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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商品与服务的全球化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人员

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伴随中非交往的不断密切，

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中国移民非洲的人数快速发

展，中非间经贸往来空前增长。文章将中非经贸往来分为国

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两大类，以及按照大洲层面与国别层

面两种情况分别进行研究，发现国际贸易是国际移民的格兰

杰因果原因，而国际移民并不是国际贸易的格兰杰因果原 

因；国际移民导致国际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因果原因，而国际

直接投资并不是国际移民的格兰杰因果原因。

【关键词】国际移民；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中非； 

　　　　　　   格兰杰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C922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是 21 世纪最重要的特征，以商品与服

务的全球化以及人员流动的全球化最为显著。人员跨国

流动中以国际移民最具有代表性，联合国发布的《国际

移民数据统计建议》将国际移民定为“所有更改其常住

国的人”国际移民组织（IOM）将其定义为，“离开本人

祖籍国或常住国，跨越国界，为了定居性目的而永久性

地或在一定时期内生活于另一国家的人”。因此我国的

对外移民是指除我国派驻国外的外交人员和我国派驻的

联合国维和部队官兵之外、所有在我国出生并在我国以

外的国家或地区生活一年以上的人口。[1] 全球国际移民

数量在不断攀升，截至2019年，全球国际移民规模达2.72

亿人，占全球人口的 3.5%[2]。2016 年 9 月，国际移民组

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正

式加入联合国体系，中国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成为国际

移民组织的成员国 [3]。

国际移民会对国际间经贸往来产生影响，移民能帮

助来源国企业获取目的国相关信息，缩短心理距离，减

少投资风险，有助于国际贸易的进行。与此同时，国际

经贸往来能增进相关人员对目的国的了解，降低移民过

程的不确定性，进而促进国际移民。因此，国际移民和

国际贸易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性。

近年来中非经贸往来取得飞速发展，中国向非洲

出口总额从 1998 年的 40.56 亿美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1 132.14 亿美元。中国从非洲进口总额从 1998 年的

14.77 亿美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958.02 亿美元。中国

同非洲进出口总额从 1998 年的 55.32 亿美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2 090.16 亿美元（见图 1）。

图 1　1998—2019 年中非贸易往来状况（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http://www.stats.gov.cn/

与此同时，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流量，从 2017 年

的 15.74 亿美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27.04 亿美元（见 

图 2）。

图 2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流量（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http://www.stat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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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

演讲时，提出“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1，国际移民和经贸往来，蕴含着“五

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及：实行高水平对

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促进国际合作，实现

互利共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非为案例，对国际移民与经贸往

来问题进行研究，既具有理论价值又有实际意义。

二、文献回顾

国际移民与经贸往来已成为经济全球化重要特征，

有关两者之间联系的研究得到广泛关注。“替代说”认

为人员跨国流动与经贸往来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以蒙代

尔（Mundell）为代表 [4]；“互补说”则认为国际移民和

经贸往来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以马库森（Markusen）为

代表 [5]。

在与中国相关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国际移民

与经贸往来存在正向关系。綦建红、鞠磊（2008）利用

1980—2006 年的数据，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分析

等方法，对我国国际移民和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分

析，发现两者之间不仅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且呈现出

双向因果联系 [6]。王云飞、杨希燕（2015）的实证研究

发现，中国移民网络能够促进贸易[7]。魏浩、袁然（2017）

的研究发现，国际人才流入会对我国进口贸易产生显著

的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进口贸易的影响较为显著，

对一般贸易进口的影响较为显著，对资本技术密集型商

品进口贸易的影响较为显著 [8]。

随着中非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2018 年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宣言强调，要将“一带一路”同非洲各个层

面的发展战略全面对接，推动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再

升级，有关中非的研究不断涌现。何敏波（2009）的研

究发现，中国人普通缺乏对非洲的了解与认识，只有那

些曾经援非或外派人员才会移民非洲 [9]。黄嘉瑜、竺彩

华（2015）的研究认为中非经贸往来中，应该合理运用

公共外交手段 [10]。李安山（2017）对二战后中国人移

民非洲的情况进行研究，发现中非经济关系已从单纯贸

易转向贸易投资和金融等领域，未来中非民间交往与文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化交流将进一步发展，非洲的中国移民数量仍会持续增

