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２　 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关联权阵

国　 家 奥地利 比利时 芬　 兰 法　 国 德　 国 爱尔兰 意大利 卢森堡 荷　 兰 葡萄牙 西班牙

奥地利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４３ ０.０１０６ ０.０６７６ ０.６５５２ ０.００６４ ０.１３３８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５４０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３００

比利时 ０.０１３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７ ０.２４５６ ０.２９７９ ０.０４４８ ０.０７４８ ０.０２２８ ０.２３８４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４２９

芬　 兰 ０.０３３６ ０.０８２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１３３ ０.３９６４ ０.０２２９ ０.１０９６ ０.００２７ ０.１６５７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５９４

法　 国 ０.０１８０ ０.１７３５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３０１ ０.０１９９ ０.１６３６ ０.０１０９ ０.１０３６ ０.０２２２ ０.１４８７

德　 国 ０.１１７８ ０.１４１７ ０.０２２３ ０.２２２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２９ ０.１５３１ ０.０１１０ ０.２０４４ ０.０１９０ ０.０８５５

爱尔兰 ０.０１３２ ０.２４８２ ０.０１４７ ０.１５５０ ０.２６２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９３０ ０.００２１ ０.１２２０ ０.０１７７ ０.０７２０

意大利 ０.０５４７ ０.０８０５ ０.０１４０ ０.２５０４ ０.３４８０ ０.０１８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９２６ ０.０１６０ ０.１１９８

卢森堡 ０.０１５３ ０.２９６８ ０.００４１ ０.２０１４ ０.３００９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６４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６６７ ０.０１４３ ０.０３０８

荷　 兰 ０.０１９７ ０.２２９６ ０.０１８８ ０.１４１８ ０.４１４４ ０.０２１６ ０.０８２８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５３２

葡萄牙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５１９ ０.００８７ ０.１６５２ ０.２０８３ ０.０１７０ ０.０７８０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７０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８５２

西班牙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６０７ ０.０１００ ０.２９８６ ０.２５４７ ０.０１８５ ０.１５６７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７８２ ０.１０３２ ０.００００

　 　 数据来源:ＯＥＣＤ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ＳＴＡＮ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ꎬ ２０１３ꎮ



表 ３　 变量的 ＡＤＦ 检验结果

变量水平值的 ＡＤＦ 检验

国家 奥地利 比利时 芬　 兰 法　 国 德　 国 爱尔兰 意大利 卢森堡 荷　 兰 葡萄牙 西班牙

ｙ －５.１２ －５.６２ －３.５５ －２.７８∗ －４.６１ －２.９２ －３.０７ －５.３１ －４.００ －２.３４∗ －２.３３∗

ｇ －５.２６ －６.５７ －４.１１ －５.３９ －６.５３ －６.４７ －３.１８ －６.９８ －４.８６ －２.９９ －２.２１∗

ｃ －６.４８ －３.８０ －５.１２ －３.９６ －４.６３ －３.５７ －２.７３∗ －６.６４ －４.６２ －２.４２∗ －３.０９
ｍ －５.１１ －４.１２ －５.８８ －３.５０ －４.７１ －４.９２ －６.３４ －５.１７ －５.０７ －４.８９ －４.２５
ｘ －３.４７ －５.３９ －５.２４ －５.０８ －４.５８ －２.７２∗ －５.１７ －４.３９ －５.３８ －４.５３ －４.８１
ｒ －５.６７ －５.５１ －７.２３ －６.０９ －５.６６ －３.３０ －３.８１ －５.５７ －５.７３ －１.５１∗ －５.４５
ｅ －５.５４ －４.９８ －３.８８ －５.２０ －５.００ －５.４２ －５.２６ －５.４２ －４.７６ －５.２３ －３.７７
ｙ∗ －３.８６ －３.４１ －３.５８ －３.３６ －３.１９ －３.６６ －３.５３ －３.７７ －３.５９ －３.００ －２.９３
ｇ∗ －３.７５ －３.５１ －３.３２ －２.５７∗ －３.４８ －３.０６ －４.１７ －３.９６ －３.８８ －３.０２ －３.５２
ｃ∗ －３.６０ －２.６８∗ －２.９１ －３.０２ －３.２３ －３.２１ －２.７２∗ －３.３６ －３.２７ －２.７５∗ －２.４５∗

ｒ∗ －５.７９ －５.９１ －５.８２ －５.７８ －５.９３ －５.７９ －５.８５ －５.７８ －５.８２ －５.８０ －５.８４
变量一阶差分后的 ＡＤＦ 检验

