（２０２１）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工程承包额衡量中国与沿线
国家的设施联通程度，进而分析了其对中国出口的影响［１２］。

相较于现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研究视角看，本文重点关注了对
外承包工程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的促进作用。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最核心的部门。本文指出，由
于装备制造业具有典型的单价高、购买次数和购买数量有限的特点，在欧美高度垄断的背景下，对外
承包工程能够有效帮助中国装备制造业进入国际市场。第二，从研究方法看，本文通过典型案例分析
提供了对外承包工程促进装备制造业出口的证据，明确了中间渠道，并进一步通过双重差分方法保证
了估计的可靠性。第三，本文实证分析的样本更具代表性。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是发展中
国家，所以仅包含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样本代表性难以保证。区别于已有文献，本文的样本不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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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包含其他非沿线国家。此外，考虑到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从２００５年之后才开
始迅速发展，本文选取了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的样本进行分析，这保证了文章结论的代表性。

三、研究背景和典型案例分析

（一）对外承包工程和装备制造业出口发展情况
根据商务部“走出去”服务平台的定义，对外承包工程是指中国企业在境外建设工程项目的活动。

“走出去”战略于２０００年３月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被正式提出，旨在使中国企业通过对外承包
工程、对外直接投资等形式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在“走出去”战略的影响下，中国企业顺应经济全球
化浪潮，积极参与对外工程承包，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与能源开发和石油勘探等领域逐步开拓国际
市场。

表１展示了自２００５年以来，中国企业对外承包工程项目的情况。２００５年中国企业仅签订了１８个
对外工程项目合同，但经过持续不断增长，２０１９年中国企业签署了１３６４个对外工程项目合同。与合同
数量一致，中国签署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累计金额从２００５年的８１．２亿美元迅猛增长至２０１９年的

６７７２．５亿美元。此外，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地域范围也在不断拓展。２００５年中国仅在１５个国家承包了
工程项目，但是到２０１３年已经在超过１００个国家承包工程项目，并且在后续年份还在缓慢增加。

　表１ 中国企业对外承包工程情况

累计合同个数（单位：个） 累计合同金额（单位：亿美元） 累计涉及国家个数（单位：个）

２００５　 １８　 ８１．２　 １５
２００６　 ４２　 ２５９．５　 ２４
２００７　 ７９　 ４８２．６　 ３７
２００８　 １２５　 ７４０．１　 ４８
２００９　 １８８　 １０８０．３　 ６３
２０１０　 ２６７　 １４８１．２　 ７４
２０１１　 ３６１　 １９４６．６　 ８３
２０１２　 ４４９　 ２４４７．７　 ９７
２０１３　 ５４８　 ２９３４．４　 １０５
２０１４　 ６６６　 ３５４６．０　 １１２
２０１５　 ７９２　 ４１８０．４　 １１４
２０１６　 ９４３　 ４８７３．７　 １１６
２０１７　 １０８８　 ５５７０．４　 １２１
２０１８　 １２２３　 ６１９０．０　 １２８
２０１９　 １３６４　 ６７７２．５　 １３０

　　注：数据来自美国企业研究所（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２０年发布的《中国全球投资跟踪（Ｃｈｉｎ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ｒａｃｋｅｒ）》。此处所指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包括“能源开发”“交通设施”“建筑”和“矿产”四类。

　　在对外工程项目承包蓬勃发展的同时，中国工程类机械装备及配套产品的出口也在逐年上升。
如表２所示，本文关注的工程类装备及相关产品的出口额占比常年维持在４５％以上，是中国出口的
重要组成部分。从出口金额看，中国工程类装备和产品的出口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仅在２００９、

２０１５和２０１６年有所回落，其余年份均保持了稳定增长。最后从世界市场份额看，中国工程类装备和
产品出口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在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间从１２％左右提高到１７％左右。经过艰难开拓和激烈
竞争，中国工程机械及配套产品凭借自身的价格优势以及过硬的质量，逐渐获得国际认可，在世界市
场的份额明显提升。

（二）典型案例分析
中石化在２００９年成功获得中国在科威特的第一个石油钻井项目，一举打破了欧美在科威特钻井

市场的垄断，并在随后８年左右成为科威特最大的钻井承包商。在此过程中，中石化极力帮助中国石
油钻井装备和产品进入科威特，中方相关生产企业也借力逐步占据科威特市场。本文通过该典型案
例，探究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对相关工程装备和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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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中国工程类产品出口情况

