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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对涉及 ４２ 个国家 （地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的区域贸易协定服务贸易条款深度进行测度， 并利用全球价值链指标数据库考察了

ＲＴＡ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区域贸易协定

服务贸易条款总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其中， 服务章节引用

《服务贸易协定》 相关规则、 包含国民待遇条款、 允许无商业存在条件下提供贸

易、 允许自然人流动以及包含审议条款能够显著提高缔约国之间的增加值贸易关

联。 进一步研究发现： 一方面， 经济水平发展相似的国家深化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可

以获得更高的增加值贸易关联水平； 另一方面， 服务贸易条款深度一体化可以通过

削减双边国家的贸易成本提高企业出口预期信心， 还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

吸收来自国外高效率的生产环节， 提升双边国家的价值链嵌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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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当前， 在以全球价值链为代表的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下， 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

创造的价值已然超过货物贸易创造的价值， 其强大的增值能力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

着关键作用， 意味着服务业参与全球化分工已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为此， 加强服务

贸易领域交流合作， 携手签订服务贸易协定， 深化服务市场开放水平已经成为各国

提升国际竞争力以及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战略抉择。 但随着全球价值链从制造业向服

务业迈进的步伐不断加快， 早年签订的 《服务贸易协定》 （ＧＡＴＳ） 的部分条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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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满足成员的核心利益， 越来越多成员在签订区域贸易协定①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
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ＲＴＡ） 时纳入更多的服务贸易条款。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ＴＯ） 的统计， ２０００年以前覆盖服务贸易的 ＲＴＡ 数量较少， 随后增

速明显加快， 截止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已达 １５３ 个 ＲＴＡｓ， 超过了仅覆盖货物贸易的

ＲＴＡ。 签订涉及服务贸易条款的 ＲＴＡ， 削减了双边服务贸易壁垒， 缓解了服务贸易

政策的不确定性， 弱化了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存在的延迟现象， 从而促进双边国家贸

易的关联性。 对此， 相关研究如下：
（一） ＲＴＡ服务贸易条款深度的测度

在以往研究中， 区域贸易协定多数是被视为一个 “黑箱”， 用 “虚拟变量” 的

形式检验区域贸易协定的效果， 未能从内容深度的层面揭示区域贸易协定的异质

性， 也未能量化区域贸易协定具体条款的变化深度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１９９９［１］； Ｂａｉｅｒ ａｎｄ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２００４［２］； Ｅｇｇｅｒ ａｎｄ Ｌａｒｃｈ， ２００８［３］； 周念利， ２０１２［４］ ）。 随着国内外学者

对区域贸易协定内容研究的深入， 越来越多证据表明， 贸易协定的具体内容不断从传

统的关税、 贸易便利化等 “浅层” 条款转向服务贸易、 投资等 “深层” 条款。 因此，
经济学界开始对区域贸易协定具体条款深度进行大量的研究， 提出了测算服务贸易条

款深度的新思路 （Ｄüｒ， ２０１４［５］； Ｋｉｍ ａｎｄ Ｓｏｏ Ｙｅｏｎ， ２０１５［６］； Ｓｈｉｎｇａｌ， ２０１６［７］； Ｌｅｅ，
２０１８［８］； 童伟伟， ２０１９［９］）。 其中， Ｄüｒ 等 （２０１４） 审查了 １９４５—２００９年的 ５８７项区

域贸易协定， 对 １０个广泛合作的政策领域进行评价， 构建了 ＤＥＳＴＡ数据库。 Ｓｈｉｎｇａｌ
（２０１６） 基于 ＤＥＳＴＡ数据库， 对 ＲＴＡ 服务贸易条款的 “分数” 进行横向加总， 构

建了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化指标， 为后续研究服务贸易条款深度的贸易效应奠定了基

础 （Ｌｅｅ， ２０１８； 童伟伟， ２０１９）。
（二） 增加值贸易关联的测度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 传统贸易统计导致中间产品的 “重复计算”， 为了

真实反映一国在全球化生产中的实际贸易利益， 国内外学者从增加值贸易角度提出

了相应的构想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１０］；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１１］）。 基于增加值贸易

统计口径， 程大中 （２０１５） ［１２］提出了增加值贸易关联这一概念， 研究中国参与全球

价值链分工的演变。 刘洪愧 （２０１６） ［１３］在此基础上将增加值贸易关联定义为一国出

口中来自另一国的增加值， 衡量两国之间全球价值链联系的紧密程度， 为增加值贸

易关联的测度奠定了基础。 刘斌 （２０１９） ［１４］认为一国出口中来自另一国的增加值包

含来自直接进口国的国外增加值以及隐含于第三国的国外增加值， 为更好地分析双

边增加值贸易关系， 应将隐含于第三国的国外增加值予以 “剥离”， 利用来自直接

进口国的国外增加值与出口的比重构建价值链关联。 魏倩 （２０１９） ［１５］利用刘斌

（２０１９） 的测度方法检验了中外双边投资协定对价值链关联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

明， 签订投资协定以及投资协定条款深度对价值链关联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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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区域贸易协定 （ＲＴＡ） 包括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 优惠贸易协定 （ＰＴＡ）、 关税同盟 （ＣＵ） 以及共

同货币区。



（三） 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化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服务贸易条款深度一体化， 减少了缔约国之间的贸易壁垒， 弱化了全球供应链

体系中存在的延迟现象， 极大地削减了缔约国之间的固定成本， 提高了贸易的可达

性和关联性。 因此， 国内外学者将视角转向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Ｓｈｉｎｇａｌ， ２０１６； Ｌｅｅ， ２０１８； 裴长洪， ２０１４［１６］； 林僖和鲍晓华， ２０１８［１７］ ）。 裴长洪