加 [11]。李安山（2018）对非洲“新移民”的特点和分

类进行研究 [12]。王娇、李政军（2019）用 SWOT 的方法

对中非经贸合作的优势、劣势、机会与威胁进行系统分

析，并提出中非经贸合作的战略选择建议 [13]。王莉莉

（2019）认为经贸合作是中非合作的压舱石和推进器，

21 世纪以来，中非经贸合作实现快速发展，取得丰硕成

果，呈现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发展态势 [14]。武芳

（2021）指出，2021 年 1 月 1 日启动的非洲大陆自由贸

易区（AfCFTA），将提升非洲在全球中的地位，同时也

将为中非经贸合作带来新机遇。我国应密切跟踪关注，

积极参与，为中非经贸合作开辟新路径、拓展新空间 [15]。

三、理论模型

本部分用理论模型探讨国际移民对外贸往来的影响。

根据 Combes et al.（2005）的研究 [16]，交易成本由两

个不同部分组成，即运输成本T HF和可能带来风险的信息

成本I HF。其中，T 代表运输成本，I 代表信息成本，H 代

表国内，F 代表国外。

τ B = T IHF HF

其中运输成本和两国间的距离成正比。

T dHF HF= ( )α

信息成本则与移民有关，与移民人数成反比，目的

国移民越多，来源国对其则越了解，拥有的信息则更多，

投资风险则越小。

I migHF HF= +(1 )β

其中，mig 代表移民。将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加入

基础结合引力模型中，得到

ER g GDP GDP d migHF H F HF HF=   , , ,

其中 ER 代表经贸往来。目的国移民越多，来源国

对其则越了解，拥有的信息则更多，投资风险则越小，

信息成本与移民人数成反比。移民能增加来源国对目的

国的了解，促进经贸往来。

四、我国移民非洲情况

伴随中非交往的不断升级，以及“一带一路”深入

发展，中国移民非洲的人口得到快速发展，移民总数从

1990 年的 21 622 人，增长至 2017 年的 61 761 人（见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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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90－ 2017年中国向非洲移民人口数量（单位：人）

