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造业全球生产分工深化能否提升
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龙飞扬　 　 殷　 凤

摘要： 全球贸易一体化背景下， 全球生产分工的深化能否提升贸易利得是各国

（地区） 关注的重要问题。 本文采用 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ＷＩＯＤ）
和社会经济账户 （ＳＥＡ）， 基于前后向生产关联的视角， 理论阐述并实证检验了制

造业全球生产分工深化对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ＥＤＶＡＲ） 的影响机制。 研究结果表

明： 制造业前向生产分工深化能够显著提升行业 ＥＤＶＡＲ， 后向生产分工深化也能够

促进 ＥＤＶＡＲ 的提升； 低、 中、 高技术行业的前向分工深化都能够显著提升 ＥＤＶＡＲ，
后向分工深化对于 ＥＤＶＡＲ 的影响为正； 收入水平不同的国家 （地区）， 其前向分工

深化对于 ＥＤＶＡＲ 的影响都为正， 后向分工深化对于 ＥＤＶＡＲ 的影响为负； 前向分工

深化通过发挥要素配置效应， 即提升资本—劳动比率， 能够显著提升行业 ＥＤＶＡＲ；
而后向分工深化对 ＥＤＶＡＲ 的影响取决于技术距离， 当技术水平与技术前沿的距离处

于合理区间时， 后向分工深化对于 ＥＤＶＡＲ 的总效应为正； 而当技术距离过大或过小

时， 后向分工深化对于 ＥＤＶＡＲ 的总效应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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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国际生产的碎片化， 即每个国家 （地区） 专门从事生产序列的某个特定环节，
是各国 （地区） 相互依存关系的一个重要写照。 随着贸易壁垒和通讯成本的降低，
国家或部门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复杂， 生产变得更加模块化， 生产链条变得更长， 全球

生产和贸易的效率不断提高。 这种将价值链分割的生产方式又被称作贸易一体化或生

产解体， 对全球经济发展和贸易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 ２０１２ 年全球贸易总额超过 ２０
万亿美元， 其中大约 ６０％来自于中间品贸易。 奥地利学派代表庞巴维克 （１８８９ 年）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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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迂回生产理论， 认为生产过程越是迂回或者生产阶段越多， 整个生产过程的效率

越高。 中国的贸易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生产的国际分割， 即将产品价值链的各个

环节分散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 ２００９ 年以来， 中国跃升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

出口国， 但是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比重却处于世界较低水平 （李小帆等， ２０１９） ［２］。 Ｍａ
等 （２０１５） ［３］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只有 ５９％。 如今， 传统的总值贸

易指标已经不能真实反映中国的贸易利得， 只有聚焦出口国内附加值才能更精确地衡

量参与全球价值链 （ＧＶＣ） 的真实贸易利益 （闫志俊等， ２０１９） ［４］。 本文认为， 在

ＧＶＣ 分工体系下， 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ＥＤＶＡＲ） 是评价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一个

关键指标。 那么， 中国制造业全球生产分工深化的现状和演化趋势如何？ 行业出口国

内增加值的现状如何？ 逐步深化的生产解体式的国际分工模式是否能够提升国家

（地区） 的贸易利得？ 作用的机制是什么？ 这些问题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 文献综述

国际贸易形势和生产格局的改变需要新的统计指标来反映新的特点， 学者们提

出了生产长度、 上游度和平均传递步长等概念来反映生产分割的程度或生产过程的复

杂性。 Ｄｉｅｔｚｅｎｂａｃｈｅｒ 等 （ ２００５） ［５］ 最早提出平均传递步长 （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ＰＬ） 来衡量两个部门之间的平均传递距离， 代表生产链条的分割程度， 但

这种方法的缺陷是测算结果会随着行业门类划分依据的不同而变化； Ｆａｌｌｙ （２０１１） ［６］

利用投入产出表对价值链的长度进行了补充和拓展， 重点量化了生产链的长度和位

置， 定义了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需要经历的生产阶段数 （Ｎｉ） 以及生产到最终需求的

距离 （Ｄｉ）； Ａｎｔｒàｓ 等 （２０１２） ［７］ 构建了封闭和开放经济中的产业上游度指数， 即某

部门产品从开始进入生产到被最终产品吸收所经历的平均阶段数， 并证实了其方法从本

质上和 Ｆａｌｌｙ （２０１１） 提出的 “到最终产品的距离” 是一致的。 这些方法对于评估价值

链上下游国家 （地区） 的专业化分工效率起到极大的作用。 然而， 由于测算的方式不

一样， 以上游度和下游度指数计算的部门排行是不一致的。 针对这个缺陷， 学者们指出

生产长度不应该以总产出为起点来进行计算， 而应该从行业的初始投入 （或增加值）
开始， 即以初始劳动力和资本投入作为起点来进行计算。 本文根据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７）［８］

的研究框架， 从前向和后向生产关联的视角， 用平均生产长度来指代行业生产分工深化

的程度。 此方法是以行业的增加值为起点进行测算的， 结果相对稳健。
目前， 关于 ＥＤＶＡＲ 测算的理论研究成果较多。 从宏观层面来看， Ｈｕｍｍｅｌｓ 等

（２００１） ［９］ 提出的 ＨＩＹ 方法、 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２） ［１０］ 提出的 ＫＷＷ 法以及王直等

（２０１５） ［１１］对于总出口的新的核算方法分别为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概念的提出奠定了深

厚的理论基础。 关于具体的测算方法， Ｊｏｈｎｓｏｎ 和 Ｎｏｇｕｅｒａ （２０１２） ［１２］最早提出增加值

出口比率 （ＶＡＸ Ｒａｔｉｏ） 的概念， 即国内增加值 （ＧＤＰ） 被国外吸收的部分占总出口

的比率； 而后 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４） ［１３］将一国总出口分解成增加值出口 （增加值被国

