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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利得

份额， 为此， 本文构建了融合全球价值链经济地位与技术地位的综合性测度指标， 并

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分析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演变规

律， 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已经取得了较大提升， 但国际排名仍

比较靠后， 不仅显著低于美国、 日本、 英国等发达国家， 也低于巴西和俄罗斯两个金

砖国家， 反映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 “低端锁定” 的困境仍较为严峻； 尽管中国初

级产业、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均显著提升， 并表现出明显的 “追

赶” 趋势， 但各行业的国际排名均较为落后， 其中， 服务业的落后程度最大， 制造

业中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落后程度最大； 技术地位效应是推动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提升的主导因素， 经济地位效应是次要因素， 增加值结构效应则产生了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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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全球贸易投资环境的改善， 以及信息通讯和交通运输技

术的革新， 促成了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全球生产链革命 （王直等，
２０１５） ［１］。 在这一分工体系下， 产品的生产过程被切割为精细化的模块， 各国 （地
区） 根据自身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结构， 主动或被动地承担不同模块的生产任务，
从而形成不同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其中， 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上的领先优势和多

样化的中间产品， 主要参与高附加值的创新、 设计环节以及一部分高端制造业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２０） ［２］； 而发展中国家在高级要素相对不足的情况下， 只能被迫参

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低端环节， 并容易陷入 “低端锁定” 的发展

困境 （Ｓｃｈｍｉｔｚ， ２００４［３］； 刘维林， ２０２１［４］）。 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很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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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影响着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利得份额， 因此， 随着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 各国在

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全球价值链的大背景下， 中国依托自身要素低成本优势， 积极融入发达国家

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和经济实力的整体提升。
然而， 由于受限于产业基础薄弱、 核心技术缺失等短板， 也未能摆脱被 “低端锁

定” 的命运 （吕越等， ２０１８） ［５］。 当前， 中国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

货物贸易国， 要素禀赋结构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巨大的经济体量和要素禀赋变化迫

切要求中国加快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 构建自己引领的全球价值链

（洪俊杰和商辉， ２０１９） ［６］。 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明确提出 “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

球价值链中高端” 的要求。 而且， 近年来的全球经济大变局为中国攀升全球价值

链中高端带来了机遇， 自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全球经济正在经历着深

刻变化和调整， 中美贸易战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助长了逆全球化力量， 并对以前的

分工体系和利益格局产生了巨大冲击， 从而使得全球价值链的时空版图陷入深度调

整和重组 （汤铎铎等， ２０２０） ［７］。 不可否认的是， 通过国际分工合作实现经济增长

仍是重要且可行的发展方向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２０）。 在此背景下， 全面合理评估中

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 厘清演变规律， 挖掘驱动因素， 将是中国快速迈向

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基本前提和必要基础。
纵观现有文献， 已有学者对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了有益探讨。 按照

研究主题与衡量指标的不同主要分为三类： 其一， 考察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经济

地位。 常用的指标是 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０） ［８］提出的 ＧＶＣ 地位指数， 例如， 戴翔和李

洲 （２０１７） ［９］研究发现， 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经济地位较高， 但技术密集型行业提

升较快； 盛斌和景光正 （２０１９） ［１０］考察了金融结构对中国经济地位变化的具体影响；
郑玉 （２０２０） ［１１］研究指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产业的经济地位总体在上升， 且低、 中

技术制造业行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趋势明显。 其二， 探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技术

地位。 主要的衡量指标有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１２］和出口技

术含量指数 （倪红福， ２０１７） ［１３］。 例如， 黄先海等 （２０１０） ［１４］研究发现， 中国金属制

品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较高， 但提升速度缓慢， 且与高复杂度经济体相比仍有一定

差距； 赵玉林和谷军健 （２０１８） ［１５］基于出口增加值数据的研究表明， 中国制造业整体

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低于美国、 日本、 德国等发达国家， 且高技术产业的出口技术复杂

度高于日本和德国， 但低于美国； 倪红福 （２０１７）、 郑玉 （２０２０） 测算了中国出口的

技术含量， 结果显示， 中国出口的技术含量显著低于美国、 日本、 韩国、 德国等发达

国家。 其三， 分析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物理地位。 较具代表性的指标包括上游度指

