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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争论，运用双重异质性模型和相对效用价格比方法考察贸易优势理
论的当代发展，贸易优势本质上是一种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理论是贸易优势理论的理论基准，比较优势的当

代理论认知融合了供给侧的成本优势和需求侧效用满足的质量优势，体现了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来源与表

现的一致性。无论是要素价格差异的成本优势，还是产品相对效用满足差异的质量优势，都直接或间接通过

产品价格加以体现。当代比较优势是相同消费者效用满足下的产品价格比较与竞争，源于拓展要素观下“一

揽子要素”的要素结构差异与优化升级；贸易优势的获取不仅取决于产品成本的节约，而且在于消费者效用

满足下产品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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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发挥相对价格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基础上，中国经济与贸易规模急速扩张，进出口商品结构趋

于多样化，要素呈现优化升级等诸多新特征；与此同时，依据比较优势理论发挥传统要素禀赋的比较

优势也面临诸多挑战；若以相对成本价格优势发展一国经济和对外贸易，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需

要承受低价出口引致的贸易摩擦和贸易壁垒，生态环境损失和昂贵的生态成本付出制约贸易竞争力

的进一步提升和贸易竞争优势的培育。全球化下，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拓展了要素的内涵与外延，张

幼文（２０１６）［１］、吴杨伟和王胜（２０１７、２０１７）［２～３］等学者展开了中国情景下的理论探讨，经济要素和经
济全球化要素被纳入生产要素的范畴，使得更多的生产要素可以被纳入贸易现象分析。拓展要素观

视域下，生产要素是三类要素构成的“一揽子要素”组合，差异化的“一揽子要素”组合投入形成新型

要素组合国际分工，拓展要素观为贸易优势理论的当代认知提供了新的视角。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研究集中于供给侧的产品生产成本分析，比较优势即相对成本优势；而竞争优

势理论提出的成本领先与标新立异结合了供给侧的成本分析和需求侧的效用满足。因此，洪银兴

（１９９７、２０１０）［４～５］、符正平（１９９９）［６］等学者认为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相互分离，主张发展中国家以竞
争优势替代比较优势；虽然学者们将静态比较优势分析动态化，展开比较优势的认知拓展，但仍是单

一供给侧分析的相对价格优势。这种相对价格优势侧重产品供给侧的产品相对成本，忽视产品需求

侧的消费者效用满足，未能充分认识到具有相对价格优势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不一定具有贸易竞争

力，也不能解释这一经济现象。从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到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从比较优势理论到竞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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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理论，学者们对贸易优势理论的发展进行了有价值的讨论，增强了贸易理论的解释力。但是，理论

上学界认为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二者相互分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范畴；而实证分析中又往往采用

相同或类似的指标度量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造成理论认知分离和实证分析统一的“自我矛盾”。

张亚斌（２００６）［７］、陈立敏（２００６）［８］、吴杨伟和王胜（２０１８）［９］等学者认识到比较优势亦同时考察
产品的供给侧和需求侧，讨论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一致性，但没有分析二者一致性关系的具体表

现，欠缺在统一框架下深入讨论并验证二者的一致关系。拓展要素观视角下贸易优势理论的认知拓

展，借助构建的双重异质性模型可以验证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来源与表现的一致性。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１０］、Ｍｅｌｉｔｚ和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２００８）［１１］、Ａｎｔｏｎｉａｄｅｓ（２０１５）［１２］从微观层面构建的企业异质性模型拓
展了贸易优势的理论基础。作为国际贸易理论基准的比较优势理论，现有研究忽视了更全面的贸易

优势来源与表现的分析和讨论；单一供给侧的理论分析需要进一步拓展，将需求侧的消费者效用满足

与供给侧的产品成本加以整合，在满足消费者效用基础上的相对价格优势才是比较优势的真正体现。

二、理论回顾

贸易优势是一国产业及其产品具备国际竞争能力的体现，有关贸易优势的理论主要有比较优势

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

（一）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以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成本理论为代表的古

典国际贸易理论，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的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以产业内贸易理论为代表的新贸易理

