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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非参数 K-M 生存分析法和离散时间 Cloglog 模型对中国出口贸易持续时间及其影响因素进行

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中国出口贸易动态变化较为显著，持续时间的中位数只有 2 年，且存在“门槛效应”
效应，超过 4 年以后失败的概率明显降低; 目的国经济规模、首次出口额、多元化等上升有利于降低出口贸易

失败的概率，而地理距离、单位价值、人民币汇率等上升则会增加出口贸易中断风险。最后，就延长中国出口

贸易持续时间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 出口贸易; 持续时间; Cloglog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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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

条件，发挥比较优势，通过出口贸易积极融入全球

价值链，在提高国际市场份额的同时，也使得出口

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尤其是

加入 WTO 以后，出口更是呈加速增长态势，2013
年出口总额达到 2． 2 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大

出口国。长期以来，如何开拓国际市场一直是

各方关注的焦点，却忽视了出口持续时间问题。
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要实现稳定出口增长

的目标，不 仅 要 拓 展 新 市 场，更 要 实 现 持 续 出

口，这就需要深入研究中国出口贸易持续时间

及其影响因素。

由于进入国际市场需要支付包括建立国外销

售渠道、广告宣传等固定成本，出口贸易关系一旦

建立都被假定将持续较长时间。Besedes 和 Prusa
(2006a)［1］

首次采用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法考

察美国进口发现，1972 － 1988 年其他国家出口商

品到美国的持续时间中位数和平均数分别仅为 1
年和 2． 7 年。为了探寻持续时间较短的原因，

Besedes 和 Prusa ( 2006b )［2］、Nitsch ( 2009 )［3］、
Obashi ( 2010 )［4］、Fugazza 和 Molina ( 2009 )［5］、
Brenton et al． ( 2009 )［6］、Hess 和 Persson
(2011)［7］、Esteve-Perez et al． (2013)［8］

等人利用

不同的模型研究发现，产品特征、国家特征、贸易

成本等变量影响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随着中国

出口的快速增长，其持续时间也开始受到关注。
邵军(2011)［9］

和陈勇兵等(2012)［10］
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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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贸易持续时间也较短，初始贸易额、出口

目的地市场规模、商品单位价值等会对中国出口

贸易持续时间产生显著影响。
现有的关于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研究已经取

得了一定进展，但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研究的对

象主要集中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的研究还很少。
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出口贸易在持续时间上具