中国工程类产品出口额占
中国总出口额的比重（单位：％）

工程类装备出口金额
（单位：亿美元）

中国工程类产品出口占
世界相应产品出口的比重（单位：％）

２００５　 ４４．７６　 ３４１０．４１　 １１．６４
２００６　 ４５．５０　 ４４０８．２９　 １３．５７
２００７　 ４６．３６　 ５６５６．３６　 １４．７１
２００８　 ４６．０７　 ６５９１．７３　 １１．５０
２００９　 ４７．５１　 ５７０８．９０　 １３．０９
２０１０　 ４６．７６　 ７３７７．１３　 １４．１４
２０１１　 ４４．８１　 ８５０７．１７　 １４．２６
２０１２　 ４４．８７　 ９１９３．７７　 １５．４６
２０１３　 ４５．３５　 １００１７．８９　 １６．１４
２０１４　 ４４．０８　 １０３２３．９５　 １５．４５
２０１５　 ４４．８３　 １０１９１．２４　 １５．６９
２０１６　 ４５．２３　 ９４８８．３２　 １４．２１
２０１７　 ４５．８７　 １０３８２．９７　 １３．８７
２０１８　 ４６．５０　 １１５９９．３６　 １３．８２
２０１９　 ４６．３３　 １１５７５．２８　 １４．１３
２０２０　 １７．０５

　　注：数据来自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科威特位于西亚地区，国土面积仅相当于北京市大小，但石油储量占世界的１０％左右。２００８年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石油工程市场急剧萎缩。此时，中石化员工前往科威特开拓市场。当时，科威特
石油钻井市场几乎被欧美和本土公司完全占据。经过详细考察与缜密测算，最终中石化在２００９年４
月的投标竞争中以０．２％的微弱报价优势拿下价值８．６亿美元１５部钻机的钻井合同，由此一举打破
欧美垄断。

起初，本地业主要求钻井承包商配备欧美装备，其对顶驱、封井器等相关装备的要求十分严格。
在此情况下，中石化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极力推动科威特石油钻井装备产品中国化：（１）联系国内相关
装备生产厂商进行合作，帮助厂商对接国际质量控制体系。（２）在科威特积极宣传“中国制造”装备，
并与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管理层进行技术交流。在中石化的努力下，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同意以“试
用”的名义引入封井器等中国装备。在此基础上，凭借质优价廉的竞争优势，中国装备及配套产品逐
步得到科威特方面的认可，并迅速占领相关市场。

本文按照海关 ＨＳ６位码筛选出石油钻井相关产品。图１（Ａ）反映了中国对科威特出口的所有

ＨＳ６层面与石油钻井相关的产品总额。如图１所示，在２００９年中国第一个石油钻井项目承包之前，
中国钻井类装备和产品在科威特的市场份额一直维持在５％左右。但是在第一个项目承包之后，中
国钻井相关产品出口骤增。２０１０年，中国市场份额就迅猛上升至１７％左右，并在２０１９年接近２５％。
图１（Ｂ）（Ｃ）（Ｄ）分别反映了石油钻井的三类主要产品出口情况，包括钢铁制品（ＨＳ２为７３）、锅炉器
件（ＨＳ２为８４）和电气装备（ＨＳ２为８５）。如图１所示，这三类产品也在２００９年之后呈现快速增长的
趋势。

通过对中国在科威特的首个工程项目进行分析，本文能够得出如下三点基本结论：（１）中国在科
威特首次获得石油钻井项目之后，中国对科威特相关装备及配套产品的出口骤增。（２）该案例也表
明，本文的实证研究并不存在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即并不是相关装备产品出口增加促进了对外工
程项目的承包。从科威特的案例分析来看，项目承包仅以０．２％的微弱优势获胜，这说明竞标成功本
身就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并且，在２００９年首个项目承包之前，中国对科威特的钻井装备和产品出
口一直维持在低位。（３）科威特的案例阐释了项目承包推动相关产品出口的两条重要途径，包括帮
助国内厂商对接国际质量控制体系，以及极力宣传中国产品，增进外方企业对中国制造的了解和
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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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国在科威特石油钻井装备及配套产品的市场份额
注：数据来自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

　　上述中石化的案例并非特例。又如，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肯尼亚蒙内铁路，全线采
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与管理，并由中国企业负责后续运营，这更加有利于项目采用中国制造的装备。
正因如此，项目共从国内１３家装备供应商采购了装备１４５０台（套），带动中国出口７．４亿美元。