论。斯密认为绝对优势是国际贸易的基础，国家间贸易的原因在于各国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差异，而劳

动生产率的绝对差异源于各国的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各国按照各自的有利条件进行分工和交换，通

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物质财富并从贸易中获益。李嘉图认为贸易的原因在于各国劳动生产率的相

对差异，相对于绝对优势理论的劳动生产率绝对差异，比较成本理论的劳动生产率相对差异更具有普

遍意义。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论，又称为ＨＯ理论，认为两国的比较优势由各自的要素禀赋
所决定，要素禀赋的相对丰裕程度决定了要素的相对价格，因而比较优势取决于两国的相对要素价

格；从要素生产率差异向要素禀赋差异的拓展，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初开始，学者们提出并发展了产业内贸易理论，引入规模经济、产品异质与市场结构等因素；将比较优

势理论和规模经济相融合，某产品在生产上具有相对规模优势意味着具有比较优势；垂直异质性模型

是在ＨＯ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水平异质性模型以规模经济为前提，是比较优势的体现；在不
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市场势力意味着具有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增强了对贸易现象的解释力，李辉文和董红霞（２００４）［１３］将比较优势理论分
为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和现代比较优势理论。传统比较优势理论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对于产品

供给侧的相对成本价格分析，从要素生产率差异或要素禀赋差异视角分析产业间贸易的原因、贸易优

势的来源和贸易利益的分配，包括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论。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贸易源于相

对要素生产率差异或要素禀赋差异，解释了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国家间的产业间贸易；认为产品价格单

一取决于产品供给，产品的相对价格优势由产品的比较成本决定；然而，现实中具有相对价格优势的

产品不一定具有贸易优势。

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结合一国要素禀赋的丰裕度与产品的要素密集度，拓展了研究内容和研究范

围。认为贸易的原因不仅在于要素生产率差异或要素禀赋差异，而且在于规模经济、市场结构与产品

异质；既解释了产业间贸易，又阐释了产业内贸易的成因，其理论包括ＳＳ定理、ＦＰＥ定理、Ｒ定理和产
业内贸易理论。这样，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国家间贸易优势主要源于各国间要素禀赋结构差异和要素

生产率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国家间贸易优势主要源于规模经济、产品异质和专业化分工。由于研

究视角仍集中于单一产品供给侧的相对成本价格分析，不能全面解释具有相对成本优势的产品为何

不具有贸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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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争优势理论

竞争优势理论经历了企业、产业和国家不同层面的发展与演进，波特认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两

种来源为成本领先和标新立异，提出的价值链概念和价值链理论认为产业竞争优势源于产品价值链

的不同环节，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钻石模型将国内竞争理论拓展到国际竞争领域。微观层面企业的

竞争优势包括产品和企业制度竞争优势，产品竞争优势在于成本领先和标新立异，企业制度竞争优势

在于企业是否具有创新机制和能力，而创新机制和能力需要健全和完善的企业制度、组织与管理予以

保障。中观层面产业的竞争优势源于企业层面的产品和制度竞争优势，包括单个企业及其关联企业

的支持与辅助，进而形成主导产业提升价值链并在国际上形成竞争力。宏观层面国家的竞争优势决

定于四个基本因素和两个辅助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形成的竞争优势钻石模型。经过 Ｄｕｎｎｉｎｇ
（１９９３）［１４］、Ｋｉｍ和Ｍａｒｉｏｎ（１９９７）［１５］等的发展，拓展了竞争优势的影响因素分析。

三、贸易优势理论的当代认知拓展

从比较优势理论到竞争优势理论，学者们拓展了贸易优势理论的研究范围，丰富了贸易优势理论

的内涵，增强了对贸易现象的现实解释力。比较优势原则是国际贸易的基准原则，正是比较优势原则

的运用，中国建成了贸易大国；但是，传统和现代比较优势理论注重产品价格和成本分析，不能解释产

品异质的消费者偏好；仅注重供给侧的产品价格优势无法解释具有相对成本价格优势的产品为何缺

乏国际竞争力，无法得到贸易优势来源与表现的完整解释；需要结合产品供给侧的成本和需求侧的效

用满足，给予贸易优势更合理的理论解释；需要拓展单一供给侧的产品价格比较优势理论分析，为贸

易优势寻求新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同时考察供给侧的成本与需求侧的效用满足，本文称为当代比