有自身的特点，影响因素也不同与其他国家;二是

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年限较短。显然，利用更长时

间数据研究持续时间问题相对较为准确;三是大

部分研究采用的是连续时间的 Cox PH 模型，相互

联系事件( tied event) 的出现将会导致研究结论

存在一定偏误。基于此，本文将利用样本时间更

长的出口数据和离散时间的 Cloglog 模型对中国

出口贸易进行研究，以期得到更为可靠和科学的

结论。

2 中国出口贸易持续时间的估计

2． 1 数据处理

在本文中，出口贸易关系指的是某一商品出

口某一国家到退出该国的状态。我们关注的是没

有 间 隔 连 续 出 口 的 时 间 长 度 ，即 持 续 时 间 段

(spell)，比如中国从 1996 年出口产品 i 到国家 j，
于 2000 年停止出口，则持续时间段为 4 年。在实

际中，一个出口贸易关系会出现中断出口后再出

口的情况，这种情况被称为多个持续时间段(mul-
tispell)，如表 1 的情形 2。在国际贸易中，多种原

因会导致删失数据( censored data) 的出现，包括

左删失( left censoring)和右删失( right censoring)，

分别为表 1 的情形 1 和情形 3，前者无法知道真

正开始的时间，后者不知道结束的时间。右删失

在现有方法中可以通过设定删失指标的方式得到

无偏的估计，但目前对左删失数据估计还没有一

个很好的方法，需要较强的附加假设或数据补充

才能克服所产生的偏误，基于此，我们从样本中删

去了存在左删失的样本。这样，最长持续时间为

15 年。
本文利用 CEPII-BACI 数 据 库 1995 － 2010

年中国出口数据进行分析，分类标准为 HS 六位

数，共 5000 多种商品。由于一些关键变量无法

可获得，选取了 171 个中国出口的国家或地区。
经过上述处理，在观测期内共有 825699 个持续

时间段。

表 1 贸易关系持续时间段

Table 1 Duration of the trade relationship

情形 HS Code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数量

1 091099 ▲ ▲ ▲ ▲ 1

2 100590 ▲ ▲ ▲ ▲ ▲ ▲ 2

3 100630 ▲ ▲ ▲ ▲ 1

2． 2 持续时间的特点分析

从表 2 可以看出，中国出口贸易持续时间呈

现以下几个特点:(1) 中国出口贸易关系普遍存

在多个持续时间段，平均每个贸易关系有 1． 78 个

持续时间段，出口贸易关系中断后重新出口的现

象较普遍，贸易关系的动态变化显著。(2) 中国

出口贸易关系持续时间较短，中位数只有 2 年，大

部分持续时间段在 2 年内消失，且均值仅略高于

观测期的三分之一，只有 5． 51 年。其中，1 年的

持续时间段占比高达 47． 85%，与理论预期不是

很一致。(3)首次出口额对中国出口贸易持续时

间影响较大。首次出口额在 1 万美元以上和 10

万美元以上贸易关系的平均持续时间段分别为

1． 41 个和 1． 17 个，持续时间段的中位数分别为 3
年和 4 年，均值也相对较长，说明首次订单数额越

大，贸易关系一旦建立后中断的风险越低。(4)

中国出口贸易关系建立初期持续时间相对较短。
从第一个持续时间段看，虽然中位数与全部样本

相同，都是 2 年，但均值明显低于全部样本，只有

4． 6 年，其中 1 年的持续时间段占比超过一半，反

映很多出口贸易关系建立初期容易中断或失败。
此外，只有一个持续时间段样本的均值高达 9． 5
年，有近三分之一持续时间达 15 年，显著高于其

他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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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出口贸易持续时间的描述性统计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duration about China’s export

持续时间

段数量

贸易关系

数量

持续时间段占百分比(% ) 持续时间段

1 年 2 年 3 年 11 年 15 年 均值 中位数

全部样本 825699 463511 47． 85 15． 07 7． 44 2． 42 0． 94 5． 51 2

1 万美元以上 381494 269784 41． 70 15． 35 8． 19 3． 28 1． 20 6． 26 3

10 万美元以上 76863 65676 35． 40 15． 43 9． 42 5． 72 1． 26 7． 08 4

第一个持续时间段 463511 463511 51． 96 14． 20 6． 41 2． 95 1． 67 4． 60 2

只有一个持续时间段 267351 267531 29． 62 7． 50 3． 93 3． 95 31． 23 9． 50 ．

注: ． 表示在整个观察期( 1995 －2010 年) 出口贸易关系持续时间段失败的比例不超过该对应的百分位。

2． 3 持续时间的生存函数估计

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出口贸易的动态变化，

还需要对其生存进行分析。设 T 表示失败事件

发生的时间，可以取离散的随机变量 ti，并且概率

密度函数就为 p( ti) = Pr(T = ti)，其中，i = 1，2，

…，n 且 t1 ＜ t2 ＜… ＜ tn。那么，一个随机变量 t 的

生存函数如下:

S( t) = Pr(T ＞ t) = ∑
ti ＞ t

p( ti) (1)

风险函数为:

h( ti) = Pr(T = ti | T≥ ti) =
p( ti)
S( ti－1)

(2)

其中，S( t0) = 1。生存函数和风险函数存在

以下关系:

S( t) = ∏
ti ＜ t

1 － h( ti[ ]) (3)

Kaplan-Meier 的非参数估计能够利用右删失

和非删失数据的全部信息且对右删失具有稳定

性，因而我们采用这一非参数估计方法。假定 n
个独立观测值为( ti，ci)，其中 ti 为生存时间，而 ci
为观测值 i 的删失指标变量。如果失败发生，ci
取 0，否则取 1。如果 t(1) ＜ t(2) ＜… ＜ t(m) 表示排

序的记录失败的时间(m≤n)，ni 代表在 t( i) 时处

于失败风险的数量，di 表示观察到的失败的数

量，则生存函数的 Kaplan-Meier 估计值为:

S

( t) = ∏

t( i)≤t

ni － di

ni
(4)