外吸收的部分）、 返回国内的增加值、 国外增加值和纯重复计算部分等 ９ 个部分， 可

进一步计算得到一国 （地区） 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本文发现增加值出口比率

（ＶＡＸ Ｒａｔｉｏ） 未考虑一个部门增加值隐含在其他部门中而间接出口的部分， 比如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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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部门即使本身不出口， 但也会有大量增加值隐含在钢铁部门的出口之中。 另外，
在部门、 双边或双边—部门层面， 增加值出口不一定小于总值出口， 会出现部门的出

口国内增加值率大于 １ 甚至无限大 （增加值出口不为零， 而总值出口为 ０） 的情况。
此外， 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的分解方法也仅能在国家层面计算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无法具体到

细分行业。 综上， 王直等 （２０１５） 提出了关于贸易增加值统计的一整套核算法则，
对于国家—部门层面、 双边层面以及双边—部门层面的贸易流进行了分解， 根据不

同层面贸易产品的价值来源和最终吸收地将总出口分解为 １６ 项， 包括被国外吸收的

国内增加值、 返回被本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 国外增加值和纯重复计算部分。 然而，
只有出口中被外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部分 （ＤＶＡ） 与总出口的比重， 才能合理地

衡量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的含量， 并且上限为 １ （王直等， ２０１５）， 本文也

将采用这种核算方法。 从微观企业层面来看， Ｕｐｗａｒｄ 等 （ ２０１３） ［１４］、 张杰等

（２０１３） ［１５］、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１６］从概念和测算方法等方面逐步优化和完善， 不

断降低测算偏误， 基本上能够准确测度微观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
关于 ＥＤＶＡＲ 影响因素的研究也较丰富。 从行业层面来看， 同类研究主要包

括： 魏悦羚等 （２０１９） ［１７］发现进口自由化通过提高投入品质量、 促使行业向高技能

劳动密集型方向转变两个方面对出口 ＥＤＶＡＲ 产生了正向作用； 王岚 （２０１９） ［１８］ 研

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前向参与和后向参与分别通过专业化效应和 “干中学”
效应促进了中国贸易利益的提升， 且后向参与是中国融入 ＧＶＣ 分工并获得贸易利

益的主要途径。 从企业层面来看， 主要是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 融资约束、 贸易自

由化、 企业集聚等方面对 ＥＤＶＡＲ 的影响进行分析 （许和连等， ２０１７［１９］； 邵昱琛

等， ２０１７［２０］， 陈虹等， ２０１９［２１］； 闫志俊等， ２０１９）；
综上， 已有文献不管是在行业层面还是微观企业层面， 基本上都是采用中国的

数据， 考察了中国的经验事实， 缺乏对于全球层面的探索。 同时， 已有文献在行业

层面对 ＥＤＶＡＲ 的测算多是采用 Ｊｏｈｎｓｏｎ 和 Ｎｏｇｕｅｒａ 的测算框架， 或者仅计算了直接

增加值出口而忽略了间接增加值出口。 基于此， 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 第一， 本文

的研究是在全球层面进行的， 采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４３ 个国家 （地区）① 和 １８ 个制

造行业②的多维面板数据来实证探讨制造业生产分工深化的程度与行业 ＥＤＶＡＲ 的

关系， 研究范围有所拓展； 第二， 本文对于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ＥＤＶＡＲ） 的

测算是基于双边贸易流分解的框架， 将双边总出口进行分解后每一项的三维数据的

第一维和第三维数据进行加总， 得出国家—部门层面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最终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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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澳大利亚、 奥地利、 比利时、 保加利亚、 巴西、 加拿大、 智利、 中国、 塞浦路斯、 捷克、 德国、 丹麦、
西班牙、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英国、 希腊、 克罗地亚、 匈牙利、 印度尼西亚、 印度、 爱尔兰、 意大利、
日本、 韩国、 立陶宛、 卢森堡、 拉脱维亚、 墨西哥、 马耳他、 荷兰、 挪威、 波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 俄罗

斯、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瑞典、 土耳其、 中国台湾、 美国。
制造业包括： Ｃ１０－Ｃ１２ 食品饮料和烟草制品； Ｃ１３－Ｃ１５ 纺织、 服装和皮革制品； Ｃ１６ 木材及木制品或

软木制品 （家具除外）； Ｃ１７ 造纸及纸制品； Ｃ１８ 印刷及刻录； Ｃ１９ 焦炭、 精炼石油制品； Ｃ２０ 化工以及化学

制品； Ｃ２１ 基础医药制品； Ｃ２２ 橡胶和塑料制品； Ｃ２３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 Ｃ２４ 基本金属制造； Ｃ２５ 焊接金

属制品 （机械设备除外）； Ｃ２６ 计算机、 电子和光学设备； Ｃ２７ 电力设备制造； Ｃ２８ 机械设备制造； Ｃ２９ 汽

车、 挂车及半挂车； Ｃ３０ 其他运输设备制造； Ｃ３１－Ｃ３２ 家具制品， 其他制造。



外吸收的部分， 对于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测算结果更加精确； 第三， 本文基于前向和

后向生产关联的视角， 系统阐述了生产分工的深化 （平均生产长度） 对出口国内

增加值率的作用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设， 进而采用严谨的计量分析方法来验证假设，
对于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实证探索有一定的贡献。

二、 模型设定、 变量的测算与选取

（一） 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是从前向和后向生产关联的视角考察制造业生产分工深化程度对行业

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 由此分别构建如下模型：
ＥＤＶＡＲ ｔｇｓ ＝ ０ ＋ １ＰＬｖ ＋ γＸ ＋ μｔ ＋ μｇ ＋ μｓ ＋ εｔｇｓ （１）
ＥＤＶＡＲ ｔｇｓ ＝ β０ ＋ β１ＰＬｙ ＋ γＸ ＋ μｔ ＋ μｇ ＋ μｓ ＋ εｔｇｓ （２）