较优势理论。

（一）拓展要素观下的理论认知

生产要素的内涵经历了从“二元论”“三元论”“四元论”到“多元论”的发展和演变，配第提出土地

和劳动的“二元论”，萨伊提出劳动、土地和资本的“三元论”，索洛、阿罗、罗默等提出土地、劳动、资本

和技术的“四元论”。以张幼文（２０１６）［１］等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将要素分为传统要素、经济要素和经济
全球化要素，“多元论”的观点进一步拓展了要素观。

传统和现代比较优势理论讨论了贸易的原因、分工和利益分配问题，将研究视角集中于劳动力、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等传统要素，忽视了经济要素和经济全球化要素分析。经济全球化背景

下，经济要素和经济全球化要素对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愈发重要；传统要素禀赋不再是一国要素结构的

真实体现，要素结构反映的是传统要素、经济要素和经济全球化要素组成的“一揽子要素”组合。因

此，需要将研究的起点追溯到生产中投入的“一揽子要素”，解释贸易的成因、分工和利益，这就为当代

比较优势理论的认知拓展提供了可能。

拓展要素观下，当代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贸易的原因：各国要素数量和要素质量的差异，即拓展

要素组成的“一揽子要素”的要素结构国别差异，这种差异同时体现在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上；解释了贸

易的分工结构：拓展要素国际合作形成的新型要素组合，使得先天要素禀赋相同的国家间也可能分工

合作，形成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即新型要素组合国际分工；释义了贸易利益的分配：所有权要素所获得

的收益才是真实的贸易收益，以所有权要素收益测算的贸易竞争力才是贸易优势的真实体现。

（二）理论基础：双重异质性模型

比较优势理论的演变揭示了贸易的原因：相对要素结构差异，既直接表现为相对要素生产率差异

下的产品相对成本差异，又间接体现为相对要素结构差异投入所生产产品的消费者相对效用满足差

异。无论是相对要素成本差异，还是相对效用满足差异，都通过产品价格直接或间接体现；相对要素

成本差异直接影响产品价格，相对效用满足差异通过消费者效用满足间接影响产品价格。这样，比较

优势直接或间接体现在产品价格上，表现为价格的调整和变化。

企业异质性模型以Ｍｅｌｉｔｚ（２００３）［１０］为代表，从单一的企业异质模型逐渐演变为企业异质与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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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的双重异质性模型，从企业生产率差异视角解释了企业的出口决策。有别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

侧重国家层面、现代比较优势理论侧重产业层面，企业异质性模型可从企业层面解释比较优势的来

源，进一步发展了比较优势理论。Ｍｅｌｉｔｚ（２００３）［１０］ＣＥＳ效用函数意味着企业边际成本和价格加成都
为常数，无法解释产品价格变化的原因。Ｍｅｌｉｔｚ和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２００８）［１１］将ＣＥＳ效用函数改为拟线性效
用函数，意味着产品价格加成是内生可变的，使得出口价格变化可源于加成的调整，企业可以调整价

格加成以调节出口价格获取价格比较优势，但不能解释价格的变化源于可变质量。Ｊｏｈｎｓｏｎ（２０１２）［１６］

将产品质量引入ＣＥＳ效用函数，可解释源于产品质量调整的出口价格变化，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调整
产品质量获取价格比较优势，但不能解释源于可变加成的出口价格变化。Ａｎｔｏｎｉａｄｅｓ（２０１５）［１２］将产
品质量引入效用函数和成本函数，同时考虑产品异质和企业异质，此类模型称为拟线性双重异质性模