实际上，诸如中石化、中国路桥等大型国有企业是对外承包工程绝对的主力军。如表３所
示，在中国参与对外承包工程的所有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比９０．５２％，由国有企业签订的项目合
同数量占比更是高达９８．１８％。相比之下，工程类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占所有参与者的比
重为６１．２４％，显著低于对外承包工程中国有企业的占比，工程类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签订
的项目合同数量占比也相对较低。通过上述中石化、中国路桥的典型案例，以及对外承包工程
中国有企业的高额占比，我们预期，承担对外承包工程的国有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和经济责
任，帮助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进入和占领国际市场，使其出口增加。后文对该问题进行更一般
的实证检验。
　表３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和工程类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国有企业占比 单位：％

部门分类
对外承包工程

国有企业参与数量占比 国有企业合同数量占比

工程类对外直接投资

国有企业参与数量占比 国有企业合同数量占比

能源开发类 ８８．８９　 ９７．１４　 ６２．６１　 ８４．０６

交通设施类 ９１．４３　 ９９．４１　 ５５．７７　 ６３．９４

建筑类 ９０．２４　 ９８．３９　 ６６．６７　 ７０．１８

矿产类 ９４．７４　 ９７．４４　 ６３．４６　 ７６．６７

合计 ９０．５２　 ９８．１８　 ６１．２４　 ７６．７２

　　注：数据来自美国企业研究所（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２０年发布的《中国全球投资跟踪（Ｃｈｉｎ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ｒａｃｋｅｒ）》，统计时间为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

０３１



四、实证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中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能否促进中国工程类相关装备和产品的出口。具体计

量模型设定如下：

ｌｎｅｘｐｉｔ＝β０＋β１ＯＰＣｉｔ＋Ｘｉ×ｆ　ｔ（）＋αＢＲｉ×Ｐｏｓｔ２０１３＋γｉ＋γｔ＋εｉｔ （１）
式（１）中，因变量ｌｎｅｘｐｉｔ表示ｔ年中国对ｉ国工程类装备和产品出口额的对数。核心解释变量

ＯＰＣｉｔ用于识别ｔ年中国在ｉ国承包工程项目的情况。本文对ＯＰＣｉｔ采用了两种定义方式，具体如下：
（１）虚拟变量。ＯＰＣｉｔ＝１表示ｔ年中国在ｉ国承包过工程项目，否则为零。（２）连续变量。ＯＰＣｉｔ为ｔ
年中国在ｉ国承包工程项目合同的累计金额的自然对数值。第一种定义方式对应的是基准的双重差
分模型，反映对外承包项目发生前后中国工程类装备和产品出口的平均变化。第二种定义方式则是
在第一种方式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中国在同一个国家多次承包项目所产生的累积效应。εｉｔ为随机
扰动项；β１为重点待估参数，若估计值为正，则表明对外承包工程能够有效促进中国对该国工程类装
备和产品的出口。

此外，本文引入国家固定效应γｉ以控制所有不随时间变动的国家特征变量，引入时间固定效应γｔ
以控制各年份不同国家普遍面临的经济冲击。除上述固定效应以外，回归模型还引入初始期国家特
征变量与时间变量的交互项Ｘｉ×ｆ（ｔ），以控制不同特征的国家所特有的时间趋势。具体地，中国对外
投资目的国的选择很可能会受到伙伴国经济发展水平或者经济规模的影响，同时中国对不同收入水
平或者不同经济规模的国家的工程类产品出口也可能存在不同的时间趋势。鉴于此，Ｘｉ包含初始期ｉ
国总体ＧＤＰ规模、人均ＧＤＰ水平以及初始期各国对中国工程类产品的依赖程度ｓｈａｒｅｉ。其中，我们
利用世界各国在初始期从中国进口的工程类产品金额除以该国从世界进口的工程类产品总金额度量
依赖程度ｓｈａｒｅｉ，各变量均取对数进入模型；ｆ（ｔ）为时间趋势函数，为了反映非线性的时间趋势，ｆ（ｔ）包
含时间的一次项、二次项和三次项。引入Ｘｉ×ｆ（ｔ）交互项能够缓解因内生性问题导致的估计偏误。