其中， ｔ、 ｇ、 ｓ 分别表示年份、 国家、 行业， μｔ、 μｇ 、 μｓ 分别表示年份、 国家、
行业的固定效应。 ＥＤＶＡＲ 代表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ＰＬｖ 表示前向生产分工深化

程度， ＰＬｙ 表示后向生产分工深化程度， Ｘ 表示控制变量集。
（二） 核心指标测算

１ 前向生产分工深化程度———前向平均生产长度

借鉴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７） 的研究， 将平均生产长度定义为一个国家 （地区） 或

部门的初始投入 （或增加值） 到另一个国家 （地区） 或部门的最终产品之间经历

的平均阶段数， 即一个国家 （地区） 或部门的生产要素所创造的增加值在连续生

产过程中被计算为总产出的平均次数， 等于累计的总产出与相应的增加值的比值。
前向平均生产长度是指要素投入所涉及的所有下游生产环节， 代表与最终消费者的

距离。 基于前向关联的视角， 前向平均生产长度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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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Ｖ
︿
为直接增加值系数向量的对角矩阵， Ｂ ＝ （ Ｉ － Ａ） －１ 代表（世界） 里昂惕

夫逆矩阵， Ｙ为最终产品的消耗矩阵， Ｘ为总产出矩阵， ｕ 为 １×ＧＮ 阶 （Ｇ 个国家 Ｎ
个部门） 单位向量， Ｇ 为高斯逆矩阵。 将高斯逆矩阵 Ｇ的元素进行横向加总， 得出

某国家 （地区） 或部门最初投入所创造的一单位增加值所引发的总产出， 可以追

踪特定国家 （地区） 或部门投入的增加值在所有下游部门的遍历足迹。 前向生产

长度越长， 说明特定国家 （地区） 或部门的增加值在下游生产阶段被计算为总产

出的次数越多， 所涉及的下游生产阶段越多， 即前向生产分工深化的程度越大。
２ 后向生产分工深化程度———后向平均生产长度

后向平均生产长度是指最终产品所涉及到的所有上游生产环节， 代表与要素起

始端的距离。 基于后向关联的视角， 后向平均生产长度计算公式如下：

ＰＬｙ ＝ ｕ Ｖ
︿
ＢＢ Ｙ

︿

ｕ Ｖ
︿
Ｂ Ｙ

︿
＝ ＶＢＢ Ｙ

︿

ＶＢ Ｙ
︿

＝ ｕＢ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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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４） 将里昂惕夫逆矩阵 Ｂ 的元素进行纵向加总， 得出某国家 （地区） 或部门生

产一单位最终产品所带动的上游行业的总投入价值， 可以追溯特定国家 （地区） 或部门

最终产品在所有上游部门的遍历足迹。 后向生产长度越长， 说明特定国家 （地区） 或部门

最终产品的生产所涉及的上游生产阶段数越多， 即后向生产分工深化的程度越大。
３ 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出口国内增加值是指国外最终需求所拉动的本国增加值， 出口国内增加值在出

口总额中所占的比率即为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ＥＤＶＡＲ）。 本文基于王直等 （２０１５） 提

出的双边贸易流分解框架， 进一步计算得出各个国家 （地区） 或部门的增加值出口

（ＤＶＡ）。 因为各部门在出口过程中通过后向带动本国部门所创造的被国外吸收的国

内增加值份额 （包括直接增加值出口和间接增加值出口） 能够真正体现一国的贸易

利益和优势。 本文对于 ＤＶＡ 的测算是基于后向关联的视角， 是将国家—部门的双边

出口分解后进一步计算而得到的。 例如， ｓ 国在对 ｒ 国出口过程中国内增加值最终被

国外吸收的部分 （ＤＶＡｓｒ） 可以用出口分解公式 １６ 项的前 ５ 项加总得到①， 计算公式

如下：

（５）
其中， Ｔ 代表转置运算， ＃代表分块矩阵点乘。 Ｖｓ 为直接增加值系数向量， Ａｓｒ

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Ｙｓｒ 为最终需求向量， Ｂｓｓ 为里昂惕夫逆矩阵， Ｌｓｓ ＝ （ Ｉ － Ａｓｓ） －１

为本地里昂惕夫逆矩阵。
第一项 ＤＶＡ＿ ＦＩＮ 表示最终产品出口中包含的国内增加值； 第二项 ＤＶＡ＿ ＩＮＴ

表示中间产品出口中被直接进口国用来生产最终需求而吸收的国内增加值； 第三项

ＤＶＡ＿ ＩＮＴｒｅｘ 表示中间产品出口中， 被直接进口国出口到第三国并被第三国生产国

内最终需求而吸收的国内增加值。 每一项的分解结果都是一个 ＧＮｘＧＮｘＧ 的三维矩

阵， 第一维 ＧＮ 是具体创造增加值的国家 （地区） 和行业， 第二维 ＧＮ 表示出口国

（地区） 和行业， 第三维 Ｇ 表示出口目的国 （地区）。 本文将第一维和第三维数据

加总， 可以精确地测算出基于后向关联的各个国家 （地区） —部门的增加值出口。
因此， 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ＥＤＶＡＲ ＝ ＤＶＡ ／ ＥＸＰ （ＥＸＰ 表示行业出口总值） （６）
（三） 数据来源和控制变量的选取

关于核心指标测算的数据来源， 前向平均生产长度 （ＰＬｖ） 和后向平均生产长度

（ＰＬｙ） 的计算数据来自于 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ＷＩＯＤ）， 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 软

件进行大型矩阵运算而求得； 而国内增加值 （ＤＶＡ） 是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

链研究院所构建的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数据库基础上进一步加工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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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全部来源于 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社会经济账户 （ＳＥＡ）， 所有数据均可直接获

得。 本文选取的行业变量包括： 行业资本规模， 以资本存量的对数 （ｌｎＫ） 来表示；
行业人员投入， 以雇佣人员的对数 （ｌｎＬ） 表示； 行业的成长性， 以行业中间投入的