（２０１４） 率先探讨了负面清单模式的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国外增加值出口的影响， 但

未能揭示 ＲＴＡ服务贸易条款内容上的异质性， Ｓｈｉｎｇａｌ （２０１６） 则进一步考虑了 ＲＴＡ
服务贸易条款异质性对服务贸易流量的影响。 Ｌｅｅ （２０１８） 认为 Ｓｈｉｎｇａｌ （２０１６） 只考

虑到服务贸易条款总深度， 而没有从具体条款深度分析对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影响， 研

究结果表明， 无商业存在模式下提供出口服务的条款深度更有利于制造业国外增加值

出口。 童伟伟 （２０１９） 通过测算 ＲＴＡ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发现， 深度一体化的服务贸

易条款对本国出口中来自直接进口国的国外增加值有显著促进作用。
本文的创新在于： 第一， 在测算 ＲＴＡ 服务贸易条款总深度的基础上， 进一步

将条款细化为服务章节是否引用 ＧＡＴＳ相关规则、 是否包含最惠国条款、 是否包含

国民待遇条款、 是否允许无商业存在条件下提供贸易、 是否允许自然人流动以及是

否包含审议条款六个方面， 厘清服务贸易条款对增加值贸易关联影响的异质性； 第

二， 基于增加值视角， 采用增加值贸易强度替代传统的总值贸易强度， 合理构建增

加值贸易关联指标衡量双边国家价值链联系程度， 从贸易净值的视角来分析服务贸

易条款深度对双边国家的福利效应。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全球供应链模式下， 为了削减双边服务贸易壁垒， 扩大服务市场开放， 区域

贸易协定覆盖的内容不断从传统的关税、 贸易便利化等 “浅层” 内容转向服务贸

易等 “深层” 条款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１９９６） ［１８］。 例如越来越多的 ＲＴＡ 中涉及到 “禁止

要求当地存在规则” （或称 “不设立权” ）， 即一国不得将外国服务提供者在当地

设立或维持商业存在或成为居民作为允许其通过跨境方式提供服务的前提条件， 而

这一规定在 ＧＡＴＳ中没有对等条款， 所以 ＲＴＡ 中服务贸易条款承诺深浅不一， 具

有高度异质性。 总体来说， ＲＴＡ服务贸易条款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取消限制性条款，
进一步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 具体见图 １。

假说 １： ＲＴＡ服务贸易条款深度的拓展实现了贸易自由化， 有助于增强缔约方

增加值贸易关联。
阻碍全球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因素即包括单边的限制性措施， 如国内的竞争壁垒

或者行政要求， 也包括双边的限制性措施， 比如本国公司从国外进口中间投入时，
要求向国外供应商提供银行服务。 如果不满足上述条件， 可能意味着正常的贸易无

法进行。 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纳入更多的服务贸易条款内容以后， 市场准入条件放

宽， 原有的限制性贸易措施弱化， 双边贸易的引力增强。 特别是随着数字贸易等新

业态的出现， 国际服务贸易的范围不断拓展， 内容不断深化， 深度一体化的服务贸

易条款可以降低不确定性， 扩大对国外中间服务商的进口需求， 提高本国制造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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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中的国外增加值， 增强增加值贸易关联 （童伟伟， ２０１９）。

图 １　 ＲＴＡ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影响增加值贸易关联的机制分析图

假说 ２： ＲＴＡ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偏向于促进具有相似偏好和经济水平的缔约国

之间的增加值贸易关联。
重叠需求贸易理论指出， 收入水平差异越接近、 经济结构越相似的国家其重叠

需求范围越大， 贸易可能性越高， 能够促进增加值贸易关联。 第一， 对于发达国家

与发达国家来说， 服务贸易市场已经实现较高的开放水平， 但是服务贸易条款深度

进一步提升， 能够促进发达国家之间形成激烈的竞争性国际分工， 通过竞争效应进

一步扩大增加值贸易出口。 第二， 对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来说， 一方面， 发达

国家能够掌握更多的话语权， 发展中国家会在内容条款上做出让步， 在一定程度上

弱化了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的促进效应 （刘洪愧， ２０１６）； 另一方

面， 根据重叠需求贸易理论， 收入水平差异越大的国家其需求偏好差异越大， 重叠

需求的范围也就越小， 发生贸易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第三， 对于发展中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来说， 发展中国家之间较小的贸易壁垒都会产生极大的交易成本， 服务贸易

条款的深度化有效降低服务贸易壁垒， 促进增加值贸易的发展。
假说 ３： ＲＴＡ服务贸易条款深度的拓展通过贸易成本渠道促进增加值贸易关联。
ＲＴＡ服务贸易条款能够削减服务贸易壁垒， 降低双边国家服务出口的固定成

本和可变成本， 促进缔约国之间的增加值贸易关联 （林僖和鲍晓华， ２０１８）。 区域

贸易协定服务贸易条款的深度化发展， 体现了服务贸易市场准入限制的取消或降

低， 实现服务贸易市场更高水平的开放承诺， 其中， 无商业存在以及自由人流动等

服务贸易具体条款拓展了服务贸易出口方式， 有效降低企业出口过程中的固定成

本， 扩大该国服务进口。 在数字贸易等新型服务贸易下， 各国在数据方面能否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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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流动和存储、 服务器等信息基础设施是否本地化、 是否对外国服务提供者施加

当地存在要求等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 ＲＴＡ服务贸易条款中， “禁止要求当地存在