如果 t ＜ t(1) ，S

( t) = 1。风险函数为失败的数

量与处于风险的数量之比，即:

h

( t) =

di

ni
(5)

图 1 是采用上述方法估计的中国出口贸易持

续时间的生存概率，可以发现，中国出口贸易关系

在建立初期生存率较低，超过“门槛值”以后，贸易

关系失败的概率大大降低。出口贸易关系在第 1
年失败的概率最高，为 41． 1%，此后三年累计失败

率分别为 54． 4%、60． 7%、64． 2%。从第 5 年开始

失败概率明显降低，第 15 年失败概率仅比第 4 年

提高不到 8 个百分点。与现有研究结论一致，中国

出口贸易持续时间具有负时间依赖性(Negative
Duration Dependence)，并且存在“门槛效应”，4 年

为生存时间的“门槛值”，超过这一值以后失败概

率显著降低。从不同样本来看，首次出口额超过 1
万美元的生存率高于全部样本，首次出口额超过

10 美元的生存率更高，37． 9%可以生存 15 年;第一

个持续时间段样本的生存率最低，62． 4%在 2 年内

消失，而只有一个持续时间段样本的生存率最高，

60%以上可以存活 15 年。虽然上述分组样本的生

存率差别较大，但“门槛效应”差别不是很大，门槛

值大约均为 4 年。一个出口贸易关系在建立初期

4 年内的失败风险率要远远大于 4 年之后的退出

风险。

3 影响因素分析

3． 1 模型设定

目前研究贸易关系持续时间影响因素的方法

主要有两种:一是基于连续时间的 Cox PH 模型;

二是离散 时 间 的 Cloglog 模 型。Hess 和 Persson
(2010)［11］

研究表明，离散时间的 Cloglog 模型可

以克服连续时间的 Cox PH 模型三个重要缺陷:一

是许多结点持续时间( tied duration time) 存在所

导致的系数和标准差的有偏估计;二是很难合理

控制无法观测到的异质性，从而导致有偏估计;三

是比例风险假定不合理。基于此，本文将通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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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出口贸易持续时间的生存概率

Figure 1 The survival probability of the duration about China’s export

立 Cloglog 模型考察影响中国出口贸易关系持续

时间的影响因素，即:

Cloglog［1 － hj(X | v)］ = log( － log［1 － hj

(X | v)］ = β'X + γ j + u (6)

其中，X 是解释变量，既包括出口目的国家或

地区的特征，也包括出口产品的特征;β 是需要估

计的参数;γ j 是区间基准风险;u 是均值为 0 和方

差为 σ2
的误差项，用于控制不可观测的异质性。

由公式(6)估计的系数不能直观地看出变量的影

响，需要计算风险比率(Hazard Ratio)，即 eβi。如

果一个变量的风险比率小于 1，说明该变量有利

于延长贸易关系持续时间，反之则相反;如果一个

变量的风险比率等于 1，那么该变量对贸易持续

时间没有影响。
3． 2 变量选取

借鉴现有研究并考虑中国出口的特点，本文

选取下列解释变量:

(1)出口目的地特征变量。引力变量不仅影

响国家之间的贸易流量，也影响贸易关系的持续

时间。此类变量包括:

经济规模(LnGDP)。目的地国家或地区的

经济规模越大，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也就越多，

出口贸易关系持续时间也就越长。本文用目的国

或地区 2000 年不变价格水平的 GDP 表示，并以

对数形式进入模型。
地理距离(LnDist)。地理距离反映了中国与

出口目的地之间的贸易成本，距离越远，运输成本

越高，越不利于出口贸易关系的生存。本文采用

两国政治中心的距离，并以对数形式进入模型。

此外，用下列虚拟变量表示目的地国家的特

征:目的国或地区是否为内陆国家(Landlock)，内

陆国取 1，否则为 0;是否与中国具有共同官方语

言( Language)，有共同官方语言取 1，否则为 0;

与中国是否接壤(Border)，与中国接壤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内陆国家或地区一般交通不是很