对数 （ｌｎＩＮＰＵＴ） 表示； 行业规模， 以行业总产值的对数 （ｌｎＧＯ） 表示。 其中， ｌｎＫ、
ｌｎＩＮＰＵＴ 和 ｌｎＧＯ 三个指标都采用 ２０１０ 年的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

（四） 典型事实

１ 中国制造业平均生产长度的典型事实

由于生产的垂直专业化分工， 制造业的部门增加值通常需要经历多个生产环节才能

到达各国 （地区） 的最终消费者， 包括涉及到的国内和国外的所有生产环节。 如图 １
所示， 基于前向关联的视角， ２０１４ 年中国制造业 １８ 个部门中， 造纸及纸制品 （Ｃ１７），
焦炭、 精炼石油制品 （Ｃ１９） 以及化工和化学制品 （Ｃ２０） 的前向平均生产长度 （ＰＬｖ）
较长， 说明这些部门多为其他下游部门提供中间产品， 部门增加值大约需要经过 ４～５
个生产环节才可到达最终消费者； 而基础医药制品 （Ｃ２１）， 汽车、 挂车及半挂车

（Ｃ２９）， 其他运输设备制造 （Ｃ３０） 三个部门具有较短的前向生产长度， 这是由于这些

部门较少为其他部门提供中间产品， 无需经历太多下游生产环节即可到达最终消费者。
由于加工贸易的盛行， 我国制造业最终产品中所包含的其他部门的增加值越来

越多， 包括国内和国外部门的增加值投入。 如图 １ 所示， 基于后向关联的视角，
２０１４ 年中国制造业 １８ 个部门生产的最终产品中， 计算机、 电子和光学设备

（Ｃ２６）， 电力设备制造 （Ｃ２７）， 汽车、 挂车及半挂车 （Ｃ２９） 的后向生产阶段较

长。 这三个部门都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 其最终产品中包含了较多其他部门的

中间产品投入， 涉及到较多的上游生产环节， 如我国的计算机、 电子和光学设备行

业从事较多的是加工组装环节， 而食品饮料和烟草制品的后向生产阶段最短， 这是

因为食品饮料和烟草制品行业属于涉及基础民生的行业， 加工流程和工艺相对简

单， 上游无需经历较多的中间产品投入环节。

图 １　 ２０１４ 年中国制造业分部门前后向平均生产长度

本文将制造业各部门出口额所占比重作为权重， 计算出中国总体制造业的前向

和后向平均生产长度， 其时间发展趋势见图 ２。 图 ２ 显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两种生产

长度总体都呈现上升的发展趋势， 这说明我国制造业不管是从前向关联还是后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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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的视角来看， 生产活动的碎片化程度都越来越高， 即生产分工变得越来越精细。
后向生产长度始终高于前向生产长度， 这说明我国制造业总体处于全球价值链相对

下游的位置。

图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制造业平均生产长度时间发展趋势

２ 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典型特征

如图 ３ 所示， 食品饮料和烟草制品 （Ｃ１０－Ｃ１２） 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最高， 而

计算机、 电子和光学设备 （Ｃ２６） 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最低。 这可能是由于食品饮

料和烟草制品属于低技术劳动密集型部门， 而国内具有劳动力禀赋优势， 其生产要

素投入基本上都来自于国内， 出口产品中较少涉及国外附加值投入； 而计算机、 电

子和光学设备属于资本、 技术密集型行业， 我国自主研发能力还在蓄势之中， 关键

设备及核心零部件仍依赖于进口， 引致其国外附加值含量较高， 出口内含的国内增

加值比重相对较低。 ２０１４ 年， 我国制造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已达到 ７９％， 高于

美国 （７３ ６％） 和日本 （７２ ４％）， 说明在不断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之后， 我国

制造业出口中所包含的直接和间接增加值出口已处于相对较高水平， 但是其中占据

比重较大的可能是低技能的劳动要素投入。

图 ３　 ２０１４ 年制造业部门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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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作用机制和研究假设

（一） 前向关联的视角

１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制造业前向参与全球生产的主要方式有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和离岸外包，
这种前向生产分工的发生说明在国外生产的边际成本应小于与外包相关的非生产成

本 （Ｂｌｙｄ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２２］。 发展中经济体的 ＯＦＤＩ 多数属于技术寻求型， 通过对

具有技术优势的国家 （地区） 进行投资， 进而有机会接触、 学习和模仿东道国

（地区） 的先进生产技术而获得逆向技术溢出 （付海燕， ２０１４） ［２３］。 ＯＦＤＩ 通过示

范效应、 技术扩散、 人员培训和行业竞争等渠道实现逆向技术溢出进而可以促进全

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雷红， ２０１９） ［２４］。 离岸外包是一种特殊的全球参与形式， 可以

将效率较低的活动外包给效率更高的生产者， 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获得外方的逆向

技术溢出。 此外， 还可以利用外包带来的收益提供更好的产品或投资新的技术， 这

些都对企业的生产率有积极的影响 （Ｌｉ ａｎｄ Ｌｉｕ， ２０１４） ［２５］。
２ 要素配置效应

制造业的前向生产分工是一种主动性的最优选择行为， 主要表现为产业总是向

资本、 劳动力或技术等生产要素价格较低的地方转移。 国际生产的碎片化， 通常就

是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 （地区）， 保留技术密

集型的高端生产环节。 将资源或要素从低附加值的活动中转移出来， 转而配置到高

附加值的活动中， 一个国家 （地区） 的生产率将会得到提高。 ２０１２ 年之后， 随着

中国的 “人口红利” 逐渐见底， 低技术制造业逐步向劳动力、 土地和政策更加优

惠的东南亚国家转移。 在这个过程中， 行业投入的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比例会发生结

构性变化。 王勇等 （２０１８） ［２６］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 总的来说产业发展的方式是由