数 （Ａｎｔｒà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１６］和 ＧＶＣ 位置指数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１７］。 例如， 苏庆义

和高凌云 （２０１５） ［１８］测算了中国的出口上游度， 发现中国的出口上游度较高， 亟需向

下游环节扩展；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７）、 张会清和翟孝强 （２０１８） ［１９］测算了中国的 ＧＶＣ 位

置指数， 并得出中国处在全球价值链相对上游位置的结论。
上述研究为理解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供了经验证据， 但却只能揭示全

球价值链在某一方面的分工地位特征， 缺乏综合的测度与评估。 目前， 少数学者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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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注意到这一问题， 并尝试构建了同时包含增加值属性 （国内增加值率） 和产品

属性 （出口技术复杂度） 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新指标 （苏庆义， ２０１６） ［２０］。 但

需要指出的是： 一方面， 国内增加值率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国的贸易利得， 却

不能体现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获益能力 （郑玉， ２０２０）； 另一方面， 由于出口

技术复杂度并不能解构出口技术含量的国内外来源构成， 所以无法体现一国参与全

球价值链分工的技术自主能力， 而且， 在全球价值链生产日益碎片化的背景下， 出

口技术复杂度指标的缺陷愈发明显 （倪红福， ２０１７）。 因此， 苏庆义 （２０１６） 构造

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新指标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基于上述考量， 本文立足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增加值创造能力和技术自主能力双

重维度， 构建了全面反映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综合性测度指标， 并利用世界投入

产出数据库， 系统分析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中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演变规律。 需

要说明的是， 本文构建的综合测度指标并未纳入全球价值链物理地位的内涵， 这是

因为： “位置” 的高低仅能从侧面体现一国产业所处的 “地位”， 但却难以等价于

后者， 更为重要的是， 一国产业处于上游度高的 “位置” 并不一定意味着其在全

球价值链中拥有较强的竞争力和主导权 （刘维林， ２０２１）。 此外， “位置” 测度方

法本身会产生悖论， 即距离生产端较近的国家产业， 往往距离消费端很远， 而世界

平均上游度和下游度随时间上升的现象掩盖了国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位置”
变动 （Ａｎｔｒàｓ ａｎｄ Ｃｈｏｒ， ２０１８） ［２１］。

本文的贡献与创新之处如下： 第一， 在贸易增加值分析框架下， 提出了融合经

济地位与技术地位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新测度方法， 不仅丰富了现有关于全球价

值链分工地位的度量指标， 而且可以避免采用单一指标造成的测度偏误； 第二， 从

国家整体和分行业层面考察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演变规律， 从而对中国全球

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基本特征形成多方位和综合性认识； 第三， 采用因素分解方法，
探究造成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化， 以及与代表性经济体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差距的内在原因， 为有效推进中国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提供理论依据。

一、 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的构建

一个全面合理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应该同时考虑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

中的增加值创造能力与技术自主能力。 本文构建的综合测度指标如下。
１ 测度全球价值链经济地位

Ｋｏｏｐｍａｎ （２０１０） 在贸易增加值分析框架下提出的 ＧＶＣ 地位指数被广泛用于

分析一国的全球价值链经济地位， 该指标通过测度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作为中间品

进口方与作为中间品出口方的相对重要性， 来表征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增加值

创造能力。 本文采用该指标进行测度，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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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ＥＰｋ
ｍ 为 ｍ 国 ｋ 行业的经济地位指数； ＩＶｋ

ｍ 为 ｍ 国 ｋ 行业的间接增加值出

口； ＦＶｋ
ｍ 为 ｍ国 ｋ 行业出口中包含的国外增加值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２２］； ＥＸｋ