更进一步，由于工程类投资和贸易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所以“一带一路”倡议会同时影
响中国工程类项目的承包以及工程类产品的出口。倘若不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加以控制，那么
本文将高估核心解释变量ＯＰＣｉｔ的系数。基于此，本文在模型（１）中引入ＢＲｉ×Ｐｏｓｔ２０１３用以控制“一带
一路”倡议的影响。其中，ＢＲｉ为虚拟变量，用以识别国家ｉ是否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果国家ｉ
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则ＢＲｉ＝１，否则ＢＲｉ＝０；Ｐｏｓｔ２０１３用以识别“一带一路”提出的时间，对于

２０１３年以后的年份，Ｐｏｓｔ２０１３＝１，否则Ｐｏｓｔ２０１３＝０。
（二）数据说明
首先，本文依照《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的国际公约》ＨＳ２位码对工程类装备及产品进行界

定，将与工程建设相关的产品及装备定义为工程类产品，具体而言，工程类产品包括以下四大类：（１）
钢铁制品（ＨＳ２为７３），如叶轮、油杯、弹簧和螺钉等；（２）机械器具（ＨＳ２为８４），如燃油泵、继电器和
轴承等；（３）电气装备（ＨＳ２为８５），如电机、镇流器和控制电缆等；（４）精密仪器（ＨＳ２为９０），例如钻
机监视系统、出口排量传感器和蒸发温度表等。工程类装备及产品的出口额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
贸易统计数据库（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该数据库涵盖了中国自１９９６年以来向各伙伴国出口工程类装备或
产品的贸易额。本文选取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中国对伙伴国工程类产品的出口额的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
量，选取中国与世界在２００５年向各国出口工程类产品的贸易额之比衡量期初各国对中国工程类产品
的依赖度。此外，本文为进行安慰剂检验，选取了同时期中国对伙伴国非工程类产品的出口额。

其次，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情况由笔者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２０２０年秋季披露的《中国全球投资跟
踪（Ｃｈｉｎ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ｒａｃｋｅｒ）》数据整理得来，其包含了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及
承包工程的相关数据，涉及中国企业名称、伙伴国名称、项目类型、合同发生时间、合同金额等关键数
据。其中本文最关注的是中国在伙伴国承包工程项目合同首次发生的时间以及中国对每一伙伴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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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工程项目合同的累计金额。最后，控制变量中各国人均ＧＤＰ和ＧＤＰ总量的数据来自“佩恩表”

９．０版本（Ｐｅｎ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ａｂｌｅ　Ｖｅｒ９．０）。本文选取２００５年各国基于链式的购买力平价理论（ＰＰＰ）计算
的产出层面实际ＧＤＰ、人均ＧＤＰ分别衡量初始期国家总体ＧＤＰ和期初国家人均ＧＤＰ。上述变量的
描述性统计见表４。
　表４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工程类装备及产品出口额对数 １８８８　 １３．３６０　 ６．５７０　 １９．４３０　 ２．３１９

非工程类装备及产品出口额对数 １８８８　 １３．５２０　 ６．６８５　 １９．１７０　 ２．２６６

承包项目虚拟变量 １８８８　 ０．７３７　 ０　 １　 ０．４４０

承包合同累计金额对数 １８８８　 ３．２５６　 ０　 １０．３９０　 ３．６７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虚拟变量 １８８８　 ０．３３１　 ０　 １　 ０．４７１

“一带一路”时间虚拟变量 １８８８　 ０．４０７　 ０　 １　 ０．４９１

初始期人均ＧＤＰ对数 １８８８　 ９．９５３　 ７．１９７　 １１．９４０　 １．１６７

初始期ＧＤＰ对数 １８８８　 １６．８００　 ８．３４３　 １８．０１０　 １．３８５

初始期对中国工程类产品依赖度对数 １８８８　 ３．０８５　 １０．３７２　 ０．６１０　 １．２５１

五、实证检验结果

（一）平行趋势检验：事件分析法
双重差分法适用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控制组与实验组在冲击发生之前具有相同的时间趋势。为更

好地反映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可比性，本文首先利用事件分析法进行平行趋势假设检验。具体的
回归方程如下：

ｌｎｅｘｐｉｔ＝ ∑
１０

ｋ＝ ８β
ｋ
η
ｋ
ｉｔ＋Ｘｉ×ｆ（ｔ）＋αＢＲｉ×Ｐｏｓｔ２０１３＋γｉ＋γｔ＋εｉｔ （２）

需注意的是，中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时间ｔ并非是同一年份，因此本文需对自然年份做标准化处
理，标准化后的时间用ｋ表示。具体地，中国在ｉ国承包工程项目合同当年，ｋ赋值为０，承包后１年ｋ
赋值为１，承包前１年ｋ赋值为 １，以此类推。