型；可解释企业在制定出口价格时，既可以调整价格加成，又可以调整产品质量，以获取价格比较优

势。吴杨伟等（２０１８）［１７］构建的模型可同时解释价格加成和质量调整下产品价格的变化，意味着企业
可通过调整价格加成或产品质量获取价格比较优势。

因此，拟线性双重异质性模型可以得到产品价格调整更全面的理论解释：在满足国内外消费者不

同效用的基础上，企业可以通过调节产品质量和价格加成调整出口价格获取价格比较优势。区别于

传统和现代比较优势的单一供给侧的产品生产成本分析，双重异质性模型的发展，可以从供给侧企业

生产的价格加成调整和需求侧产品需求的质量调整两个不同层面拓展比较优势的理论认知，可以得

到产品价格调整的更全面解释：产品生产供给侧的生产率差异或产品消费需求侧的效用满足差异。

无论是产品供给侧还是产品需求侧，二者都会影响产品的价格；供给侧直接影响产品价格，而需求侧

通过对消费者效用的满足间接影响产品价格。双重异质性模型为比较优势的理论认知拓展提供了理

论支持。

（三）分析框架：相对效用价格比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假设不存在交易费用、规模报酬不变、产品同质、不存在消费者偏好，产品的消

费者效用为常数、不会影响产品价格，比较优势决定于产品的供给因素，产品价格仅受生产成本影响。

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将静态比较优势动态化，要素结构变化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和产业内贸易理论的

发展不断拓展比较优势的内涵。但是，这些理论拓展仍是基于单一供给侧的产品相对成本分析和对

产品相对价格的直接影响，需要结合需求侧的消费者效用满足，进一步考察产品异质对产品相对价格

的间接影响，拓展产品相对价格比较优势的认知。

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与发展不能脱离经济学研究的生产与消费这一基本关系，从产品生产的供

给和消费的需求两个方面同时考察，才能全面地揭示贸易优势的来源与表现。传统和现代比较优势

理论侧重从供给侧分析产品成本优势而忽视需求侧产品对消费者效用的满足的质量优势，只考虑到

贸易优势的一个方面。因此，对于比较优势的理论拓展应该从产品的供给侧和需求侧相结合的视角

加以审视；供给和需求相结合，为比较优势的认知拓展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框架。

对于异质产品，张亚斌（２００６）［７］提出相对效用价格比原则，认为只有消费者效用满足基础上的相
对价格比较优势才是真正的比较优势。若放弃产品同质的假设，在考虑消费者对异质产品的需求偏

好时，比较优势同时取决于产品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供给因素方面，比较优势直接取决于产品的相

对价格，决定于产品的生产成本、交易费用和规模经济等因素；需求因素方面，比较优势取决于异质产

品对消费者效用的满足，通过消费者效用的满足间接影响产品的相对价格。这样，综合供给和需求两

个方面，产品的比较优势不仅取决于产品相对成本，而且取决于消费者效用；相对于以相对价格体现

的比较优势，相对效用价格比可以真实反映产品的比较优势，是在满足相同消费者效用下的产品价格

比较。

假设Ａ、Ｂ两国生产Ｘ、Ｙ两种产品，产品Ｘ异质存在不同的消费者偏好；用 Ｐ和 Ｕ分别表示产品
的价格和消费者效用，则效用价格比表示为Ｕ／Ｐ；若Ａ、Ｂ两国生产产品Ｘ、Ｙ的价格和消费者效用分别
为：ＰＡＸ、ＵＡＸ、ＰＡＹ、ＵＡＹ、ＰＢＸ、ＵＢＸ、ＰＢＹ、ＵＢＹ，则Ａ国和Ｂ国生产产品Ｘ和Ｙ的效用价格比分别为ＵＡＸ／ＰＡ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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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ＡＹ／ＰＡＹ、ＵＢＸ／ＰＢＸ、ＵＢＹ／ＰＢＹ，相对效用价格比依次为
ＵＡＸ
ＰＡＸ
／
ＵＡＹ
ＰＡＹ
、
ＵＢＸ
ＰＢＸ
／
ＵＢＹ
ＰＢＹ
或
ＵＡＸ
ＰＡＸ
／
ＵＢＸ
ＰＢＸ
、
ＵＡＹ
ＰＡＹ
／
ＵＢＹ
ＰＢＹ
。当