便利，贸易成本相对较高，不利于出口贸易关系持

续，而与中国有共同官方语言或接壤的交易成本

较低，有利于出口贸易关系维持。
(2)出口产品的特征变量。
产品的贸易竞争力(RCA)。产品的国际竞

争力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竞争力越强，退出市

场的风险越小，出口贸易的持续时间段越长。本

文用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表示，即 RCAi =
(Ei

C /EC) /(Ei
W /EW)，其中，Ei

C 和 Ei
W 分别为 i 产

品中国和世界的出口额，EC 和 EW 分别表示中国

和世界的总出口额。
产品类型(PD)。国外进口商寻找差异化产

品潜在供应者的成本较高，有利于贸易关系生存

较长时间。如果是差异化产品取 1，否则取 0。
产品的首次出口额(LnExp)。首次出口额越

大，表明进出口双方对该贸易关系的信心越大，越

有利于贸易关系的持续。本文用出口贸易关系持

续时间段第一年贸易额的对数表示。
产品的单位价值(LnUV) 。单位价值越高的

产品往往具有较高的技术复杂度，寻找替代产品

较难，出口贸易关系持续时间段也较长。本文用

产品单位价值的对数值表示。
产品的市场份额(LnShare)。出口产品占目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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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地区同类产品进口比重越高，继续出口的可能性越

大，与贸易关系持续时间段呈现正相关。本文用贸易

关系持续时间段段每年市场份额的对数表示。
市场 多 元 化 ( LnNC) 和 产 品 多 元 化 ( Ln-

NUM)。很多研究表明，一种产品的出口国或地

区越广泛(LnNC)，对每个目的国或地区出口的产

品种类数越多(LnNUM)，贸易关系退出的概率越

小。前者用一种产品每年出口目的国或地区数量

的对数形式表示，后者用每年出口到各个目的国

或地区的产品种类数的对数形式表示。
(3)其他控制变量。
汇率变动(REX)。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本币贬值有利于提高一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进而对出口贸易关系持续时间段生存产生正向的

影响。本文利用人民币与目的国货币兑美元汇率

计算出人民币与目的国货币的交叉汇率，上升表

示人民币升值，下降表示人民币贬值。
多个持续时间段(Multispell)。第一次持续时间

段的中断往往会提高下次持续时间段段失败的风

险。如果一个贸易关系持续时间段中断超过两次，

该变量取 1，表示存在多个持续时间段，否则取 0。
GDP 来源于世界银行的 WDI 数据库;汇率来

源于 IMF;产品类型来源于 Rauch(1999)［12］;其

他数据来源于于 CEPII。

注:①为了节省篇幅检验结果没有给出，备索。

② 分类标准参考 http: / /www． unctad． info / fr /Trade-Analysis-Branch /Data-And-Statistics /Other-Databases /。考虑到中国出口特点，