在模型（２）中，η
ｋ
ｉｔ为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时间虚拟变量，反映ｉ国ｔ年与该国发生项目承包年份的前

后间隔。例如，η
２
ｉｔ＝１，表示ｔ年为中国在ｉ国承包工程项目之后的２年。其他变量均与模型（１）相同。

本模型中需关注η
ｋ
ｉｔ的系数β

ｋ，其反映了在第ｋ期，中国对实验组和控制组工程类产品出口额的平均差
异。倘若β

ｋ在ｋ＜０期间接近于０，则表示对外承包工程发生之前，中国对实验组和控制组国家的工
程类产品出口没有显著差异，也即符合平行趋势假设。

图２汇报了以事件发生前一期（ｋ＝ １）为基期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图中圆圈表示由事件分析

法得到的系数估计值β�
ｋ，圆圈两侧的实线表示９５％的置信区间。如图２所示，对外承包工程发生的前

８年，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均明显小于０．１，这表明实验组和控制组在事件发生的前８年内几乎不存在
差异。相反，在ｋ＞０期间，除了第１期，所有β

ｋ的估计值均大于或十分接近０．１，这说明在对外承包工
程发生之后，中国对相应国家的工程产品出口相对于其他国家显著增加。

在项目承包发生之后，参与项目的中方企业一方面向中国企业介绍对方国家的相关标准和要求，
另一方面又向对方国家推荐中方产品，帮助中方与外方企业建立联系。在此过程中，中国相关企业凭
借自身价格优势和质量保证，开始逐渐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正因如此，如图２所示，对外承包工
程的出口促进效应在第一次项目承包之后持续存在。换言之，由于中方装备和产品的竞争优势，一旦
具体工程项目增加了伙伴国企业对中方装备和产品的使用和了解，对方就会继续保持对中方装备和
产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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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平行趋势检验

　　（二）基准估计结果
表５汇报了基准估计结果。第（１）（２）（３）列均以“是否发生过对外承包工程”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这三列研究的是，相对于没有发生项目承包的国家，中国对发生过项目承包的国家在项目承包前后的
出口变化。其中，第（１）列包含了国家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第（２）列进一步加入初始期国家特征
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第（３）列在模型中控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虚拟变量ＢＲｉ与倡议提出时间虚
拟变量的交互项，以此控制“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第（１）列中ＯＰＣ的回归系数为０．２０５；在控制了
初始期国家特征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之后，第（２）列中ＯＰＣ的回归系数为０．１６４；在进一步控制“一带
一路”倡议的影响后，第（３）列中ＯＰＣ的回归系数为０．１６０。并且，三列的估计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上
显著。由此表明，承包伙伴国的工程项目有助于促进中国对该国的工程类产品出口。从经济意义上
看，第（３）列结果表明，相对于其他国家，对外承包工程项目能够导致中国对该国的工程装备和产品出
口平均增加约１６％。

为了进一步反映对外承包工程项目的累积效应，本文将第（４）（５）（６）列的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截
至当年中国与伙伴国项目承包合同的累计金额，其他设定分别与第（１）（２）（３）列相同。如表５所示，

ＯＰＣ的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根据第（６）列结果可知，承包工程累计合同金额提高１％，

中国工程类装备和产品出口额将增加约０．０２５％。如表１第２列所示，中国从２００５年左右开始对外
项目承包的合同金额持续快速增长，０．０２５％的估计弹性表明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对中国工程类产品的
总体出口产生了推动作用。

　表５ 基准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关键解释
变量

是否发生过
对外工程承包

是否发生过
对外工程承包

是否发生过
对外工程承包

承包项目累计
金额对数值

承包项目累计
金额对数值

承包项目累计
金额对数值

ＯＰＣ
０．２０５＊＊＊ ０．１６４＊＊＊ ０．１６０＊＊＊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７） （０．０５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ＢＲｉ×ＰＯＳＴ２０１３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８）

Ｘｉ×ｆ（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８８８　 １８８８　 １８８８　 １８８８　 １８８８　 １８８８
ａｄｊ．Ｒ２　 ０．６６２　 ０．６８６　 ０．６８７　 ０．６６２　 ０．６８６　 ０．６８７