数据来源：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

表1　1990—2017年中国人口移出的非洲目的地（单位：人）

国家
（地
区）

1990

年

1995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2017

年

厄立
特里
亚

8 53 98 115 133 135 135

马达
加斯
加

1481 1312 1458 1609 1784 1979 2088

毛里

求斯
346 3273 8024 5151 2564 2951 2964

塞舌
尔

58 80 103 279 456 510 515

乌干

达
142 139 432 429 426 423 597

赞比

亚
100 128 166 408 1007 1045 1055

刚果 283 327 459 292 695 924 937

加蓬 107 128 164 179 204 224 233

埃及 479 501 562 669 722 856 723

利比

亚
1366 1800 2264 2493 2727 3074 3142

苏丹 1678 1711 1746 1890 1215 1111 1310

博茨

瓦纳
874 1055 1348 2262 3184 4230 4382

莱索

托
162 140 114 116 118 121 124

纳米

比亚
4593 4392 4078 3224 3106 2937 2881

南非 8690 8051 9695 11 605 20 095 36 576 38 684

佛得

角
30 41 51 37 22 23 23

加纳 121 121 135 190 189 224 234

几内

亚
134 154 166 116 81 169 164

马里 301 190 76 307 542 584 613

毛里

塔尼

亚

142 151 156 157 158 158 159

塞拉

利昂
280 273 266 260 258 257 268

多哥 247 278 313 352 459 517 530

合计 21 622 24 298 31 874 32 140 40 145 59 028 61 761

数据来源：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

在所有非洲国家中，中国移民南非的人数最多，

2017 年时达 38 684 人，其次为博茨瓦纳、利比亚，分

别为 4382 人和 3142 人（见表 1）。

五、国际移民与国际贸易实证

国际移民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国际移民

能够带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贸易往往伴随人员国际

流动，促成国际移民。本文首先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

在洲际层面对中国人移民非洲情况与中非贸易进行实证

研究，接着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法，在国别层面对中国移民

非洲各国情况与中国与非洲各国贸易情况进行实证研究。

（一）洲际层面研究

本部分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中国人移民非洲

情况与中非国际贸易总体进行实证分析，由于联合国经

济与社会事务部仅有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

2010 年、2015 年和 2017 年的数据，为了与中非国际贸

易总量的年度数据进行匹配，采取平均的方法得到 1990

年至 2017 年各年的人口移民数据，同样采用移动平移的

方法，对 2018 年和 2019 年的移民进行预测。

1. 移民与出口关系

采用 ADF 检验法对移民序列与出口序列以及差分后

的序列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2。

表 2　移民与出口 ADF检验结果

变量
ADF

统计量
1% 临界值 5% 临界值 10% 临界值 结论

移民 -2.904284 -4.498307 -3.658446 -3.268973
不平

稳

出口 -2.482018 -4.498307 -3.658446 -3.268973
不平

稳

D

（移民）
-1.441494 -4.498307 -3.658446 -3.268973

不平

稳

D

（出口）
-3.286708 -4.498307 -3.658446 -3.268973

不平

稳

D2

（移民）
-4.018798 -4.532598 -3.673616 -3.277364

平稳

D2

（出口）
-5.250413 -4.532598 -3.673616 -3.277364

平稳

为了进一步判断移民与出口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

系，对移民与出口进一步采取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

果如表 3所示。

在 5%的置信水平下，不论滞后 2期还是滞后 4期，

出口总量都是国际移民的格兰杰因果原因，在 5% 的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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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下，不论滞后 2 期还是滞后 4 期，国际移民都不是

出口总量的格兰杰因果原因。

表 3　移民与出口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检验变量
滞后

期
F值 P值 检验结果

出口→移民 2 10.06289 0.0065 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移民→出口 2 0.927903 0.6288 没有格兰杰因果关系

出口→移民 4 16.13029 0.0028 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移民→出口 4 4.309808 0.3657 没有格兰杰因果关系

2. 移民与进口关系

采用 ADF 检验法对移民序列与出口序列以及差分后

的序列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4所示。

表 4　移民与进口 ADF检验结果

变量
ADF

统计量

1%

临界值

5%

临界值

10%

临界值
结论

移民 -2.904284 -4.498307 -3.658446 -3.268973
不平

稳

进口 -2.532785 -4.498307 -3.658446 -3.268973
不平

稳

D

（移民）
-1.441494 -4.498307 -3.658446 -3.268973

不平

稳

D

（进口）
-3.142545 -4.498307 -3.658446 -3.268973

不平

稳

D2

（移民）
-4.018798 -4.532598 -3.673616 -3.277364 平稳

D2

（进口）
-5.279303 -4.728363 -3.759743 -3.324976 平稳

为了进一步判断移民与进口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对移民与进口进一步采取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

表 5所示。

表 5　移民与进口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检验变量 滞后期 F值 P值 检验结果

进口→移民 2 17.00505 0.0002
存在格兰杰因果

关系

移民→进口 2 0.812168 0.6663
没有格兰杰因果

关系

进口→移民 4 36.17334 0.0000
存在格兰杰因果

关系

移民→进口 4 1.127897 0.8898
没有格兰杰因果

关系

在 5% 的置信水平下，不论滞后 2 期还是滞后 4期，

进口总量都是国际移民的格兰杰因果原因，在 5% 的置信

水平下，不论滞后 2 期还是滞后 4 期，国际移民都不是

进口总量的格兰杰因果原因。

3. 移民与贸易总量

采用 ADF 检验法对移民序列与贸易序列以及差分后

的序列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6。

表 6　移民与贸易总量 ADF检验结果

变量
ADF

统计量

1%

临界值

5%

临界值

10%

临界值
结论

移民 -2.904284 -4.498307 -3.658446 -3.268973
不平

稳

贸易 -2.411641 -4.498307 -3.658446 -3.268973
不平

稳

D

（移民）
-1.441494 -4.498307 -3.658446 -3.268973

不平

稳

D

（贸易）
-3.136467 -4.498307 -3.658446 -3.268973

不平

稳

D2

（移民）
-4.018798 -4.532598 -3.673616 -3.277364 平稳

D2

（贸易）
-4.128485 -4.728363 -3.759743 -3.324976 平稳

为了进一步判断移民与贸易总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

关系，对移民与贸易总量进一步采取格兰杰因果关系检

验，结果如表 7所示。

表 7　移民与贸易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检验变量 滞后期 F值 P值 检验结果