将矿物燃料和非燃料初级产品合并成为初级产品。

③ 来源于世界银行的 WTI Country Classification by Region and Income。

3． 3 结果分析

通过对数秩(Log rank)检验发现，中国出口的

不同产品和出口不同收入水平目的国的生存函数差

异非常明显①。为了避免结果的偏差，借鉴 Esteve-
Perez et al． (2013)［8］

方法并结合中国出口特点，估计

时将产品分为初级产品、资源密集型产品、低技术产

品、中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②，将出口目的国按收

入水平分为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

家，OECD 高收入、非 OECD 高收入国家③，并以虚拟

变量的形式进入模型。从表 3 可以看出，几乎所有

变量的符号与预期一致且显著。
出口目的地国家或地区经济规模(LnGDP)越

大，对中国出口产品的潜在需求也越大，越有利于贸

易关系的维持。从回归结果来看，该变量的风险比

率为 0． 868，即目的国经济规模提高一倍，出口贸易

关系中断的概率将降低 13． 2%。出口到与中国接壤

(Border)和拥有共同语言(Language)的国家或地区，

贸易成本相对较低，贸易关系中断的可能性也比较

低，两者风险比率分别为 0． 916 和 0． 799。首次出口

额(LnEXP)风险系数显著低于 1，为 0． 876，说明出口

的初始额越大，对出口贸易关系持续越具有促进作

用，这主要在于如果贸易双方首次签订订单数额较

大，既体现了双方之间的相互信任，也预示了双方保

持长期合作的可能性较大。在当前，中国出口尤其

要重视那些订单数额较大的潜在客户，争取与其建

立贸易关系，对稳定出口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出口

产品的国际竞争力(RCA)和产品类型(PD)对出口

贸易关系持续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影响程度比

较小，风险系数在 0． 95 左右，也就是说 RCA 指数上

升一个单位或是异质性产品，贸易关系失败的概率

降低 5%。市场份额(LnMshare)上升也有利于出口

贸易关系维持，影响程度更小，不到 2%。虽然这三

个产品特征变量对中国出口贸易关系影响与理论和

他人研究结论一致，但影响程度要低于其他国家，这

可能是由于中国目前出口有竞争优势和异质性产品

主要还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或劳动密集型环节的产

品，国际市场上的替代产品较多，即使市场份额较

高，对贸易关系持续期生存的影响也不大。尤其

值得注意的是，多元化变量对贸易关系持续时间

的影响，无论是产品出口的目的国或地区数量

(LnNC)，出口每个目的国或地区的产品种类数数

量(LnNUM)，两个变量上升都非常有利于贸易关

系越稳 定，降 低 退 出 的 风 险，风 险 系 数 分 别 为

0. 389 和 0． 589。
出口目的地国家或地区与中国距离(LnDist)

较远，意味着运输成本较高，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

况，贸易关系中断的概率越高。同样，出口内陆国

家(Landlocked)由于成本较高导致贸易关系比出

口非内陆国家中断的概率高 9． 8 个百分点。不同

于理论预期，产品的单位价值( LnUV) 上升不仅

不能延长中国出口贸易关系持续时间，还将加大

出口贸易关系中断的风险，系数为 1． 030。虽然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积累，中国出口高附加

值产品有了一定的增加，但大多缺乏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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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价值(LnUV) 越高，反而增加了贸易关系的

不稳定性，导致了这一变量对中国出口贸易关系

持续期生存时间的影响不同与其他国家和理论预

期。人民币升值(REX) 是导致出口贸易关系失

败率提高的另一重要变量。从回归结果来看，该

变量的影响比较显著，人民币对出口目的地国家

货币升值 1%，将导致贸易关系失败的概率提高

7． 1%。为了应对国内经济不景气，世界上部分国

家正试图通过本币贬值提升竞争力，这需要引起

高度重视，很有可能导致中国出口这些国家的贸

易关系中断现象大量增加。
此外，多个持续时段(Multispell) 风险比率的

系数比较高，为 2． 286，即一个出口贸易关系中断

两次及以上，比其他出口贸易关系发生失败的概

率提高两倍以上，反映了中国向某些国家出口的

部分产品发生贸易关系中断的概率较高。

表 3 影响中国出口贸易持续时间的回归结果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about the decisiv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uration of China’s export