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转移。 一般而言， 如果人均资本量越大， 劳动

的生产率就越高， 经济增长绩效也会越好。 所以， 随着产业的前向转移， 资本—劳

动要素投入比率逐步增加， 产业的要素生产率也会提升。 魏悦羚等 （２０１９） 研究

发现提高纯国内要素比重 （资本—劳动比率） 可以提高出口国内增加值。 王岚

（２０１９） 研究发现与低收入经济体建立前向关联， 通过向低收入经济体转移生产环

节， 可以通过专业化效应提升生产率。
假设 １： 制造业的前向生产分工能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要素配置效应， 两

者都能提升要素生产率， 因此前向生产分工会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产生正向影响，
尤其是要素配置效应可以通过提升资本—劳动比率来提升要素生产率， 进而提升出

口国内增加值率。
（二） 后向关联的视角

１ 技术溢出效应

后向生产分工表示最终产品生产所涉及的所有上游部门的要素投入过程， 多涉

及中间品进口贸易。 Ｋｅｌｌｅｒ （２００２） ［２７］ 研究发现在研发活动对于产业增加值的贡献

中， 产业内部的研发占 ５０％， 而国外技术溢出所占比例高达 ２０％。 Ｃｏｅ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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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 ［２８］的早期研究认为中间品贸易会直接产生技术溢出效应， 并且能够显著提

升一国 （地区） 的生产率。 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 中间品贸易提供了更多的中间产

品种类和更优的质量选择， 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吸收转化或者模仿创新来提升产品技

术含量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１） ［２９］。 魏悦羚等 （２０１９） 研究发现通过提升

投入产品的质量， 进口自由化可以对出口 ＥＤＶＡＲ 产生正向作用。 王岚 （２０１９） 研

究发现与高收入经济体建立后向关联， 通过承接高收入经济体转移出的生产环节，
可以通过 “干中学” 效应提升生产率。

２ 技术俘获效应

俘获效应是指发展中经济体在以代工形式加入 ＧＶＣ 的过程中， 由于受到发达

经济体或跨国公司的阻击和控制， 只能从事低附加值、 微利化的价值链低端的生产

环节 （刘志彪和张杰， ２００７） ［３０］。 高收入经济体对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出口限制使得

后者在中间品进口过程中无法接触并学习到国外的高端技术， 反而出现了负溢出效

应现象 （湛柏明等， ２０１９） ［３１］。 卢福财和胡平波 （２００８） ［３２］ 发现中国企业的 ＧＶＣ
升级路径被发达经济体利用技术和市场势力所制衡， 企业依靠自身的能力很难突破

“低端锁定”。 后向参与全球价值链引致本国产业部门倾向于被动接受上游产业的

增加值投入， 缺乏创新的动力。 即使是高收入经济体， 若不具备与上游企业相抗衡

的技术实力和市场势力， 很容易遭受来自上游部门的 “技术俘获”。 Ａｇｈｉｏｎ 等

（２００９） ［３３］研究发现外国先进技术的进入对最靠近前沿的部门创新有积极影响， 但

对技术较落后部门的创新无积极影响甚至为负面影响。 而吕越等 （２０１９） ［３４］研究发

现 ＧＶＣ 嵌入度一定时， 企业越接近前沿技术， 越容易受到来自国际分工中的技术

“俘获”， 使得企业的研发创新强度降低。 总之， 技术俘获效应会抑制企业或部门

的创新动力， 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率和出口 ＥＤＶＡＲ。
假设 ２： 制造业的后向生产分工会受到来自上游环节的技术溢出效应和技术俘

获效应， 两者对于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向是相反的。 因此， 后向生产分工深化程度

对于 ＥＤＶＡＲ 的影响方向不确定： 若技术溢出效应大于技术俘获效应， 那么后向分

工深化会对 ＥＤＶＡＲ 产生正向效应； 若技术溢出效应小于技术俘获效应， 那么后向

分工深化会对 ＥＤＶＡＲ 产生负向效应。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

表 １ 报告了基准回归的结果。 第 （１）、 （２） 列控制了年份和行业的固定效应，
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前向生产分工深化 （ＰＬｖ） 对行业出口国内

增加值率 （ＥＤＶＡＲ） 的影响系数为 ０ ００３２７， 并且达到 １％的显著性水平， 而后向

生产分工深化 （ＰＬｙ） 对 ＥＤＶＡＲ 的影响系数为 ０ ０３２４， 也达到 １％的显著性水平；
第 （３）、 （４） 列是加入年份、 国家和行业的固定效应， 未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
影响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都没变； 第 （５）、 （６） 列加入了年份、 国家和行业的固

定效应， 并且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 结果显示前向分工深化对于 ＥＤＶＡＲ 的影响系

数依然显著为正 （０ ００２０３）， 后向分工深化对于 ＥＤＶＡＲ 的影响系数在 ５％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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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显著为正 （０ ０３２９）。 基准回归结果证实了前向参与全球生产分工对于 ＥＤＶＡＲ
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后向参与全球生产分工也有利于提升行业 ＥＤＶＡＲ。

表 １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ＥＤＶＡＲ ＥＤＶＡＲ ＥＤＶＡ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Ｌｖ 　 　 ０ ００３２７∗∗∗ 　 　 ０ ００３７９∗∗∗ 　 　 ０ ００２０３∗∗∗

（４ ３６） （５ ２６） （２ ８０）

ＰＬｙ ０ ０３２４∗∗∗ ０ ０４５５∗∗∗ 　 　 ０ ０３２９∗∗

（４ ３１） （５ ０３） （２ ５６）

ｌｎＫ ０ ０４５０∗∗∗ ０ ０４６９∗∗∗

（９ ３５） （９ ７８）

ｌｎＬ ０ ０６５７∗∗∗ ０ ０６５３∗∗∗

（１０ ７８） （１０ ６５）

ｌｎＩＮＰＵＴ ０ ０５４３∗∗∗ ０ ０６６２∗∗∗

（８ ０９） （７ ９４）

ｌｎＧＯ
－０ ０９８３∗∗∗ －０ １１６∗∗∗

（－１３ ５１） （－１２ ８５）

常数项
０ ６５９∗∗∗ ０ ５８６∗∗∗ ０ ６５８∗∗∗ ０ ５５４∗∗∗ ０ ３４５∗∗∗ ０ ３０６∗∗∗

（１９９ ９９） （３１ ０１） （２０８ ９６） （２４ ４７） （１９ １０） （１２ ５１）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国家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１ ６１０ １１ ６１０ １１ ６１０ １１ ６１０ １１ ６１０ １１ ６１０
Ｒ２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５ ０ １４６ ０ １４６ ０ １９５ ０ １９５