规则” 深化了传统的 ＧＡＴＳ条款， 取消了以当地存在作为提供服务的先决条件， 降

低了跨境服务的固定成本。 此外， 服务贸易条款深度的拓展， 有助于降低缔约国之

间制造业中间投入品的生产成本， 促进 “制造业服务化”， 大量服务业通过投入到

制造业出口产品生产中实现间接出口， 进一步促进价值链贸易关联。
假说 ４： ＲＴＡ服务贸易条款深度的拓展通过技术溢出渠道促进增加值贸易关联。
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化， 能够促进高质量服务的跨境流动， 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推

动制造业增加值中服务增加值的提高， 从而促进缔约国增加值贸易关联。 第一， 本

国贸易企业通过进口国外高质量服务可以对国内低效率的生产环节产生技术溢出，
提高国内企业生产率水平， 促进全球价值链纵向分割， 进一步推动增加值贸易出口

（林僖和鲍晓华， ２０１８）； 第二， 深度化服务贸易条款使得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国家

学习并吸收高端国家的技术， 采用国外服务投入替代国内服务投入， 从而提升出口

中来自他国的国外增加值的含量， 加强双边国家价值链的紧密程度。 第三， 服务贸

易条款深度化有利于缔约国之间服务性企业通过引进、 学习、 模仿与创新进一步融

入全球价值链， 延长价值链的长度。

三、 计量模型、 变量测度与数据来源

（一） 计量模型设定

区域贸易协定服务贸易条款深度一体化， 削减了双边服务贸易壁垒， 缓解了服

务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 有利于提高缔约国间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 从而促进双

边增加值贸易关联。 对此， 童伟伟 （２０１９） 发现， 服务贸易条款深度的提升显著

扩大我国来自协定缔约国的国外增加值， 降低来自第三国的国外增加值。 因此， 区

域贸易协定中服务贸易条款深度的提升对增加值贸易关联具有重要影响。 本文借鉴

林僖和鲍晓华 （２０１８） 构建的计量模型， 同时引入了经济规模、 需求偏好差异、
产业相似度等 “引力变量”， 最终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Ｒ ｉｊｔ ＝ ｅｘｐ （β０ ＋ β１ 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 β Ｘ
⇀ ＋ γｉ ＋ δ ｊ ＋ θｔ） ＋ εｉｊｔ （１）

其中， 被解释变量 Ｒ ｉｊｔ 代表 ｔ 年 ｉ 国出口中来自 ｊ 国的增加值贸易关联； 核心解

释变量为服务贸易条款深度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Ｘ
⇀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 下标 ｉ、 ｊ 和 ｔ 分别表

示出口国、 进口国和年份； γｉ、 δ ｊ、 θｔ 分别代表出口国、 进口国和年份固定效应；
εｉｊｔ 为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测算

１ 服务贸易条款深度的测算

本文基于 ＤＥＳＴＡ数据库对涉及 ４２个国家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的 ＲＴＡ服务贸易条款深

度进行水平测度， 水平测度是指从区域贸易协定内容的广度的角度对数据进行简单的

横向加总， 并用于构建反映区域贸易协定深度的综合方法， 又被称为横向测度法。
ＲＴＡ数据库中指出关于服务贸易相关的贸易协定可以具体分为两类： 一类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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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ＴＯ框架下的服务贸易总协定 （ＧＡＴＳ）， 另一类是指区域框架下包含服务贸易自由

化条款的区域贸易协定 （ＲＴＡ）。 本文服务贸易条款主要是指包含服务贸易自由化条

款的区域贸易协定， 其深度测算主要通过简单计算区域贸易协定中包含服务贸易条款

的评分。 ＤＥＳＴＡ数据库将 ＲＴＡ服务贸易条款具体划分为六个方面： 服务章节是否引

用 ＧＡＴＳ相关规则、 是否包含最惠国条款、 是否包含国民待遇条款、 是否允许无商业

存在条件下提供贸易、 是否允许自然人流动以及是否包含审议条款。 Ｓｈｉｎｇａｌ （２０１６）
基于 ＤＥＳＴＡ数据库文本分析框架对 ＲＴＡ 服务贸易条款深度的划分基础上， 将不同

ＲＴＡ在国民待遇、 自然人流动、 非商业存在以及审议条款等多个方面的涵盖情况进

行指标量化， 测度服务贸易条款深度， 具体的构建和赋值如表 １所示。

表 １　 服务贸易条款深度的指标构建与赋值

变量 变量描述 变量赋值

ＧＡＴＳ引用 服务章节是否引用 ＧＡＴＳ 服务章节中没有引用 ＧＡＴＳ相关规则
服务章节中引用了 ＧＡＴＳ相关规则

０
１

最惠国待遇
服务章节是否包含

最惠国条款
服务章节中没有最惠国条款
服务章节中包含最惠国条款

０
１

国民待遇
服务章节是否包含

国民待遇条款

服务章节中没有国民待遇条款
服务章节中包含国民待遇条款 （特定行业）
服务章节中包含国民待遇条款

０
１
２

无商业存在 服务章节是否授予不设立权
不明确允许设立权 （可以省略或明确排除）
明确授予不设立权

０
１

自然人流动
服务章节是否允许

自然人流动
不明确允许自然人流动 （省略或明确排除）
明确允许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流动

０
１

审议条款 服务章节是否包含审议条款
服务章节无审查条款
服务章节包含审查条款

０
１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ＳＨＩＮＧＡＬ Ａ．， Ｇｏ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０ ／ １ Ｄｕｍｍ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ＯＬ］． ２０１６． 整理而得。