All Spell First Spell 1 万美元以上 10 万美元以上

LnGDP 0． 868 (0． 001)＊＊ 0． 846 (0． 002)＊＊ 0． 877 (0． 002)＊＊ 0． 865 (0． 004)＊＊

LnDist 1． 132 (0． 003)＊＊ 1． 158 (0． 004)＊＊ 1． 167 (0． 005)＊＊ 1． 213 (0． 011)＊＊

Border 0． 916 (0． 006)＊＊ 0． 905 (0． 008)＊＊ 0． 889 (0． 009)＊＊ 0． 895 (0． 020)＊＊

Landlock 1． 098 (0． 004)＊＊ 1． 107 (0． 005)＊＊ 1． 077 (0． 007)＊＊ 1． 034 (0． 017)＊＊

Language 0． 799 (0． 014)＊＊ 0． 683 (0． 019)＊＊ 0． 722 (0． 022)＊＊ 0． 658 (0． 047) *

LnExp 0． 876 (0． 001)＊＊ 0． 875 (0． 001)＊＊ 0． 900 (0． 002)＊＊ 0． 959 (0． 005)＊＊

RCA 0． 975 (0． 001)＊＊ 0． 966 (0． 001)＊＊ 0． 971 (0． 001)＊＊ 0． 959 (0． 003)＊＊

PD 0． 946 (0． 003)＊＊ 0． 914 (0． 004)＊＊ 0． 938 (0． 005)＊＊ 0． 945 (0． 011)＊＊

LnNC 0． 389 (0． 002)＊＊ 0． 428 (0． 002)＊＊ 0． 394 (0． 003)＊＊ 0． 418 (0． 006)＊＊

LnNum 0． 579 (0． 003)＊＊ 0． 671 (0． 004)＊＊ 0． 572 (0． 004)＊＊ 0． 609 (0． 010)＊＊

LnUV 1． 030 (0． 001)＊＊ 1． 022 (0． 001)＊＊ 1． 028 (0． 001)＊＊ 1． 024 (0． 002)＊＊

LnShare 0． 984 (0． 001)＊＊ 0． 986 (0． 001)＊＊ 0． 999 (0． 001) 0． 994 (0． 003) *

REX 1． 071 (0． 000)＊＊ 1． 028 (0． 000)＊＊ 1． 078 (0． 000)＊＊ 1． 084 (0． 000)＊＊

Multispell 2． 286 (0． 003)＊＊ 2． 873 (0． 004)＊＊ 2． 399 (0． 004)＊＊ 2． 399 (0． 011)＊＊

C-dummies Yes Yes Yes Yes

M-dummi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 825699 463511 381494 76863

注: 系数为风险比率( HR) ; 括号内为标准差，＊＊和* 分别表示在 1%和 5%水平上显著。

3． 4 稳定性检验

通过利用不同样本进行回归发现，所有变量的

影响方向和显著性与第一列保持一致，对中国出口

贸易持续时间的影响较为稳健(见表 3)。比较第 2
列与第 1 列发现，在第一个持续时间段样本中，贸易

关系失败受经济规模、地理距离、多元化等变量影响

较大，但人民币升值的影响要相对较小。比较第 3
列、第 4 列与第 1 列可以发现，在首次出口额较大的

样本中，贸易关系受接壤(Border)、首次出口额等影

响下降，但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有所上升。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 CEPII-BACI 数据库 1995 － 2010 年

中国 HS6 分位出口贸易数据，考察了中国出口贸

易持续时间，并基于离散时间的 Cloglog 模型分析

了影响因素，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中国出口

贸易动态变化较为显著，持续时间的中位数只有

2 年，近一半的持续时间段在 1 年内消失，且存在

“门槛现象”，门槛值大约为 4 年，贸易关系只要

存活超过这一门槛值，失败的概率明显降低;第

二，市场多元化和产品多元化是影响中国出口贸

易持续时间的重要变量，出口多元化可以显著地

降低出口贸易关系失败的概率;第三，产品的国际

竞争力、市场份额、单位价值等延长中国出口贸易

持续时间的效应还没有显现出来，主要由现阶段

中国出口贸易的特点决定;第四，人民币对目的国

货币升值会提高出口贸易失败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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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论具有以下几点政策启示:首先，当前

国家制定稳定出口增长的政策时要充分考虑中国

出口贸易持续时间的特点，实施时间要超过门槛

值，并尽可能针对性提高初期支持力度，这样才能

降低贸易关系失败的概率，从而促进出口持续增

长;其次，进一步推进国际市场多元化战略，多元

化不仅可以培育新的增长点，还具有一个重要外

部效应，即有利于原有贸易关系的维持，降低失败

的概率，两者相辅相成;最后，在新形势下需要通

过多种方式降低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贸易持续时间

的冲击，一方面，可以通过推进资本项目开放以及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缓解升值压力，另一方

面，可以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20 等多边组织

向贬值的国家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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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duration of China’s export and its decisive factors
based on the CloglogModel

Du Yunsu1，Wang Lili2

(1．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and Economics，Nanjing 210023，Jiangsu，China;

2．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non － parameter Kaplan － Meier method and the discrete time Cloglog model，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duration of China’s export and its decisive factor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ynamic change of China’s export relation-
ship is very remarkable and the median of the duration is only two years． There is also the threshold effect for China’s export．
The survival rate of trade relationship is lower at the beginning，but the failure rate after four years declines significantly． The ris-
ing of economic scale，initial export volume，diversification and so on，will reduce the failure probability of export relationship．
While the rising of geographic distance，unit value，RMB exchange rate and so on，will increase the failure probability of export
relationship． Finally，this paper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 about how to lengthen the duration of China’s export．
Keywords: export; duration; Cloglog Mod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