注： 括号内为 ｔ 统计值；∗∗ ｐ ＜ ０ ０５， ∗∗∗ ｐ ＜ ０ ０１。

（二）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确保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进行了如下几方面的稳健性检验。
１ 替换因变量

本文将基于后向产业关联的增加值出口 ＤＶＡ 替换成对应的基于前向关联的增

加值出口 ＶＡＸ＿Ｆ， 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 其衡量的是一个国家

（地区） —部门的总出口能够创造多少国内增加值， 而这些增加值最终会被其他国

家 （地区） 吸收。 因为 ＶＡＸ＿Ｆ 所涉及到的间接增加值出口并不包含在其本身出口

之中 （增加值出口与总值出口的比重上限不为 １）， 本文用 ＶＡＸ＿Ｆ ／ ＳＶＡ 作为被解释

变量代入方程， ＳＶＡ 是指部门增加值。 这个指标的上限为 １， 因为一个国家（地
区）— 部门的增加值出口总是小于部门总增加值（ＳＶＡ） 。 因此， 基于前向关联的增

加值出口比率 （ ＶＡＸ＿ Ｆｓ ） 计算公式如下：

ＶＡ Ｘ＿ Ｆｓ ＝
ＶＡＸ＿ Ｆ
ＳＶＡ

＝
Ｖ
︿
ｓ∑ Ｇ

ｔ
Ｂｓｔ∑ Ｇ

ｒ≠ｓ
Ｙｔｒ

ＳＶＡ
（７）

回归结果如表 ２ 的第 （１）、 （２） 列所示， 本文发现前向和后向生产分工深化

对于增加值出口比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０ １６５ 和 ０ ４６， 并且都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为正， 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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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加大固定效应的约束力度

表 ２ 第 （３）、 （４） 列加入了年份×国家以及年份×行业固定效应的交互项， 控

制了更多不可观测的因素， 结果显示前向和后向生产分工都对 ＥＤＶＡＲ 产生了显著

的正向效应， 回归结果稳健。

表 ２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ＶＡＸ＿ Ｆｓ ＥＤＶＡＲ ２ＳＬ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Ｌｖ 　 　 ０ １６５∗∗∗ 　 　 ０ ００１９９∗∗∗

（３２１ ６４） （２ ６７）

ＰＬｙ ０ ４６０∗∗∗ 　 ０ ０５０８∗∗∗

（１６ ２８） （３ ８２）

ＰＬｖ＿ ｌａｇ 　 ０ ００３６３∗∗∗

（２ ６７）

ＰＬｙ＿ ｌａｇ 　 ０ ０４３７∗∗∗

（２ ８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国家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国家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年份＃行业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Ｎ １１ ６１０ １１ ６１０ １１ ６１０ １１ ６１０ １０ ８３６ １０ ８３６
Ｒ２ ０ ９２２ ０ ２４４ ０ ２６９ ０ ２７０ ０ ０５７ ０ ０５８

注：＃表示两个变量交互的固定效应；∗∗∗ ｐ ＜ ０ ０１。

３ 内生性处理

为了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企业有可能通过对外投资、 服务外包等形式寻求

更高的生产效率， 因此本文的核心变量也会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为了降低内生性偏

误， 本文选择 ＰＬｖ 和 ＰＬｙ 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 （２ＳＬＳ）
回归。 由于制造业的全球生产分工存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经验上的累积性， 上一年的

分工布局势必会直接影响其后一年的分工格局， 但又不会影响当年的出口增加值， 符合

工具变量的两个特征。 回归结果如表 ２ 第 （５）、 （６） 列所示， 前向分工的回归系数

（０ ００３６３） 较基准回归 （０ ００３２７） 上升的幅度为 １１％， 后向分工的回归系数 （０ ０４３７）
较基准回归 （０ ０３２４） 上升了 ３４ ９％， 这说明前向和后向生产分工程度对于 ＥＤＶＡＲ 的

影响都有比较明显的滞后效应。 因此， 排除了内生性问题后， 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三） 异质性分析

１ 行业异质性

根据行业技术密集度不同， 本文将制造业分为低技术、 中技术和高技术制造

业， 进而考察不同技术类别制造业的生产分工程度对于 ＥＤＶＡＲ 的不同影响效果。
表 ３ 第 （１）、 （３）、 （５） 列显示低、 中、 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前向生产分工程度

对于 ＥＤＶＡＲ 的影响都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为正， 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本文还发

现， 低技术行业的影响系数大于中、 高技术行业， 这可能是由于低技术行业更容易

２４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获得来自投资东道国的逆向技术溢出， 或者有更多要素结构调整的空间。 表 ３ 第

（２）、 （４）、 （６） 列结果显示， 低、 中、 高技术行业的后向参与对于 ＥＤＶＡＲ 的影响

为正， 作用方向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但低技术和高技术行业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低技术行业更易受到上游行业的技术 “俘获”， 而高技术行业在技术升

级方面会直接面临着竞争对手的竭力制衡， 后向参与 ＧＶＣ 的贸易提升效应略显不足。

表 ３　 行业技术密集度异质性分析

变量
低技术行业 中技术行业 高技术行业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Ｌｖ ０ ０５２４∗∗∗ ０ ０００７９６∗∗∗ ０ ０２７６∗∗∗