　　注：＊、＊＊和＊＊＊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水平，括号中的数值为在国家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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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异质性检验

１．基于伙伴国是否为“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异质性检验
基础设施建设的国际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下，中方企

业可能更容易通过项目承包帮助中国企业进入和占据对方相关产品市场。由此，本文进一步检验“一
带一路”倡议是否能放大工程项目承包的贸易促进效应。具体的，本文通过如下三重差分回归模型进
行验证：

ｌｎｅｘｐｉｔ＝β０＋β１ＯＰＣｉｔ×ＢＲｉ×ＰＯＳＴ２０１３＋β２ＢＲｉ×ＰＯＳＴ２０１３＋β３ＯＰＣｉｔ×ＢＲｉ＋

β４ＯＰＣｉｔ×ＰＯＳＴ２０１３＋β５ＯＰＣｉｔ＋Ｘｉ×ｆ（ｔ）＋γｉ＋γｔ＋εｉｔ （３）

在式（３）的回归中，本文重点关注β５和β１的系数。其中，β５反映了对外承包工程项目的平均效应，

β１则进一步反映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异质性影响在倡议提出前后的不同。表６报告了上述三
重差分的回归结果。同样地，第（１）列中 ＯＰＣ为是否签署过承包工程项目合同的哑变量，第（２）列

ＯＰＣ为累计项目合同金额。

如表６第（１）列所示，β５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这表明平均而言，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对相关产品
出口具有促进作用。此外，ＯＰＣ×ＢＲ×ＰＯＳＴ２０１３的估计系数为０．１８６，且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这表
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项目的出口促进效应较非沿线国家而言在２０１３年之后扩大
了１８．６％。以累计合同金额为核心解释变量，表６第（２）列β５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同时，尽管β１的
系数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但是三项交互项的系数仍然为正。这同样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海外项
目承包的出口促进效应具有放大的作用。

　表６ 异质性影响：是否为“一带一路”沿线国

解释变量
（１）

是否发生过对外工程承包
（２）

承包项目累计金额对数值

ＯＰＣ
０．１７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６２） （０．００９）

ＯＰＣ×ＢＲ×ＰＯＳＴ２０１３
０．１８６＊ ０．０１８
（０．１０９） （０．０１３）

Ｘｉ×ｆ（ｔ） 控制 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８８８　 １８８８
ａｄｊ．Ｒ２ ０．６８７　 ０．６８８

　　２．基于伙伴国经济特征的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各国的初始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规模相异，以及各国初始期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依赖度也

各不相同，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交互项，进一步检验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在初始期
国家人均收入水平（ｇｄｐ）、经济规模（ＧＤＰ）以及对中国出口依赖度（ｓｈａｒｅ）等方面的异质性。

如表７所示，无论是以“是否发生过对外工程承包”为核心解释变量，还是以“签署合同的累计金
额”为核心解释变量，ＯＰＣ的估计系数都为正。同时，三个交互项的系数均为负，其中与初始期国家
人均ＧＤＰ的交互项和与初始期国家总ＧＤＰ的交互项均不显著，与初始期中国出口依赖度的交互项
分别在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对中国出口依赖度的定义，该变量始终是介于

０和１之间的连续变量，所以，对中国出口依赖度的对数均小于０。正因如此，表７中交互项ＯＰＣ×
ｓｈａｒｅ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恰恰表明对外项目承包能够有效促进工程类产品的出口。具体而言，表

７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收入水平较高、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对外承包工程项目的促进效应与收
入水平较低、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并无显著差异。此外，对外承包项目的出口促进效应对于初始期从
中国进口比重较小（即初始期对中国出口依赖度较小）的国家影响更大。对外承包工程项目之所以能
够推动相关产品和装备的出口，一个重要的中间渠道就是中方企业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主动使用中方

４３１



装备和产品，进而帮助国外企业了解和接受中方装备和产品。对于那些初始期从中国进口工程装备
和产品较少的国家而言，中方承包工程项目所产生的信息学习和信息传递的作用更大，因而更能促进
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工程产品出口。
　表７ 异质性分析：基于伙伴国经济特征的研究