贸易→移民 2 18.70423 0.0001
存在格兰杰因果

关系

移民→贸易 2 0.731588 0.6936
没有格兰杰因果

关系

贸易→移民 4 37.07500 0.0000
存在格兰杰因果

关系

移民→贸易 4 1.602042 0.8084
没有格兰杰因果

关系

在 5% 的置信水平下，不论滞后 2 期还是滞后 4期，

贸易总量都是国际移民的格兰杰因果原因；在 5% 的置信

水平下，不论滞后 2 期还是滞后 4 期，国际移民都不是

贸易总量的格兰杰因果原因。

（二）国别层面研究

本部分采取国家层面的数据，使用面板数据回归的

方法，对移民对中非贸易（包括出口、进口以及贸易总量）

的因素进行研究，回归模型如下：

export migration chinesegdpi t i t t, 0 1 , 2= + + +

λ ε

β β α

β β β

t i t

3 , 4counterpartgdp distance
+ ,

i t i i+ + +

import migration chinesegdpi t i t t, 0 1 , 2= + + +

λ ε

β β α

β β β

t i t

3 , 4counterpartgdp distance
+ ,

i t i i+ + +

trade migration chinesegdpi t i t t, 0 1 , 2= + + +

λ ε

β β α

β β β

t i t

3 , 4counterpartgdp distance
+ ,

i t i i+ + +

由于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仅有1990年、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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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和 2017 年的数据。

考虑到面板数据平衡性问题，以 5 年为一个研究单位，

即选取 1990 年、1995 年、2000 年、2005 年、2010 年、

2015 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中国以及非洲各国经济

发展数据（即 GDP）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和非

洲各国距离数据来源于 CEPII 数据库（见表 8）。

表 8　描述统计

变量
个

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migration 73 279.2877 202.5779 22 924

export 257 7.40e+08 1.95e+09 22 086 1.59e+10

import 235 7.44e+08 3.23e+09 583 3.02e+10

trade 275 1.33e+09 4.24e+09 0 4.60e+10

distance 265 10 685.43 1 556.612 7 551.418 13 871.27

chinese-
gdp 275 4.28e+12 3.89e+12 7.35e+11 1.11e+13

counter-
partgdp 258 2.52e+10 6.07e+10 1.36e+08 4.87e+11

0
5.

0e
+0

9
1.

0e
+1

0
1.

5e
+1

0

0 200 400 600 800 1000
migration

export Fitted values

图 4　出口与移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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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进口与移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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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贸易总量与移民的关系

表 9　移民与国际贸易回归结果

变量 出口 进口 总贸易量

migration -759 253

(726 677)

-39 935

(565 335)

-567 112

(924 563)

distance 430 059***

(143 594)

-29 455

(109 928)

471 687**

(175 927)

chinesegdp 8.89e-05*

(4.48e-05)

-1.78e-05

(3.49e-05)

9.05e-05

(5.78e-05)

counter-
partgdp

0.0415***

(0.00242)

0.00255

(0.00182)

0.0444***

(0.00314)

年度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Constant 5.370e+09***

(1.576e+09)

-2.380e+08

(1.198e+09)

6.152e+09***

(1.983e+09)

Observations 66 62 67

R-squared 0.941 0.749 0.923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5%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0% 水平上显著 