ｍ 为 ｍ
国 ｋ 行业的出口总额。 显然， ＥＰｋ

ｍ ＞ ０ 表明 ｍ 国 ｋ 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相

对上游环节， 反映了其增加值创造能力较强； ＥＰｋ
ｍ ＜ ０ 表明 ｍ 国 ｋ 行业在全球价值

链分工中处于相对下游环节， 反映了其增加值创造能力较弱； 而且， ＥＰｋ
ｍ 越大， 表

明 ｍ 国 ｋ 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增加值创造能力越强 （戴翔和李洲， ２０１７），
即其全球价值链经济地位越高。

２ 测度全球价值链技术地位

在全球生产体系中， 技术能力已经成为决定一国能否顺利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

端， 进而主导和控制整个价值链的重要因素 （Ｂｉｅｓｅｂｒｏｅｃｋ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４［２３］； 郑

江淮和郑玉， ２０２０［２４］）。 本文将一国的技术自主能力定义为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国内

技术含量与国外技术含量的相对值①， 并借鉴 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０） 的指标构建思

路， 将全球价值链技术地位指数表示为如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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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ＴＰｋ
ｍ 为 ｍ 国 ｋ 行业的技术地位指数； ＤＴＣｋ

ｍ 为 ｍ 国 ｋ 行业的国内技术含

量； ＦＴＣｋ
ｍ 为 ｍ 国 ｋ 行业的国外技术含量； ＴＴＣｋ

ｍ 为 ｍ 国 ｋ 行业的全部技术含量。 显

然， ＴＰｋ
ｍ ＞ ０ 表明 ｍ 国 ｋ 行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国内技术含量多于国外技术含量，

即其对国外技术的依赖程度较低， 反映了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技术自主能力较

强； ＴＰｋ
ｍ ＜ ０ 表明 ｍ 国 ｋ 行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国内技术含量少于国外技术含量，

即其对国外技术的依赖程度较高， 反映了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技术自主能力较

弱； 而且， ＴＰｋ
ｍ 越大， 表明 ｍ 国 ｋ 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技术自主能力越强，

即其全球价值链技术地位越高。
３ 合成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

在构造出全球价值链经济地位指数和技术地位指数之后， 可以将 ｍ国 ｋ行业的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表示为如下形式：
ＧＶＣ＿ ｓｔａｔｕｓｋｍ ＝ ＥＰｋ

ｍ × ＴＰｋ
ｍ （３）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 ＥＰｋ
ｍ 与 ＴＰｋ

ｍ 的取值范围均包含正数值和负数值， 为了避

免符号交叉造成乘积结果混乱等问题， 在合成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之前， 先采

用规范化方法 （Ｍａｘ－Ｍｉｎ 法） 对 ＥＰｋ
ｍ 与 ＴＰｋ

ｍ 进行标准化处理。
进一步， 在增加值核算框架下， 本文将行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加

总到国家层面， 具体形式如下：

ＧＶＣ＿ ｓｔａｔｕｓｍ ＝ ∑
Ｓ

ｋ ＝ １

ＶＡＸｋ
ｍ

∑ Ｓ

ｋ ＝ １
ＶＡＸｋ

ｍ

× ＥＰｋ
ｍ × ＴＰｋ

ｍ ＝ ∑
Ｓ

ｋ ＝ １
ＲＡｋ

ｍ × ＥＰｋ
ｍ × ＴＰｋ

ｍ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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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化的因素分解

由公式 （４） 可知， 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是由其出口增加值结构、 经济

地位和技术地位共同决定的。 为了进一步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化背后的驱动

因素， 厘定不同国家间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差异的具体来源， 本文提出了一个因素

分解方法进行研究。 具体分解公式如下：

对于公式 （５） 而言： 一方面， 如果令 ｉ ＝ ｔ － １ 和 ｊ ＝ ｔ分别代表基期和末期， 则

该式可以用于分析一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化背后的驱动因素。 其中， 增加值结

构效应反映的是，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由一国出口增加值结构变化引致的全

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动； 经济地位效应反映的是，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由一

国各行业经济地位 （即增加值创造能力） 变化引致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动；
技术地位效应反映的是，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由一国各行业技术地位 （即
技术自主能力） 变化引致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动。 另一方面， 如果令 ｉ ＝ ｍ和 ｊ
＝ ｎ 分别代表目标国和对照国， 则该式可以用于厘定不同国家间全球价值链分工地