具体的服务贸易条款深度的测算公式为：

Ｄｅｐｔｈ ＝∑
６

ｋ ＝ １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ｋ （２）

其中， Ｄｅｐｔｈ 为服务贸易条款深度，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为具体条款， 若该条款 （ｋ） 在贸

易协定中被提及， 则赋值为 １， 即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ｋ ＝ １； 若该条款 （ｋ） 在贸易协定中未

被提及， 则赋值为 ０， 即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ｋ ＝ ０。 其中， 是否包含国民待遇条款按照限制程

度赋值 ０、 １和 ２。
２ 增加值贸易关联的测算

本文在刘洪愧 （２０１６） 方法的基础上加以改进， 将增加值贸易关联定义为一

国出口中来自另一国的增加值占出口的比重。 其中， 国外增加值的测算具体参考了

Ｋｏｏｐｍａｎ等 （２０１４） 和王直等 （２０１５） ［１９］的增加值分解模型， 按照国外增加值来

源将其分为来自直接进口国和第三国的国外增加值， 具体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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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３） 即为 ｉ 国向 ｊ 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外增加值， ｉ 为出口国， ｊ 为进口国，
ｆ 为第三国； Ｌ 表示国内里昂惕夫逆矩阵， Ｂ 为经典的里昂惕夫逆矩阵； Ｙ 表示最

终产品消费矩阵； Ｖ 表示增加值系数矩阵； 上标 Ｔ 为矩阵转置符号， ＃表示矩阵点

乘符号。 由于本文研究视角基于双边国家， 来自第三国的国外增加值要予以 “剥
离”， 利用来自直接进口国的国外增加值构建增加值贸易关联指标更为准确。 因

此， 最终增加值贸易关联指标构建为：

Ｒ ｉｊｔ ＝
ＭＶＡｉｊｔ

ＴＥＸＰ ｉｊｔ

＝ Ｖ ｊ Ｂ ｊｉ( ) Ｔ × Ｙｉｊ ＋ Ｖ ｊ Ｂ ｊｉ( ) Ｔ × Ａｉｊ Ｌ ｊｊ Ｙ ｊｊ( ) ｔ{ } ／ ＴＥＸＰ ｉｊｔ （４）

其中， Ｒ ｉｊｔ 表示 ｔ年 ｉ国出口中来自 ｊ 国的增加值贸易关联， 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具

体数据来源于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提供的 ＧＶＣ 指标数据库， 主要包括

农业、 制造业以及服务业等 ５６个行业， 本文所指的增加值贸易既包含货物贸易也

包含服务贸易。 其依据在于： 服务作为价值链的重要投入已经体现在货物的最终价

值中， 并进一步增强货物贸易的流量； 与此同时， 服务在价值链中还作为 “黏合

剂” 链接了货物生产和销售的全过程， 推动制造业不断从产品制造向服务端延伸

整合， 提高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ＭＶＡｉｊｔ 表示 ｔ年 ｉ国出口中来自直接进口国 ｊ国的国

外增加值部分， ＴＥＸＰ ｉｊｔ 表示 ｔ年 ｉ国出口至 ｊ国的出口额。
控制变量的测算如下： （１） 经济规模。 采用国民实际生产总值衡量， 经济规

模愈大的地区， 其市场规模愈大， 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可能相对较低， 增加值贸易

关联较低。 （２） 需求偏好差异。 重叠需求贸易理论指出， 收入水平差异越大的国

家其重叠需求越少， 贸易额度减少， 降低增加值率贸易关联。 采用谢建国等

（２０１４） ［２０］的做法， 构建双边国家的收支差距作为需求偏好差异指数， 计算公式为：
ＤＧＤＰＰＣ ｉｊｔ ＝｜ ｌｎ（ＧＤＰＰＣ ｉｔ） － ｌｎ（ＧＤＰＰＣ ｊｔ） ｜ 。 （３） 地理距离。 采用双边国家是否

相邻， 罗来军等 （２０１４） ［２１］认为交通成本在洲内部与洲际之间呈非均匀变化， 更容

易体现距离成本的差异化。 （４） 产业结构相似度。 产业结构相似度是影响贸易关

联的因素之一， 本文参考 Ｉｍｂｓ （２００４） ［２２］的做法， 若 Ｒ ｉｓｔ 表示 ｉ 国 ｓ 部门产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 其产业结构相似度为 ＳＩ Ｓｉｊｔ ＝
１

∑ Ｓ

ｓ ＝ １
Ｒ ｉｓｔ － Ｒ ｊｓｔ

。 （５） 外商直接投资。

采用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入占 ＧＤＰ 的比重衡量， 由于投资和贸易之间联系密切， 外

商直接投资对增加值贸易关联有一定的影响。 其中， 经济规模、 产业结构相似度与

外商直接投资采用对数形式。
（三）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提供的 ＧＶＣ指标数据库、
ＤＥＳＴＡ数据库、 世界银行数据库和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 其中， 增加值贸易关联来自

ＧＶＣ指标数据库， 该数据库涵盖了 ４３ 个国家 （地区） ５６ 个行业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的

相关数据。 ＤＥＳＴＡ数据库涵盖了 １９４８—２０１６年向世贸组织通报的 ６２０份贸易协定，
根据协议生效时间划分区域贸易协定签订数量以及协定具体条款内容测算服务贸易

条款深度。 经济规模、 需求偏好差异、 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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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受数据完整性的限制， 本文剔除了中国台湾地区， 选择余下的 ４２ 个经济体作