ＵＡＸ
ＰＡＸ
／
ＵＡＹ
ＰＡＹ

＞
ＵＢＸ
ＰＢＸ
／
ＵＢＹ
ＰＢＹ
时，表明Ａ国生产产品Ｘ和Ｙ的相对效用价格比大于Ｂ国生产产品Ｘ和Ｙ的相对效用价格

比；当
ＵＡＸ
ＰＡＸ
／
ＵＢＸ
ＰＢＸ
＞
ＵＡＹ
ＰＡＹ
／
ＵＢＹ
ＰＢＹ
时，表明在生产产品Ｘ上Ａ国和Ｂ国的相对效用价格比大于在生产产品Ｙ上

Ａ国和Ｂ国的相对效用价格比。这样，可以得到真实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应满足的条件：若
ＵＡＸ
ＰＡＸ
＞

ＵＢＸ
ＰＢＸ
，且
ＵＢＹ
ＰＢＹ
＞
ＵＡＹ
ＰＡＹ
，则Ａ国在生产产品Ｘ上具有绝对优势，Ｂ国在产品Ｙ上具有绝对优势；若

ＵＡＸ
ＰＡＸ
／
ＵＡＹ
ＰＡＹ
＞

ＵＢＸ
ＰＢＸ
／
ＵＢＹ
ＰＢＹ
，或
ＵＡＸ
ＰＡＸ
／
ＵＢＸ
ＰＢＸ
＞
ＵＡＹ
ＰＡＹ
／
ＵＢＹ
ＰＢＹ
，表明Ａ国在产品 Ｘ上具有比较优势，Ｂ国在产品 Ｙ上具有比较优势。

只考虑供给因素的产品相对价格比较优势不一定是比较优势的真实体现，需要将供给因素和需求因

素结合起来考虑，运用相对效用价格比可以全面地体现产品的比较优势，此时的比较优势为相对效用

价格比比较优势。

相对效用价格比释义的贸易优势，其实质是一种比较优势，是在满足相同消费者效用下的产品价

格比较与竞争。具有相对价格比较优势的产品不一定具有贸易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只有具备能满足

消费者效用的相对价格比较优势的产品才具有贸易竞争力，只考虑供给因素的产品相对价格比较优

势不一定是比较优势的真实体现。这样，比较优势理论从单一供给侧产品相对价格比分析向供给侧

和需求侧相结合的相对效用价格比分析进一步拓展，结合双重异质性模型和相对效用价格比原则拓

展了当代比较优势理论认知；相对效用价格比实现了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分析框架的统一。下文将

对当代比较优势理论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展开进一步分析和讨论，剖析贸易优势的来源和表现，明

晰比较优势的当代理论认知拓展融合了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四、贸易优势的当代认知融合了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用双重异质性模型和相对效用价格比拓展比较优势理论的当代认知，同时考察产品供给侧的成

本优势和需求侧效用满足的质量优势，与竞争优势表现为成本领先和标新立异相一致。有别于传统

观点的认识，有必要进一步分析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一致性。

（一）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关系的再讨论

基于对传统和现代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的认识，洪银兴（１９９７、２０１０）［４～５］、符正平
（１９９９）［６］等学者主张发展中国家以竞争优势替代比较优势，从研究方法、市场结构、优势来源与表现
差异等多方面对二者分离替代关系展开了较为丰富的讨论。研究方法的差异：比较优势侧重经济学

分析，针对分工及其结果；竞争优势是一个管理学概念，针对市场竞争地位；传统比较优势理论采用静

态分析方法，现代比较优势理论采用动态分析方法，竞争优势采用非均衡动态分析和局部分析方法。

适用市场结构的差异：传统比较优势理论适用于完全竞争市场，现代比较优势理论侧重不完全竞争市

场分析，竞争优势理论分析不完全竞争市场、尤其是垄断竞争市场。贸易优势来源的差异：传统比较

优势理论认为贸易优势源于劳动、资本等传统要素的要素生产率差异和要素禀赋差异，现代比较优势

理论认为贸易优势源于要素结构动态变化、规模经济、产品异质和不完全竞争，竞争优势理论则认为

贸易优势源于先天要素禀赋和后天生产条件。贸易优势表现的差异：比较优势分析供给侧的产品价

格竞争，表现为成本优势；竞争优势侧重非价格竞争，是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的统一，表现为成本领