关键解释变量
（１）

是否发生过对外工程承包
（２）

承包项目累计金额对数值

ＯＰＣｉｔ
０．６４５　 ０．０７５
（１．０１０） （０．１４５）

ＯＰＣｉｔ×ＧＤＰ
０．０４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７）

ＯＰＣｉｔ×ｇｄ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７）

ＯＰＣｉｔ×ｓｈａｒｅ
０．１４６＊＊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３）

Ｘｉ×ｆ（ｔ） 控制 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８８８　 １８８８
ａｄｊ．Ｒ２ ０．６７５　 ０．６８３

　　（四）安慰剂检验
在２１世纪初“走出去”战略、２０１３年“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中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数量与日

俱增，各类商品出口额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因此本文存在的一个潜在问题是，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和
工程类产品出口额的增加都是由伙伴国层面外生的环境与政策因素导致的，而并非如本文所述的那
样，是对外承包工程项目促进了工程类装备和产品的出口。为排除此担忧，我们进行了相应的安慰剂
检验。如果之前的回归结果为伪回归，那么以非工程类产品作为被解释变量对海外工程项目承包的
变量ＯＰＣ进行回归，ＯＰＣ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相反，如果其估计系数明显小于以工程类产品为被
解释变量得到的估计系数或者不显著，则说明对外承包工程对工程类产品出口的影响显著大于对非
工程类产品的影响，也即对外承包工程的出口促进效应并非来自其他国家层面的因素影响。

如表８所示，对外工程项目承包对非工程类产品的出口不存在显著影响。同时，从系数大小看，
表８第（１）（２）列的回归系数较表５第（１）（２）列分别小５０％和３６％。这表明对外承包工程对工程类
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并非来自其他国家层面没有控制的因素所致。
　表８ 安慰剂检验

关键解释变量
（１）

是否发生过对外工程承包
（２）

承包项目累计金额对数值

ＯＰＣｉｔ
０．０８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５９） （０．０１０）

Ｘｉ×ｆ（ｔ） 控制 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８８８　 １８８８
ａｄｊ．Ｒ２ ０．７２９　 ０．７３０

　　（五）进一步分析

１．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是企业“走出去”的两种形式，大量文献也验证了对外直接投资的

出口效应［１３］［１４］［１５］［１６］。考虑到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且两者均可能对
中国工程类产品的出口产生正向影响，这里将工程项目承包与工程直接投资同时纳入回归模型，以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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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表９汇报了相关回归结果。将对外工程项目承包与工程类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和同时放入回归模

型，不论是虚拟变量形式还是连续变量形式，工程项目承包（ＯＰＣ）的估计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为正，且系数大小与表５的基准回归结果十分接近。这表明在排除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之后，对外
承包工程的出口效应依然稳健。

　表９ 两种“走出去”方式的比较

关键解释变量
承包或投资合同是否发生

（１） （２） （３）

合同累计金额对数值

（４） （５） （６）

ＯＰＣ
０．１６４＊＊＊ ０．１６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７）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ＯＦＤＩ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３）

Ｘｉ×ｆ（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８８８　 １８８８　 １８８８　 １８８８　 １８８８　 １８８８
ａｄｊ．Ｒ２　 ０．６８６　 ０．６８１　 ０．６８６　 ０．６８６　 ０．６８２　 ０．６８６

　　相反，工程对外直接投资（ＯＦＤＩ）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且系数大小明显小于ＯＰＣ的估计系数。
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在对外工程项目承包的过程中，具体项目实施由中方企业完成，中国企
业会积极主动地使用中国制造装备及配套产品，因而派生出巨大需求。相比之下，部分对外直接投资
可能涉及股权投资和收购，具体的生产活动仍由外方企业完成，因此使用中国产品的概率较小。另一
方面，如表３所示，对外承包工程中国企所占比重远远大于工程类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所占的比重。
由于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外溢效应更强，所以它对其他企业的出口带动作用更加明显。

２．“邻国”效应检验
我们进一步探讨工程项目承包的影响是否在国家之间延伸，即中国在一国的邻国承包工程项目

能否增加中国对该国的设备产品出口。具体地，我们将基准回归中的变量“中国是否在该国承包过工
程项目”（即本国ＯＰＣ）替换为“中国是否在该国的邻国承包过工程项目”（即邻国ＯＰＣ），或者在基准
回归中加入该变量。变量邻国ＯＰＣ等于１，表示中国在该国的邻国承包过工程项目。关于“邻国”的
判断，我们采用了两种定义方式，以保证结果的稳健性：第一，按照两国是否接壤来界定是否为邻国。
若ｊ与ｉ接壤，则界定ｊ为ｉ的“邻国”。第二，按照国家间距离是否足够小（即小于所有国家两两之间
地理距离的５％分位数）。若ｊ与ｉ的距离小于５％分位数，则界定ｊ为ｉ的“邻国”。具体的回归结果
如表１０所示。其中，第（１）（２）列采用方式一定义 “邻国”，第（３）（４）列采用方式二定义“邻国”。如
　表１０ 邻国ＯＰＣ对中国工程类产品出口的影响

