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优质商品
阿根廷门多萨普里奥，正在照看酒庄的人。

娜塔莉·陈、卢恰娜·尤韦纳尔

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贸易崩溃，其
名义值在 2009 年第二季度至 2008 年第三
季度间下滑了 30%。即使扣除通胀因素，
仍然大幅下降 18%。
若用世界贸易额与 GDP 的比值来衡
量，也呈现出类似的巨幅下降。这是因为
金融危机极大地影响了耐用消费品和投资
品贸易，这两类商品占了世界贸易额的很大
部分，但对于全球 GDP 来说，却只占很小
的份额。
因消费者购买得更少，从而促使全球
进出口额下降，但情况还不止如此。仅以
阿根廷葡萄酒出口为例，我们有证据表明，
消费者购买了更多的低质低价产品，来取
代原来的优质高价产品，这也是造成世界
贸易额名义值（扣除通胀因素前）下降的原
因之一。

经济衰退之痛
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期间，收入通
常都会下降，家庭消费也随之减少。由
于消费品中包括进口商品，进口商品也因
而减少，也就是对外国产品的需求减少。
但是，消费紧缩不仅影响消费数量，还

影响消费品的种类，这一点很重要。尤其
是，因为相对于低质商品而言，优质商品
的消费通常对收入变化更敏感，收入骤
然减少（用经济学术语来说，是不利收入
冲击）可能引发“逃离优质商品”现象，
即遭受经济危机冲击的国家的家庭不仅
减少了消费数量，也降低了消费商品的质
量。优质商品市场的萎缩也就因而比低
质商品市场更严重。我们对全球金融危
机是否引发贸易商品领域的逃离优质商品
现象进行了研究。就阿根廷葡萄酒而言，
答案是肯定的。
衡量商品质量是个难题，因为不存在
适用于不同种类商品的单一可比指标。我
们仅在葡萄酒行业找到了解决这一难题的
方法，因为葡萄酒行业有知名专家会定期
评估产品质量。我们将这些评分作为直接
衡量商品质量的依据，结合丰富的阿根廷
葡萄酒生产商数据 — 包括厂商层面的、
出口到具体目的地的各种葡萄酒的价值和
数量等信息—发现存在明显的逃离优质
商品现象。另外，研究结果还表明，在经
济危机期间，阿根廷葡萄酒贸易额下降中
高达 9 个百分点是由于其产品质量构成的变
化造成的。

阿根廷葡萄酒
出口情况表
明，全球金融
危机之后，葡
萄酒消费转向
低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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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观的增长

增长中断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阿根廷葡萄酒产业高速发
展。到 21 世纪头几年，阿根廷已成为全球第五大葡萄酒
生产国、第八大葡萄酒出口国，出于研究目的，我们使用
了阿根廷海关的数据。每批出口的葡萄酒，我们都可以找
到出口商的名称、出口目的地国、装运日期、商品价值（以
美元计）和数量（以升计）等信息。这些数据非常丰富，
还包括了每批出口的葡萄酒的名称（品牌）
、原料葡萄品
种（比如，霞多丽或马尔白克）
、种类（白、红、玫瑰红）
、
酿造年份等信息。为了评估各种葡萄酒的质量，我们还依
靠两大知名的专业资源，即《葡萄酒观察家》杂志（Wine
Spectator）和葡萄酒评定专家罗伯特·M. 帕克（Robert M.
Parker）
。双方都对各种葡萄酒的质量进行评分，评分范围
在为 50 到 100 之间，分数越高代表质量越优（见表）
。
通过逐月比较阿根廷总出口额及其葡萄酒出口额（名
义值，未经通胀因素调整，以美元计）
，可以确定贸易崩
溃的时间表。其总出口额及葡萄酒出口额都从 2008 年 9
月的高峰一直下滑，到 2009 年 1 月，此后至 2009 年年底
都在缓慢恢复。因此，可以确定经济危机开始于 2008 年
10 月，结束于 2009 年 9 月，为期一年（见图）
。

经济危机导致的总需求下降是引
发逃离优质商品的根本原因。
我们接下来研究了在危机期间，优质葡萄酒出口的下
降幅度是否比低档葡萄酒更剧烈。研究发现，在危机之
前，优质葡萄酒出口增速比低档葡萄酒更快，但在危机期
间，情况发生逆转，优质葡萄酒出口下降的幅度比低档葡
萄酒严重得多。平均而言，危机期间葡萄酒质量等级每上
升一级，其出口增长下降 2 个百分点。研究还发现，优质
葡萄酒的出口额名义值下降基本是由于出口数量下降造成
的，而不是由于出口价格下降造成的，这表明经济危机主
要影响了实体经济。我们考虑了葡萄酒供求的各种影响因
素，包括总体经济情况和厂商层面的问题，前者对所有葡
萄酒出口的影响相同，后者包括了生产力、信贷约束等因素。
专家评价
葡萄酒质量的两大重要评价者（《葡萄酒观察家》杂志和罗伯特·
帕克）进行评价，评分范围为50到100。
《葡萄酒观察家》