先和标新立异。

但是，学界在测算一国及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时，并没有严格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概念区分，

往往采用相同或近似的测算指标衡量贸易优势和贸易竞争力并广泛见诸于文献（毛日癉，２００６；戴翔，
２０１５；郑乐凯和王思语，２０１７）［１８～２０］；在实证研究中采用相同或近似指标衡量，体现出二者的一致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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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与理论上二者分离替代是相悖的，缺乏理论上的支持。结合当代比较优势理论的认知拓展，这种

实证研究中的一致性，可能是由于二者在研究假设、研究目的、分析工具、测算方法、优势的来源和表

现等诸多方面出现了趋同的趋势。在研究假设方面，二者都强调产品异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

认识到要素结构的动态变化。在贸易优势的来源方面，二者都强调拓展要素的作用，认为“一揽子要

素”的要素结构差异是贸易优势的来源。在贸易优势的表现方面，当代比较优势表现为相对价格的成

本优势和消费者效用满足的质量优势，竞争优势表现为成本领先和标新立异，二者都表现在成本与质

量两个方面，体现出表现的一致性。在研究目的方面，二者都以获取贸易优势，扩大出口，提升贸易竞

争力为目的。在分析工具方面，二者具有共同的价值链分析工具，参与价值链分工，实现产品价值增

值。在可解释贸易现象方面，二者都可解释国家、产业和企业不同层面的贸易现象。在当代比较优势

理论的认知拓展下，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表现出一致性。

因此，理论上认为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二者相互分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范畴；而实证分析中

又往往采用相同或类似的度量指标，造成“理论上分离”和“实证上统一”的“自我矛盾”。虽然张亚斌

（２００６）［７］、陈立敏（２００６）［８］、吴杨伟和王胜（２０１８）［９］等学者认识到比较优势的内涵拓展，讨论了比较
优势与竞争优势的一致性，但没有进一步分析二者一致性关系的具体表现，缺乏在统一框架下深入讨

论并验证二者的一致关系。拓展要素观视角下贸易优势理论认知拓展，可以借助双重异质性模型验

证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来源与表现的一致性。

（二）贸易优势的来源与表现具有一致性

产品层面的贸易优势是一国及其产业贸易优势的基础。比较优势表现为相对要素生产率差异与

相对要素禀赋差异的产品成本优势，以及消费者效用满足差异的产品质量优势，根源于“一揽子要素”

的要素结构差异。竞争优势表现为成本领先与标新立异，即产品的成本优势与质量优势，亦根源于

“一揽子要素”要素结构的差异。

１．来源的一致性
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一国竞争优势源于先天初始的比较优势，以及通过创新和升级后天获取的生

产条件优势，企业和产业的竞争优势源于出口四个基本因素都处于有利地位的产品，而四个基本因素

都可以纳入拓展要素的范畴。当代比较优势理论结合了需求侧消费的非价格因素，要素生产率差异、

要素禀赋差异、规模经济、产品异质、消费者偏好、市场结构、企业异质等都是贸易优势的来源，这些影

响因素都可纳入拓展要素的范畴。

贸易优势的基础是产品优势，即产品的成本领先与标新立异；要素是影响贸易优势的最根本因

素，当代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关于贸易优势的来源是一致的，都源于拓展要素下的“一揽子

要素”的要素结构差异。成本领先与标新立异依赖于要素结构的优化升级，成本领先主要体现在价格

方面的成本节约，即供给决定的产品相对生产成本最小化，依靠要素数量优化；标新立异主要体现在

非价格方面的质量提升，即需求决定的最大化消费者效用满足，依靠要素质量升级。要素数量优化和

要素质量升级表现为要素结构优化升级，要素结构优化升级建立在先天初始要素禀赋基础上，通过后

天创新培育、积累和集聚实现要素结构优化升级。因此，贸易优势根源于“一揽子要素”的要素结构

差异。

２．表现的一致性
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产品的贸易优势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成本优势和质量优势，即成本领