国家 奥地利 比利时 芬　 兰 法　 国 德　 国 爱尔兰 意大利 卢森堡 荷　 兰 葡萄牙 西班牙

Δｙ －７.１８ －６.６５ －６.４４ －５.９６ －６.２２ －１２.９５ －５.４３ －７.３１ －６.６８ －１１.２９ －５.１８
Δｇ －９.０５ －７.５８ －６.４８ －７.２６ －７.７８ －７.１８ －１５.０５ －７.４９ －７.５７ －７.２７ －７.１８
Δｃ －７.１３ －６.６８ －７.４９ －９.９７ －１４.８２ －１２.７８ －７.１０ －７.４９ －１０.９０ －１２.０３ －７.５２
Δｍ －６.６７ －７.４０ －８.２８ －７.０１ －６.６７ －７.１０ －６.１６ －６.８４ －７.１０ －６.４５ －６.２２
Δｘ －６.７３ －７.５１ －８.００ －６.４２ －６.２３ －８.４１ －６.４７ －６.４４ －７.０１ －９.５１ －１０.３１
Δｒ －７.１２ －６.５３ －８.１３ －６.７２ －７.４２ －７.８７ －８.０５ －６.４７ －７.１９ －７.２４ －８.１３
Δｅ －６.２１ －６.７４ －６.３５ －７.０４ －６.７１ －８.１３ －７.６９ －７.４３ －７.０３ －７.００ －６.６８
Δｙ∗ －５.７３ －５.５０ －５.５１ －９.０９ －６.０７ －５.７３ －９.１０ －５.８４ －９.５６ －４.８８ －５.６６
Δｇ∗ －６.８４ －６.８１ －１２.０１ －１１.８８ －６.１６ －１１.４６ －５.７４ －６.３４ －６.３１ －９.９７ －６.２０
Δｃ∗ －８.４７ －１２.０１ －７.７０ －６.７６ －６.３５ －６.５１ －１２.５７ －６.７７ －７.３８ －９.７７ －７.４３
Δｒ∗ －７.３７ －７.２２ －７.２９ －７.４２ －７.１８ －７.１２ －７.２４ －７.００ －７.１８ －７.６９ －６.９３

　 　 注:带∗号的表示在 ５％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ꎮ



表 ６　 各国变量对本国政府支出冲击的脉冲响应结果

变　 量 ｙ ｃ ｍ ｘ ｒ ｅ

期　 数 ０ ４ ０ ４ ０ ４ ０ ４ ０ ４ ０ ４

奥地利 ０.１９３ ０.４４０ ０.１７７ ０.２５９ －０.０９３ ０.７１５ ０.０３８ ０.７３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７０ －０.０３４ －０.３３１

比利时 ０.１０９ ０.６８３ ０.１２０ ０.４１０ －０.０４４ １.１３８ ０.０２０ １.３５８ ０.０８１ ０.１６８ －０.０２９ －０.２２８

芬　 兰 ０.２１０ ０.２７５ ０.２１２ ０.３０３ ０.４０４ １.０５０ ０.０４１ ０.４７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９７ －０.０９８ －０.５５７

法　 国 ０.１７９ ０.２３４ ０.２２５ ０.２４６ ０.０５９ ０.２５８ ０.１４４ ０.３２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７７ －０.０５１

德　 国 ０.０１７ －０.３７４ ０.１６０ ０.１２３ －０.１２０ －１.１２０ －０.２６７ －１.４５４ ０.０５４ －０.１４０ －０.００７ ０.１４８

爱尔兰 ０.１０７ －０.２０１ －０.０６３ －０.４７１ ０.３３４ －０.４８１ ０.１２３ －０.４２８ ０.０３１ －０.１８６ －０.０８０ －０.２８３

意大利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９８ －０.０７０ －０.６１８ －１.００６ －０.６０３ －１.０２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８９ ０.１６２ ０.２４３

卢森堡 ０.０９８ ０.１８０ ０.１５３ ０.３３０ －０.０８９ －０.０４３ －０.１３９ ０.０７１ －０.０６２ －０.１３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８５

荷　 兰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６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４ －０.１６０ －０.１５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７５ ０.１０７ ０.１２７

葡萄牙 ０.２７３ ０.２５５ ０.１３４ ０.１０６ ０.０２１ －０.１７８ ０.２１４ ０.０３７ －０.１６５ －０.２４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２

西班牙 ０.０２８ ０.２２５ －０.０３４ ０.１５４ －０.５０３ ０.３３８ －０.１４８ ０.６８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５７ －０.１８３ －０.０９５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