（２ ９３） （２ ７２） （３ ６３）

ＰＬｙ
０ ０２７７ ０ ０３０３∗∗∗ ０ ０３２３

（０ ６８） （３ ９６） （１ １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国家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 ８７０ ３ ８７０ ３ ２２５ ３ ２２５ ４ ５１５ ４ ５１５
Ｒ２ ０ １３６　 ０ １３４　 ０ ６８５　 ０ ６８５　 ０ １８０　 ０ １７８　

注： ∗∗∗ ｐ ＜ ０ ０１。

２ 国家 （地区） 异质性

按照世界银行 ２０１９ 年的新的划分标准①， 本文将 ＷＩＯＤ 中 ４３ 个国家 （地区） 划

分为 ２ 个中低收入经济体、 ７ 个中高收入经济体和 ３４ 个高收入经济体， 进而考察不

同收入等级经济体中生产分割程度对于 ＥＤＶＡＲ 的影响。 表 ４ 报告了回归结果， 第

（１）、 （３）、 （５） 列结果显示， 所有经济体的前向分工深化都对 ＥＤＶＡＲ 产生了正向影

表 ４　 国家 （地区） 异质性分析

变量
中低收入经济体 中高收入经济体 高收入经济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Ｌｖ ０ ０６２６∗∗∗ ０ ０６５９∗ ０ ０００６０３
（５ ９３） （１ ７５） （１ ０４）

ＰＬｙ
－０ ０７０４∗∗∗ －０ ０１２８ －０ ０７６８∗∗∗

（－２ ６４） （－０ ２０） （－５ ７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国家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５４０ ５４０ １ ８９０ １ ８９０ ９ １８０ ９ １８０
Ｒ２ ０ ７７６　 ０ ７６４　 ０ １７２　 ０ １７０　 ０ ２５３　 ０ ２５５　

注： ∗ ｐ ＜ ０ １， ∗∗∗ ｐ ＜ ０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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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中低和中高收入经济体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 高收入经济体的回归结果不显

著。 中国、 俄罗斯和巴西都属于中高收入的新兴经济体， 是参与全球生产分工体系

的主力军。 前向参与 ＧＶＣ 活动可以优化国内要素结构， 获得更多的逆向技术溢出，
显著改善了新兴经济体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利益。 第 （２）、 （４）、 （６） 列结果显示，
所有经济体的后向生产分工深化对于 ＥＤＶＡＲ 的影响都为负。 其中， 中低收入经济

体和高收入经济体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

五、 作用机制检验

实证结果显示， 不管是全样本分析还是分组异质性检验， 前向生产分工对于行

业 ＥＤＶＡＲ 的影响都显著为正； 而在国家 （地区） 异质性分组中， 后向生产分工对

于 ＥＤＶＡＲ 的影响为负， 与基准回归结果表现出相反的作用方向。 诚然， 此处印证

了假设 ２ 所提出的命题， 即在国家 （地区） 或部门后向参与 ＧＶＣ 的过程中， 可能

存在两种相反的作用力 （技术溢出正效应和技术俘获负效应）， 它们会对 ＥＤＶＡＲ
产生不同的作用方向和力度。 通过进一步的思考， 本文认为可能存在一个外部影响

因素能够调节后向生产分工深化程度对于 ＥＤＶＡＲ 的作用， 根据理论和实证部分的

阐释， 此影响因素可能跟技术水平相关， 这需要进一步检验。 本文将对前向生产分

工的要素配置效应和后向生产分工的总效应进行检验， 以考察本文的解释变量

（ＰＬｖ 和 ＰＬｙ） 对被解释变量 （ＥＤＶＡＲ） 的作用机制。 本文采用资本—劳动比率 ｌｎ
（Ｋ ／ Ｌ） 来表示行业要素配置的结构， 用技术距离 ｄｉｓｔ 来表示后向生产分工总效应

的影响变量。 参照吕越等 （２０１９） 的做法， 用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代表行业的

技术水平， 选取每个年份每个部门最大的 ＴＦＰ 作为技术前沿， 其他部门的 ＴＦＰ 与

其差值作为行业技术距离 （ｄｉｓｔ）， 表示每个部门到达世界技术前沿的距离。 而后，
将技术距离进行标准化处理， 其取值范围是 ［０， １］。

表 ５ 报告了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 第 （１） 列是前向分工的基准回归结果， 第

（２） 列是加入了前向分工与资本—劳动比率交互项的回归结果， 在前向分工的回

归系数显著为正的情况下， 交互项的系数也显著为正。 这说明在前向分工一定的情

况下， 资本—劳动要素比率提高可以促进前向分工深化对于 ＥＤＶＡＲ 的正向作用，
由此验证了假设 １。 第 （３） 列是后向分工的基准回归结果， 第 （４） 列是加入了

后向分工与技术距离交互项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后向分工和交互项的回归结果都

不显著， 说明后向分工深化对于 ＥＤＶＡＲ 并未产生显著的效应， 这可能是因为技术

距离未达到有效的门槛。 因此， 本文在原有回归的基础上加入了技术距离的二次

项， 并且与后向生产分工进行了交互。 第 （５） 列报告了回归结果， 一次交互项的

系数显著为正， 二次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后向生产分工深化对 ＥＤＶＡＲ 的

影响为 “倒 Ｕ 型” 关系。 第 （５） 列结果显示， ＰＬｙ 对 ＥＤＶＡＲ 的边际效应为 －
０ ０７１４＋０ ５２５ｄｉｓｔ－０ ８６７ｄｉｓｔ２， 可见边际效应取决于技术距离的大小。 当多项式整