先与标新立异。产品成本优势意味着成本最小化，传统相对价格比较优势本质上是产品生产成本的

比较；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产品生产的供给方面，产品成本差异影响产品价格，进而决定了以产品价

格表示的产品成本优势；成本优势要求企业以比竞争者低的成本为消费者提供低价格的产品，通过控

制成本获得比较成本优势。产品质量优势取决于产品质量，表现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一方面，供

给因素表现为投入要素结构差异引致的产品异质，直接影响产品成本和价格；另一方面，需求因素表

现为不同质量的产品对消费者效用的满足存在差异，不同的产品种类和特性满足不同的消费者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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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消费者效用的满足间接影响产品价格；质量优势要求企业投入有别于其他企业的要素结构，生产

异质性的产品；这种差异化源于“一揽子要素”的要素结构差异，更多地依赖于技术、人力资本和企业

管理制度等高级要素投入；这种差异化需要付出产品质量升级成本，进而间接影响产品价格和成本

优势。

传统和现代比较优势侧重从供给侧分析产品价格优势而忽视需求侧产品对消费者效用的满足，

只考虑到贸易优势的一个方面；当代比较优势从产品供给和需求侧同时考察贸易优势，是对贸易优势

的更全面分析。成本领先是成本优势的体现，标新立异是质量优势的体现，二者共同揭示了比较优势

与竞争优势表现的一致性。从产品的供给侧和需求侧相结合的视角，无论是比较优势还是竞争优势，

体现出贸易优势来源与表现的一致性；相对效用价格比融合了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贸易优势是比较

优势与竞争优势的统一。

在双重异质性模型框架下，可以同时考察供给侧的企业异质与需求侧的产品异质，实现要素生产

率差异、要素禀赋差异、产品异质、企业异质等影响因素的有机整合，释义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来源与

表现的一致性。借鉴吴杨伟等（２０１８）［１７］构建的理论模型，该双重异质性模型将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通过出口价格的构成验证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一致性。产品价格

Ｐ＝ｐｃ＋ｐｚ，ｐｃ为生产率部分，ｐｚ为质量部分。生产率部分可理解为去除质量部分后的出口价格，该部
分出口价格体现的贸易优势对应“成本领先”；质量部分可理解为去除生产率部分后的出口价格，该部

分出口价格体现的贸易优势对应“标新立异”。贸易优势表现为成本优势和质量优势，成本优势源于

产品价格的生产率部分，质量优势源于产品价格的质量部分；双重异质性模型的设定与贸易优势表现

为成本优势和质量优势相一致，可以将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结合起来，实现了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分

析框架的统一，借助双重异质性模型的均衡价格构成可以验证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一致性。

五、结论

在拓展要素观视域下，借助双重异质性模型和相对效用价格比方法，从理论和经验层面验证了比

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来源与表现具有一致性，既是对以往贸易理论关于贸易优势来源与表现解释的统

一，又是对以往贸易理论关于贸易优势来源与表现解释的发展。以双重异质性模型为理论基础、相对

效用价格比方法为分析框架，在传统和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本文提出当代比较优势理论的认知

拓展。当代比较优势理论阐释了贸易的原因、分工与利得，是贸易优势理论的理论基准。仅考虑单一

供给因素的相对价格比较优势不一定是一国具有贸易优势和贸易竞争力的真正体现，贸易优势本质

上是一种比较优势，是相同消费者效用满足下的产品价格比较与竞争。贸易优势根源于“一揽子要

素”为代表的要素结构差异与优化升级，表现为成本优势和质量优势。比较优势的当代认知需要同时

考察供给侧的产品相对价格和需求侧的消费者效用满足，因此，贸易优势的获取不仅取决于产品成本

的节约，而且在于消费者效用满足下产品质量的提升，力求在提升产品质量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追

求产品成本的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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