为样本， 时间区间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

四、 基本回归结果

（一） 基准回归分析

为解决贸易数据普遍存在异方差和零值的情况， 本文根据 Ｓａｎｔｏｓ Ｓｉｌｖａ 等

（２００６） ［２３］采用泊松极大似然估计 （ＰＰＭＬ） 方法估计基准模型。 结果表明， 服务

贸易条款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这与 Ｌｅｅ （２０１８） 利用

ＤＥＳＴＡ数据库考察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及其各类具体条款对增加值出口的影响得出

的结论是一致的。 一方面， 缔约国通过签订区域贸易协定服务贸易条款， 降低生产

性服务的生产成本， 缓解服务贸易政策的不稳定性， 进一步深化服务业市场开放水

平， 提高一国的服务业国外增加值； 另一方面， 服务贸易条款深度一体化程度愈深，
愈能够有效降低跨境服务的交易成本， 拓宽国际贸易的利润空间， 促使一国将更多的

生产流程转向离岸外包， 从而提高一国制造业的国外增加值出口， 促进双边国家的增

加值贸易关联。 第 （２） — （６） 列中， 逐步引入经济规模、 需求偏好等控制变量，
结果表明服务贸易条款深度一体化的提升对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影响具有稳健性。

表 ２　 总体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 增加值贸易关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条款深度
０ ３２３∗∗∗ ０ ３１５∗∗∗ ０ ２６４∗∗∗ ０ ２５７∗∗∗ ０ ２５５∗∗∗ ０ ２５５∗∗∗
（０ ０６７） （０ ０６７） （０ ０６２）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１） （０ ０６１）

经济规模
－２ １７５∗∗∗ －１ ９２９∗∗∗ －１ ９０２∗∗∗ －１ ８９０∗∗∗ －１ ９１５∗∗∗
（０ ３９３） （０ ３９５） （０ ３８９） （０ ４０５） （０ ４０６）

需求偏好差异
－０ ５７７∗∗∗ －０ ５５７∗∗∗ －０ ４４４∗∗∗ －０ ４３６∗∗∗
（０ １０５） （０ １０９） （０ １２５） （０ １２５）

地理距离
０ ９１０∗∗∗ ０ ８３９∗∗∗ ０ ８３４∗∗∗
（０ １４２） （０ １４５） （０ １４６）

产业结构
相似度

０ ９１５∗∗ ０ ９８０∗∗
（０ ４５５） （０ ４６４）

外商直接投资
－０ ５４７
（０ ７１５）

常数项
３ ９５９∗∗∗ ２４ ０７９∗∗∗ ２２ ４８３∗∗∗ ２２ ２０５∗∗∗ ２２ ３７０∗∗∗ ２２ ６４５∗∗∗
（０ １１９） （３ ６３２） （３ ６３９） （３ ５８４） （３ ７１０） （３ ７２５）

国别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２５ ８３０ ２５ ８３０ ２５ ８３０ ２５ ８３０ ２５ ８３０ ２５ ８３０
Ｒ２ ０ ６８９ ０ ７１６ ０ ７３０ ０ ７３１ ０ ７３３ ０ ７３３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下的统计显著性， 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 下表同。

控制变量方面， 经济规模的系数显著为负， 其原因可能在于大国的要素禀赋充

裕， 国内市场发达， 不会过度依赖国外市场， 其增加值贸易关联反而较低， 这与魏

倩 （２０１９） 的结论是一致的。 需求偏好差异对增加值贸易关联存在显著的负向影

响， 收入水平差异越大的国家其需求偏好差异越大， 重叠需求的范围也就越小， 发

生贸易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该结论与重叠需求贸易理论相一致。 地理距离与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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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关联呈显著的正向关系， 即为了获取更多的国际贸易利润， 更多的企业由内销

转向出口， 促进一国的国外增加值出口。 产业结构相似度的系数符号显著为正， 其

原因可能在于产业结构相似的国家， 分工体系较为一致， 在短时期内有助于缔约国

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中。 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双边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影响为负但不显

著， 可能的原因是， 出口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时， 进口国为保护自身的经济发

展， 鼓励外企回流， 从而对目标国形成一定的价值链俘获。
（二） 分样本回归结果

表 ３汇报了服务贸易具体条款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影响。 结果显示， ＲＴＡ
服务贸易具体条款细分为六个方面： ＧＡＴＳ 引用、 国民待遇、 无商业存在、 自然人

流动和审议条款这五个具体条款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最

惠国待遇与增加值贸易关联呈负向不显著关系， 这一结论与 Ｌｅｅ （２０１８） 相一致。
原因在于： 与多边贸易协定相比， ＲＴＡ 服务贸易条款中最惠国条款更为复杂和多

样， 适用范围往往更有限 （Ｆｉｎ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２４］， 对于增加值关联的促进作用较

低。 进一步研究发现， 无商业存在情况下提供贸易这一具体条款深度对增加值贸易

关联的促进效应最大， 这主要原因在于： 商业存在条件下提供贸易需要在当地建造

生产所需要的基础设施， 这无疑加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而权限的放宽， 无商业存

在条件下提供跨境贸易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跨国生产分工和贸易的交易费用， 促进

经济体之间的增加值贸易关联。

表 ３　 分具体条款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 增加值贸易关联

ＧＡＴＳ引用 最惠国待遇 国民待遇 无商业存在 自然人流动 审议条款

条款深度
１ １４５∗ －１ ２０２ ０ ９０８∗∗ １ ３０６∗ １ ３００∗∗∗ １ ２０９∗∗∗

（０ ６９０） （０ ７７１） （０ ４３８） （０ ７４７） （０ ４０２） （０ ３８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２２ ８１６∗∗∗ ２０ ３４４∗∗ ２４ ８２０∗∗∗ ２３ １０６∗∗∗ ２０ ４２２∗∗∗ ２０ ３０５∗∗∗