体大于零时， 即 ｄｉｓｔ ∈ ０ ２， ０ ４[ ] 时 ， 后向生产分工深化对于 ＥＤＶＡＲ 的边际影

响为正， 这说明此时技术溢出效应大于技术俘获效应， 总效应为正； 而当 ｄｉｓｔ ∈
０， ０ ２[ ] 或 ｄｉｓｔ ∈ ０ ４， １[ ] 时， 后向生产分工深化对于 ＥＤＶＡＲ 的边际影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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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 这说明此时技术俘获效应占据主要地位， 总效应为负。
究其原因， 面对高技术的进入威胁时， 距离技术前沿较远的企业往往没有足够

的资金和技术实力来与之抗衡， 会倾向于被动接受其技术援助， 缺乏创新的动力；
而距离技术前沿较近的企业虽然具备了一定的实力， 但由于威胁到了 “链主” 的

地位， 往往会受到来自竞争对手的强势打压， 会在技术升级的关键环节受到掣肘。
由此可见， 无论行业技术水平与前沿技术距离较近还是较远， 都会遭受来自上游环

节强力的 “技术俘获”， 从而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率和创新效率， 引致后向生产分工

深化对于 ＥＤＶＡＲ 的总效应为负。 综上， 机制分析验证了假设 ２， 也同时验证了

Ａｇｈｉｏｎ 和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 （２００９） 及吕越等 （２０１９） 的结论。

表 ５　 机制检验

变量
ＥＤＶＡＲ ＥＤＶＡＲ

（１） （２） （３） （４） （５）

ＰＬｖ ０ ００３７９∗∗∗ ０ ００２３４∗∗∗

（５ ２６） （３ １１）

ＰＬｖ×ｌｎ （Ｋ ／ Ｌ） ０ ０００８９７∗∗∗

（６ ５５）

ＰＬｙ ０ ０４５５∗∗∗ ０ ０２１９ 　 －０ ０７１４∗∗∗

（５ ０３） （１ ３６） （－３ ９５）

ＰＬｙ×ｄｉｓｔ
０ ０５６５ ０ ５２５∗∗∗

（１ ７７） （８ ２２）

ｄｉｓｔ２
１ ８２９∗∗∗

（１５ ３４）

ＰＬｙ×ｄｉｓｔ２
－０ ８６７∗∗∗

（－１１ ７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国家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１ ６１０ １１ ６１０ １１ ６１０ １１ ６１０ １１ ６１０
Ｒ２ ０ １４６ ０ １４９ ０ １４６ ０ １４６ ０ １６４

注： ∗∗∗ ｐ ＜ ０ ０１。

六、 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 结论

第一， 基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在全样本分析中， 制造业前向生产分工深化会

对 ＥＤＶＡＲ 产生正向作用， 后向生产分工深化也会对 ＥＤＶＡＲ 产生正向作用， 并且

结果稳健。 第二， 异质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低、 中、 高技术行业的前向分工都会

对 ＥＤＶＡＲ 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其中低技术行业的影响系数最大； 后向分工也都会

对 ＥＤＶＡＲ 产生正向作用， 但低技术和高技术行业的结果却不显著； 中低收入、 中高

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的前向分工都会对 ＥＤＶＡＲ 产生正向影响， 并且中高收入经济体

的影响系数最大； 而后向分工都会对 ＥＤＶＡＲ 产生负向影响， 中高收入经济体的结果

并不显著。 第三，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 前向生产分工深化通过发挥要素配置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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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即通过提升资本—劳动比率， 能够显著提升行业 ＥＤＶＡＲ。 第四， 通过计算技术

距离， 检验后向生产分工深化对于 ＥＤＶＡＲ 的总效应， 结果表明， 当技术距离 ｄｉｓｔ∈
［０ ２， ０ ４］ 时， 后向生产分工深化对于 ＥＤＶＡＲ 的边际影响为正， 此时后向参与

ＧＶＣ 的技术溢出效应大于技术俘获效应， 总效应为正； 而当 ｄｉｓｔ∈ ［０， ０ ２］ 或 ｄｉｓｔ
∈ ［０ ４， １］ 时， 后向生产分工深化对于 ＥＤＶＡＲ 的边际影响为负， 此时后向参与

ＧＶＣ 的技术俘获效应大于技术溢出效应， 总体效应为负。
（二） 政策建议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全的制造业生产体系， 是世界领先的制成品出口国。 参与全

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是中国制造业打破 ＧＶＣ “低端锁定” 桎梏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的关键路径。 本文根据研究结果， 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 通过 “走出去” 战

略优化国内资源要素配置结构。 结合本国资源禀赋优势， 转移出去要素投入成本过

高的产业， 有意识、 有步骤地调整和优化国内要素投入结构， 进一步提升行业生产

率和创新效率， 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 鼓励中国企业到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

地区进行投资， 加大与国外的经济合作， 把中国的优势产业价值链通过 “走出去”
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 形成合理的全球经济布局；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 的签署提高了区域一体化的程度， 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会进一步降低制造成

本， 中国制造业在 ＧＶＣ 中有望获得更大的贸易红利。 第二， 通过提升自主研发能

力抵御来自 “链主” 的技术俘获。 企业在技术实力不足的初期， 应通过合作、 合

资或者订单换技术的方式融入 ＧＶＣ 生产体系， 充分享受来自价值链两端的技术溢

出， 通过 “干中学” 来积累研发的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 在发展过程中不能过度

依赖上游部门的技术支持而使自身陷入被动的状态， 要意识到自主研发的重要性，
着力构建自身的研发体系， 培育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 这样， 在接近技术前沿的关

键时刻才能具备足够的实力来对抗来自竞争对手的打压， 甚至后来者居上成为新的

“链主”， 获取价值链中更多的利益。 第三， 尽量与国际贸易惯例和规则接轨， 谋

求在 ＧＶＣ 中的定位升级。 我国企业在融入 ＧＶＣ 的进程中， 必须向国际惯例和规则

靠拢， 如在知识产权保护、 技术转让和市场竞争规则等方面与国际接轨。 一方面，
可以争取到更多的合作伙伴和同盟； 另一方面， 也可以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 有

机会发挥大国优势， 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整合者甚至是核心枢纽， 从而发挥带动和示

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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