邻国定义方式

解释变量

方式一

（１）
是否发生过
对外工程承包

（２）
是否发生过
对外工程承包

方式二

（３）
是否发生过
对外工程承包

（４）
是否发生过
对外工程承包

邻国ＯＰＣ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３）

本国ＯＰＣ
０．１５１＊＊＊ ０．１４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２）

Ｘｉ×ｆ（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８８８　 １８８８　 １８８８　 １８８８
ａｄｊ．Ｒ２　 ０．６７　 ０．６８　 ０．６７　 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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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所示，变量邻国ＯＰＣ的系数十分接近于０，但是本国 ＯＰＣ的系数与表５基准回归第（２）列相
近。由此表明，中国在一国的邻国承包工程项目对该国几乎没有影响。

实际上，表１０的回归结果进一步增强了本文回归的可靠性。从本质上讲，邻国工程承包如果对
本国存在影响，那么就是双重差分中处理组受到的冲击对控制组存在影响，即处理组对于控制组存在
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的存在又会导致双重差分的识别出现偏误。因此，表１０的结果恰好可以消除这
一疑虑。

六、结论与建议

机械装备是中国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约占中国出口总额的４５％。工程机械装备具有如下
典型特征：单价高，购买数量少，购买次数少。由此，从购买者的角度出发，缺乏激励尝试购买和使用
来自新生产厂家的机械装备。在最初欧美厂商几乎垄断工程机械国际市场的背景下，中国国产装备
开拓国际市场面临极大的挑战。对外承包工程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形式，尤其是在“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之后，沿线国家的工程承包更是得到快速发展。

通过案例分析，本文发现自２００９年中石化承包中国在科威特的首个石油钻井项目之后，中国对
科威特出口的钻井装备和配套产品激增，且在后续年份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增长。这是由于中方企业
在承包海外工程项目时积极推介本国工程产品并帮助国内企业协调产品标准，从而带动相关产品或
装备出口。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方法验证了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的
促进作用，并发现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对沿线国家出口的促进作用有所增强，对于初始期较少
使用中国装备制造产品的国家出口促进作用更强。此外，本文对比了两种“走出去”方式———工程类
对外直接投资和海外工程承包，发现后者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的促进效应更强。本文还进一步考
察了邻国效应，即中国在一国承包工程项目能否促进中国对该国的邻国装备出口，结果表明，邻国效
应较弱，这反过来验证了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方法的可靠性。

总体而言，参与对外承包工程的中国企业不仅主动使用国产工程机械装备，也积极发挥中介桥梁
作用，帮助中国机械装备生产企业进入标的国市场。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迅速发展为中国国产装备
打破欧美垄断、抢占国际市场发挥了巨大作用。基于此，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首先，政府应该继续鼓
励中方企业参与对外承包工程，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和公共服务。目前中国已进入１３０个国家的工程
承包市场，但主要集中在西亚、东亚和中东北非地区，中国在这三个区域的工程承包金额占比分别约
为２３％、１７％和１８％。因此，政府可以适当鼓励和引导中方企业继续开拓海外工程承包市场，尤其是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相对较少的区域，例如分别只占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总额６．５％和５．７％左右的南美
洲地区和欧洲地区。其次，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契机，一方面通过与沿线国家基建工程合
作，促进中国装备对沿线国家的出口，另一方面又通过中国提供的优质装备促进沿线国家工程建设，

最终实现双赢局面。最后，鉴于参与对外承包工程的企业绝大部分属于大型国有企业，而本文的案例
分析表明国有企业在伙伴国承包工程之后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在东道国积极推介中方产
品，在对方企业和中方企业之间协调产品标准，从而帮助中方装备制造业企业进入该国市场。因此，

政府应该为国内机械装备生产企业与参与对外工程承包的国有企业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创造更加便利
和畅通的条件，继续鼓励和引导国有企业通过对外承包工程发挥中间桥梁作用，增强国有企业在出口
市场产生的平台外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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