由表 9 分析可知，在国别层面，移民并没有对中国

和非洲国家的贸易产生影响。该结论和格兰杰因果检验

的一致，即移民并没有促进中非贸易。 

六、国际移民与国际直接投资

中国对非洲移民与中国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也会产

生影响。与前面类似，分洲际层面研究以及国别层面进

行研究。

（一）洲际层面研究

采用 ADF 检验法对移民序列与国际直接投资序列以

及差分后的序列进行检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起于

2007 年，因此以 2007—2019 年的数据进行研究，结果

见表 10。



国际视野 International Vision 

888 《国际商务财会》2021 年第9期（下）

表 10　移民与国际直接投资ADF检验结果

变量
ADF

统计量

1%

临界值

5%

临界值

10%

临界值
结论

移民 -1.893203 -5.295384 -4.008157 -3.460791
不平

稳

FDI -4.992220 -5.124875 -3.933364 -3.420030 平稳

D
（移民）

-1.376209 -5.124875 -3.933364 -3.420030
不平

稳

D
（FDI） -3.605324 -5.295384 -4.008157 -3.460791

不平

稳

D2
（移民）

-1.376209 -5.124875 -3.933364 -3.420030
不平

稳

D2
（FDI） -3.605324 1.922796 -0.111296 0.311393 平稳

为了进一步判断移民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格兰杰

因果关系，对移民与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采取格兰杰因

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 11。

表 11　移民与国际直接投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检验变量 滞后期 F值 P值 检验结果

移民→ FDI 2 11.21954 0.0037
存在格兰杰因果

关系

FDI →移民 2 2.176347 0.3368
没有格兰杰因果

关系

在 5% 的置信水平下，滞后 2 期，移民是国际直接投

资的格兰杰因果原因；在 5% 的置信水平下，滞后 2 期，

国际直接投资不是移民的格兰杰因果原因。

（二）国别层面研究

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数据起于 2007 年，因此

选取 2005 年、2010 年、2015 年的数三年的数据，进行

实证研究。其中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数据来源国家统计

局网站（见表 12）。

表 12　描述统计

变量
个

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migration 43 335.4186 222.1908 22 924

FDI 147 34 928.74 73 281.81 1 472 297

distance 159 10 685.43 1 558.581 7 551.418 13 871.27

chinese-
gdp 165 6.48e+12 3.60e+12 2.29e+12 1.11e+13

counter-
partgdp 156 3.42e+10 7.42e+10 1.36e+08 4.87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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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移民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图

表 13　移民与国际直接投资回归结果

变量 国际直接投资

migration
295.1**

（-119）

distance
20.44

（-17.29）

chinesegdp
1.26E-08

（-3.16E-08）

counterpartgdp
1.27E-07

（-3.40E-07）

国家固定效应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Constant
-253,469

（-395,814）

Observations 39

R-squared 0.602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5%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0% 水平上显著 

从回归结果看，在 5% 的显著水平上，移民对中国对

非洲的国际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

七、结论与建议

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移民与经贸往来之间关系的认

识存在“替代说”与“互补说”两种观点。本研究分别

对移民与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移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

响进行研究。国际贸易领域，在洲际层面，借助格兰杰

因果检验的方法，移民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进行研究，发

现国际贸易是国际移民的格兰杰因果原因，而国际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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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国际贸易的格兰杰因果原因。在国别层面，移民

并不能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借

助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对移民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

系进行研究，发现国际移民是国际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因

果原因，而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国际移民的格兰杰因果

原因。国别层面的实证研究也支持该结论，即移民能够

促进国际直接投资。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移民对于经贸往来的影响存在

差异，即移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较大，而对于国际

贸易的影响较小。2021 年 1 月 1 日，非洲大陆自由贸

易区（AfCFTA）启动仪式在线上举行，这是非洲经济一

体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

而深远的意义，将对中非间贸易产生影响，前部分的研

究结果显示，国际贸易能促进国际移民，因此非洲大陆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会对中非移民产生影响，值得高度 

关注。

2015 年 5 月 16 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推进国

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国际产能合 

作。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而大部分非洲国家

仍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我国与非洲国家之间产业互补

性强，中非产能合作能将我国丰富经验以及优势富余产

能转移至非洲国家，促进非洲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实

现双赢 [17]。产能合作通常需要借助国际直接投资才能实

现，前部分的研究结果显示，国际移民能促进国际直接

投资，因此加深中非之间的人员交流，对进一步扩大中

非之间的产能合作有所裨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不少是非洲国家，中

非间深度交流将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

加强中非产能合作，提升地区间互联互通，加速非洲经

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助于国际间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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