罗伯特·帕克

95–100

最佳

96–100

最佳

90–94

卓越

90–95

卓越

85–89

优秀

80–89

优秀

80–84

一般

70–79

一般

75–79

平庸

60–69

平庸

50–74

不推荐

50–59

不接受

资料来源：IMF，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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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8年年底，阿根廷总出口额及其葡萄酒出
口额都高速增长。随后，在2009年开始恢复。
(总出口额，百万美元)

(葡萄酒出口额，百万美元)

8,000

贸易崩溃的开始

7,000

800
700

总出口额（左轴）
葡萄酒出口额（右轴）

6,000
5,000

600
500

4,000

400

3,000

300

2,000

200

1,000

100

0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0

资料来源：IMF，
《国际金融统计》；以及Nosis。

研究还分析了具体出口目的地国这一因素，包括其 GDP 的
增长情况、贸易保护措施、双边汇率等。
对造成优质葡萄酒出口急剧下降的原因有多种说法。
首先，我们发现，经济危机导致的总需求下降是引发逃离
优质商品的根本原因。对受危机影响更严重的目的地国家，
比如美国和英国，阿根廷的优质葡萄酒出口下降幅度更大。
其次，我们还发现逃离优质商品现象在法国和意大利更加
严重，因为这些国家的消费者可以用自制葡萄酒替代进口
葡萄酒。而且，小公司出口受逃离优质商品现象影响更为
严重，因为这些小公司是专门生产优质葡萄酒的利基型生
产商，当家庭收入下降时它们受到的冲击更大。
最后，我们发现，在危机之后，一旦世界经济开始从
衰退中恢复，优质葡萄酒出口增长将恢复得更快。这表明，
经济危机的贸易效应只是暂时的。

替代性情形
为研究质量对葡萄酒出口的影响程度，我们假设了两
种情形，以评估阿根廷葡萄酒出口在危机期间的表现。情
形一，假设在危机期间，所有出口葡萄酒的质量都提高到
研究数据集里的最高水平（即 96 分）
。情形二，假设了另
一种极端情况，即所有出口葡萄酒的评分都降至研究数据
集里的最低水平（即 68 分）
。这两种反事实情形呈现了危
机期间假设贸易额估计值的上下限，此贸易额随着葡萄酒
出口质量的变化而变化。
我们对运送至各目的地国家的各种葡萄酒出口增长预
测值进行估算，并与这两种情形下估算的预测值进行比较。
如果出现情形一，即假设所有葡萄酒质量评分都为 96 分，
估计阿根廷总出口额会下降 38.94%，比实际的 36.53% 多
降了约 2.5 个百分点。与此相反，如果出现情形二，出口
下降的幅度更小，只下降 30%。因此，两种相反情形的预
测出口额相差了 9 个百分点，这不容忽视。结果表明，专

门生产优质产品与专门生产低档产品的国家之间出口表现
可能相差很大。
尽管使用厂商层面的商品贸易数据研究表明存在逃离
优质商品现象，与实证研究一致，但我们的分析仍受到很
多限制。首先，由于我们只专注于阿根廷葡萄酒出口，所
以就无法分析受危机影响国家的消费者从更昂贵的传统葡
萄酒转向消费较便宜的阿根廷葡萄酒的可能性，而这一因
素可能最终避免了阿根廷的出口下降幅度更大。
其次，因为本研究集中于一个国家的特定行业，所
以我们不能确定其结论是否可以普遍适用。但是，虽
然使用不同的数据集，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一些研究
（比如 Bems 和 di Giovanni，即将出版；以及 Burstein、
Eichenbaum 和 Rebelo，2005）得出的结论仍然与本研究
一致。这表明，我们的调查结果可能也适用于其他行业
和国家，从而可以从本研究中得出一些初步的宏观经济
启示。
首先，通过证明显示贸易构成决定了应对经济衰退
的贸易流通方式，本研究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
了解不同国家的出口在经济衰退期间具体会如何表现。尤
其是，由于富裕国家倾向于生产优质产品，因此其出口在
经济衰退期间可能遭受更大冲击（Berthou 和 Emlinger，
2010，证明专门生产优质产品的国家在全球市场动荡期间
遭受的贸易损失更大）
。其次，金融危机对葡萄酒出口数
量的影响大于对其价格的影响，说明了金融危机主要的实

质性后果。最后，本研究还对理解金融危机的分配效应有
所启发：由不利收入冲击引发的逃离优质商品现象可能损
害消费者福利。更准确地说，如果消费者喜好多样性 , 但
同时也注重质量，那么其所消费产品质量的下降会减少其
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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