（７ ９９９） （８ ９４６） （７ ９７２） （７ ８７９） （７ １２１） （７ ２３８）
国别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２５ ８３０ ２５ ８３０ ２５ ８３０ ２５ ８３０ ２５ ８３０ ２５ ８３０
Ｒ２ ０ ７２８ ０ ７２２ ０ ７３４ ０ ７２９ ０ ７３６ ０ ７３４

不同发展程度的经济体在签订区域贸易协定时， 其服务贸易条款的内容可能存

在显著差异， 本文参考 ＩＭＦ 的做法， 将涉及的 ４２ 个国家 （地区） 划分成发达国家

（地区） 和发展中国家 （地区）， 分别考察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影

响， 回归结果见表 ４。 结果显示， 在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国家 （地区） 缔结的区域贸易

协定中， 服务贸易条款深度的回归系数在 １％水平下显著为正。 从回归系数大小看，
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回归系数最大， 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次之， 发达国家－发展

中国家最小。 可能的解释是：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谈判时， 由于发达国家拥有更多

的话语解释权， 议价能力的不对称性导致经济实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受到经济实力较

强的发达国家的压力， 发展中国家会在内容条款上做出一定的让步 （Ｐｅｒｒｏｎｉ ｅｔ 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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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 ［２５］。 相比较而言， 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壁垒仍然很高， 技术水平、 创新能力不

足， 服务贸易条款的深度化能够有效降低服务贸易壁垒， 缓解服务贸易政策的不确定

性， 促进价值链关联。 此外， 根据重叠需求理论可知， 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贸易

可能性越大， 签订深度化服务贸易条款可以获得更高的增加值贸易关联。

表 ４　 按照经济发展程度的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 增加值贸易关联

发达与发达 发达与发展中 发展中与发展中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条款深度
０ ２７６∗∗∗ ０ ２７４∗∗∗ ０ １７２∗∗∗ ０ １２７∗∗∗ ０ １５４∗∗∗ ０ １９１∗∗∗

（０ ０６６） （０ ０５９） （０ ０５７） （０ ０４６） （０ ０３５） （０ ０６２）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２ ９６６∗∗∗ １６ ３１７∗∗∗ ５ ６５２∗∗∗ ２９ ６３０∗∗∗ ５ ５３９∗∗∗ １２ ７０２∗∗∗

（０ ０８７） （１ １８１） （０ １０５） （３ ３７２） （０ １２４） （４ ７８９）
国别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０ ５３０ １０ ５３０ １２ １５０ １２ １５０ ３ １５０ ３ １５０
Ｒ２ ０ ６９３ ０ ７３９ ０ ８４１ ０ ８６５ ０ ９３２ ０ ９５０

（三） 稳健性检验

本文对上述估计结果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开展稳健性分析， 回归结果见表 ５：
稳健性检验 Ｉ： 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考虑到区域贸易协定从签订到生效再

到产生实质性影响， 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 本文进一步对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变量滞

后一期， 以观测条款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的滞后效应。 表 ５ 中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结果显示， 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对增加值贸易关联仍然是显著正向影响，
控制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没有发生改变， 证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表 ５　 稳健性检验

变量

被解释变量： 增加值贸易关联

滞后一期 更换回归方法 重新划分样本区间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条款深度
０ ３４７∗∗∗ ０ ２６９∗∗∗ ０ ０５１∗∗ ０ ０５６∗∗∗ ０ ３４０∗∗ ０ ２８３∗∗

（０ ０６５） （０ ０６０）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７） （０ １３５） （０ １１７）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３ ６３２∗∗∗ ２１ ９５５∗∗∗ －１ ９９５∗∗∗ ４ １７６∗∗∗ ４ ４８８∗∗∗ ２１ ９００∗∗∗

（０ １１５） （３ ４８７） （０ ０２６） （０ ５１４） （０ ２３４） （７ ７４８）
国别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２４ １０８ ２４ １０８ ２５ ８３０ ２５ ８３０ ６ ８８８ ６ ８８８
Ｒ２ ０ ６７９ ０ ７３０ ０ ７０５ ０ ７５３ ０ ７２１ ０ ７５２

稳健性检验 ＩＩ： 更换回归方法。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 对模型再次回归，
同时为了控制异方差， 采用了聚类标准误。 表 ５中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结果显示，
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进一步验证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稳健性检验 ＩＩＩ： 重新划分样本区间。 借鉴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和 Ｙｏｔｏｖ （２０１６） ［２６］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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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４年为界， 将样本区间等分为 ４个时间段， 即对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年的样本

数据进行回归。 表 ５中第 （５） 列和第 （６） 列汇报了重新划分样本区间的回归结果，
剔除部分样本后， 不会对其他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 本文设立的

计量模型是稳健的。
（四） 内生性处理

以往研究表明， ＲＴＡ 深度一体化与贸易流量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

（李艳秀， ２０１８） ［２７］。 一方面， 双边国家经济联系愈紧密， 愈倾向于签订服务贸易

条款深度化的贸易协定； 另一方面， ＲＴＡ 服务贸易条款深度一体化的缔约国之间

服务市场开放水平更高， 能够有效缓解政策不确定性， 促进国家间增加值贸易

（童伟伟， ２０１９）。 为此， 本文对 Ｌａｇｅｔ等 （２０１８） ［２８］的做法加以改进， 以来自第三

国的国外增加值份额作为外生权重对服务贸易条款深度进行加权， 构建服务贸易条

款深度工具变量， 公式定义为：

ＤｅｐｔｈＩＶｉｊｔ ＝∑ ｋ， ｋ≠ｉ
Ｗｋｊｔ Ｄｅｐｔｈｋｊｔ ＋∑ ｋ， ｋ≠ｊ

Ｗｉｋｔ Ｄｅｐｔｈｉｋｔ （５）

其中，Ｗｋｊｔ（Ｗｉｋｔ）为 ｔ年 ｋ（ ｉ）国出口 ｊ（ｋ）国来自第三国国外增加值的份额， 能够

有效控制第三国的服务贸易条款深度， Ｄｅｐｔｈｋｊｔ（Ｄｅｐｔｈｉｋｔ）表示 ｔ年 ｊ（ ｉ）国与 ｋ 国的服

务贸易条款深度， 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方法对模型重新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６。 结果显示， 服务贸易条款深度的符号与显著性没有发生改变，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统计量以及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均通过检验， 说明不存在工具

变量识别不足以及工具变量弱识别。 综上， 服务贸易条款深度一体化对于增加值贸

易关联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 ６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 增加值贸易关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条款深度
０ ０６８∗∗ 　 ０ １４８∗∗∗ 　 ０ １４８∗∗∗ 　 ０ １３８∗∗∗ 　 ０ １４５∗∗∗ 　 ０ １５８∗∗∗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６）

经济规模
０ ３６０∗∗∗ ０ ３７３∗∗∗ ０ ３７３∗∗∗ ０ ３６３∗∗∗ ０ ３３５∗∗∗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需求偏好差异
－０ ２３５∗∗∗ －０ １６６∗∗∗ －０ ０９１∗∗∗ －０ １３６∗∗∗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７）

地理距离
１ ５６３∗∗∗ １ ５００∗∗∗ １ ４９５∗∗∗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２）

产业结构
相似度

０ ３９１∗∗∗ ０ １９２∗∗∗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３）

外商直接投资
－２ １３６∗∗∗
（０ ０８２）

常数项
－６ ９６６∗∗∗ －１０ ３１１∗∗∗ －１０ １４５∗∗∗ －１０ ３３２∗∗∗ －１０ ２８８∗∗∗ －９ ９２６∗∗∗
（０ ０５０） （０ １０８） （０ １０８） （０ １０６） （０ １０６） （０ １０６）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２５ ８３０ ２５ ８３０ ２５ ８３０ ２５ ８３０ ２５ ８３０ ２５ ８３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
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３ ０７７ ９８５ ３ ０３０ ０３１ ３ ０３０ ８６１ ３ ０２７ ３３１ ３ ０２６ ３０９ ３ ０２５ ６６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
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３ ４９２ １８７ ３ ４３０ ４５１ ３ ４３１ ３８３ ３ ４２６ ７２４ ３ ４２５ ２８１ ３ ４２４ ３２４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下的统计显著性； 小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中括号内数值为相
应统计量的 Ｐ 值， 大括号内数值为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检验 １０％水平上的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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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机制检验

基础回归和稳健性检验均证实了 ＲＴＡ 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存

在正向促进作用， 但 ＲＴＡ服务贸易条款深度是通过何种渠道影响增加值贸易关联，
需通过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对此， 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来揭示核心解释变量与被

解释变量的传导途径， 根据前文的理论机制分析， 选取贸易成本节约与技术溢出效

应开展相应的机制检验。
（一） 基于贸易成本的机制检验

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影响主要可以通过成本渠道实现： 政策

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存在消极影响， 服务贸易条款深度一体化能够提高

服务贸易政策透明度， 有效降低政策的不确定性， 增强本国服务业企业出口的预期

信心， 从而削减双边国家服务贸易的可变成本， 提高本国出口中来自进口国的国外

增加值。 因此， 本文借鉴钱学锋等 （２００８） ［２９］贸易成本测算方法， 采用固定效应回

归进一步考察服务贸易条款深度通过削减贸易成本促进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可能性。
测算公式如下：

τｉｊｔ ＝ τ ｊｉｔ ＝ １ －
ＥＸＰ ｉｊｔ ＥＸＰ ｊｉｔ

ＧＤＰ ｉｔ － ＥＸＰ ｉｔ( ) ＧＤＰ ｊｔ － ＥＸＰ ｊｔ( ) ｓ２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
２（ρ－１）

（６）

其中， τ 表示贸易成本， ＥＸＰ 表示出口额， ＧＤＰ 表示国民生产总值， ｓ 为可贸易

品份额， 取 ０ ８， ρ 为替代弹性， 取值 ８。 相应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τｉｊｔ ＝ ｅｘｐ （α０ ＋ α１ 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 α Ｘ
⇀ ＋ γｉ ＋ δ ｊ ＋ θｔ） ＋ εｉｊｔ （７）

Ｒ ｉｊｔ ＝ ｅｘｐ （β０ ＋ β１ 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 β２ τｉｊｔ ＋ β Ｘ
⇀ ＋ γｉ ＋ δ ｊ ＋ θｔ） ＋ εｉｊｔ （８）

回归结果见表 ７。 结果表明， 在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对贸易成本的回归中， 条款

深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服务贸易条款深度有利于削减双边国家的贸易成

本， 这就证明了研究假说 ３。 在对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回归中， 条款深度的回归系数

显著为正， 贸易成本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贸易成本的削减对增加值贸易关联

有促进作用。 综合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ＲＴＡ 服务贸易条款深度通过削减缔约国的

贸易成本促进双边国家增加值贸易关联。 根据中介效应的计算方法， 中介效应为

α１ β２ ， 即 ＲＴＡ服务贸易条款深度通过削减增加值贸易成本引致缔约国双边国家增

加值贸易关联提升 ２ ５５１５％。 现实中， 诸如 ＲＴＡ 服务贸易条款中的 “不设立权”
允许国外金融服务、 通信信息服务类企业在不设立分支结构的情形下提供服务出

口， 节省了企业的固定成本， 有助于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和增加值关联程度。
（二） 基于技术溢出的机制检验

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化有利于缔约国服务性企业通过引进、 学习、 模仿与创新进

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 从而促进缔约国增加值贸易关联。 一方面， 本国贸易企业通

过出口可以对国内生产产生技术溢出， 提高国内企业生产率水平， 促进全球价值链

纵向分割； 另一方面， 深度化服务贸易条款使得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国家学习并吸收

高端国家的技术， 采用国外服务投入替代国内服务投入， 从而提升出口中来自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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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外增加值。 因此， 本文设定如下模型来检验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

联的影响机制。

Ｔｅｃｈｉｊｔ ＝ ｅｘｐ （α０ ＋ α１ 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 α Ｘ
⇀

＋ γｉ ＋ δ ｊ ＋ θｔ） ＋ εｉｊｔ 　 　 　 　 （９）

Ｒ ｉｊｔ ＝ ｅｘｐ （β０ ＋ β１ 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 β２ Ｔｅｃｈｉｊｔ ＋ β Ｘ
⇀
＋ γｉ ＋ δ ｊ ＋ θｔ） ＋ εｉｊｔ （１０）

其中， Ｔｅｃｈ为采用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来衡量， 回归结果见表

７。 结果表明， 在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对技术溢出的回归中， 条款深度的回归系数显

著为正， 表明服务贸易条款深度有利于促进技术溢出， 这就证明了研究假说 ４。 在

对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回归中， 条款深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技术溢出的回归系数

显著为正， 表明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双边国家增加值贸易关联。 综合回归结果来看，
ＲＴＡ服务贸易条款深度一体化能够通过提升缔约国的技术溢出来促进双边国家增

加值贸易关联。 根据中介效应的计算方法， 即 ＲＴＡ 服务贸易条款深度通过促进技

术溢出引致缔约国双边国家增加值贸易关联提升 ０ ０５８５％。

表 ７　 机制检验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贸易成本 增加值贸易关联 技术溢出 增加值贸易关联

条款深度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５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６）

贸易成本
－５ １０３∗∗∗

（０ １４０）

技术溢出
０ １９５∗∗∗

（０ ０４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 ３１６∗∗∗ ５ ７８８∗∗∗ ３ １３５∗∗∗ ３ ５６６∗∗∗

（０ ００９） （０ １８５） （０ ０３７） （０ ２３１）
国别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２５ ８３０ ２５ ８３０ ２５ ８３０ ２５ ８３０

Ｒ２ ０ ７３９ ０ ７７３ ０ ８１９ ０ ７５４

六、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 ＤＥＳＴＡ数据库对涉及 ４２ 个国家 （地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的 ＲＴＡ 服务

贸易条款深度进行测度， 并利用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的 ＧＶＣ 数据库考

察了 ＲＴＡ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影响。 研究发现， 在控制了引力

变量后， ＲＴＡ服务贸易条款总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其中，
服务章节引用 ＧＡＴＳ相关规则、 包含国民待遇条款、 允许无商业存在提供贸易、 允

许自然人流动以及包含审议条款能够显著提高缔约国之间的增加值贸易关联。 进一

步研究发现， 一方面， 经济水平发展相似的国家深化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可以获得更

高的增加值贸易关联水平； 另一方面， 服务贸易条款深度一体化可以通过削减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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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贸易成本提高企业出口预期信心， 还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吸收来自

国外高效率的生产环节， 从而提升双边国家的价值链嵌入水平。 本文的政策建议

如下：
第一， 重视 ＲＴＡ 服务贸易条款深度， 积极推动区域服务贸易开放新格局。

ＲＴＡ服务贸易条款深度一体化， 能够通过信号效应有效缓解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
降低双边国家的服务贸易的可变成本， 从而扩大缔约国中间投入品的需求， 进一步

提升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含量， 加强双边国家的增加值贸易关联。 一方面， 要高度

重视 ＲＴＡ服务贸易条款的签订， 进一步提升区域贸易协定中服务贸易的条款深度

化水平， 推动区域内服务贸易市场开放； 另一方面， 我国要深化服务业供给侧改

革， 提升国内服务业的开放水平， 实现我国位于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向中高端攀升。
第二， 加快区域贸易协定谈判步伐， 优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 一方

面， 在区域贸易协定谈判过程中， 经济发展水平越相似的国家需求重叠范围越大，
发生贸易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另一方面，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谈判时， 发达国家

能够掌握更多的话语权， 发展中国家会在内容条款上做出让步，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了双边国家的服务市场开放水平。 为此， 我国应审时度势， 优先考虑与本国经济发

展水平相似的国家签订服务贸易条款水平深度更高的区域贸易协定。
第三， 构建灵活的自由贸易区战略， 合理设计贸易协定的具体条款深度。 在全

球价值链背景下， 服务贸易条款中无商业存在模式下提供跨境服务， 大幅度减少了

企业进出口的固定成本， 促进各国增加值贸易关联。 因此， 在构建自由贸易区战略

时， 要更全面覆盖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内容条款。 与此同时， 应该将自由贸易区

战略与 “一带一路” 战略相结合， 通过优势互补， 提升与这些国家的增加值贸易

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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