位差异的具体来源。 其中， 增加值结构效应反映的是，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目标国与对照国出口增加值结构差异造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差距； 经济地位效

应反映的是，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目标国与对照国各行业经济地位 （即增

加值创造能力） 差异造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差距； 技术地位效应反映的是，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目标国与对照国各行业技术地位 （即技术自主能力）
差异造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差距。

（三） 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ｐｕｔ －Ｏｕｔｐｕ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ＷＩＯＤ）， 具体包括 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世界投入产出表 （ＷＩＯＴｓ） 和各国

（地区） 分行业就业数据。 其中， ＷＩＯＴｓ 涵盖了 ４３ 个国家 （地区） 以及 ＲＯＷ 地区

５６ 个行业的投入产出数据； 相应的， ＷＩＯＤ 社会核算账户 （Ｓｏｃｉ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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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了 ４３ 个国家 （地区） ５６ 个行业的就业数据。 为了从行业视角展开分析， 本文借

鉴郑玉 （２０２０） 的做法， 将剔除机械设备修理与安装业 （Ｃ３３）， 电、 煤气、 蒸汽和

空调的供应 （Ｄ３５）， 集水、 水处理与水供应 （Ｅ３６）， 污水处理、 废物管理和补救活

动 （Ｅ３７－３９）， 建筑业 （Ｆ） 之后的 ５１ 个行业划分为初级产业、 制造业和服务业①。

二、 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度与分析

（一） 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总体特征

图 １ 展示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及其变化趋势。 结果显

示， 考察期内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呈现总体上升趋势， 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０ ０５１７ 上升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０ ０７３３， 十四年间增长了 ４１ ７８ 个百分点。 这说明，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显著提升。 从时间来看， 中国的全

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化可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 中国的全球

价值链分工地位总体下滑。 其中的原因可能是： 一方面， 由于中国企业缺乏核心技

术优势， 导致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方式以俘获型为主， 在发达国家国际大购买

商与跨国公司的双重阻击和控制下， 本土企业难以通过产业升级来提升其分工地位

（刘志彪和张杰， ２００７） ［２５］； 另一方面， 加入 ＷＴＯ 之后， 中国实施的一系列开放

措施与优惠政策推动了加工贸易的繁荣， 并导致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模式形成

了路径依赖， 进而限制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第二阶段为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９ 年， 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快速上升。 这主要是因为， 对外开放给中国

经济发展带来的 “阵痛” 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国内产业的转型升级， 从而缓解了本

土企业对国外的过度依赖， 最终使得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显著提升 （王岚

和李宏艳， ２０１５） ［２６］。 第三阶段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中国

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陷入短暂的停滞状态。 第四阶段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 中国的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迅速提升。 这一时期， 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主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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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及其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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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于 “促进加工贸易向产业链高端发展” 政策的引导， 以及服务业竞争力的提升，
而且， 服务业竞争力的提升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上升提供了有力支持

（张会清和翟孝强， ２０１８）。
表 １ 呈现了中国与代表性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及排名变化。 在分区域

层面上， Ｇ７ 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的均值明显大于金砖国家， 且 Ｇ７ 国家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排名总体上也高于金砖国家。 这说明， 以 Ｇ７ 国家为代表的

传统发达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仍占据主导地位。 当然， 也需注意到， Ｇ７ 国

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的均值在样本期内经历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下降了

１ ５１ 个百分点； 相反， 金砖国家则经历了较大程度的上升， 上升了 ２９ ４４ 个百分

点。 这表明， 传统发达经济体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支配地位已经有所下降， 而以金

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控制力则显著提升。

表 １　 中国与代表性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及排名变化

经济体
分工地位指数 排名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 增长率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 变化量

金砖

国家

中国 ０ ０５１７ ０ ０７３３ ４１ ７８％ ３９ ３０ ９

巴西 ０ ０８２７ ０ ０９６２ １６ ３２％ １５ ９ ６

印度 ０ ０５４４ ０ ０６２０ １３ ９７％ ３６ ３７ －１

俄罗斯 ０ ０８６３ ０ １２４６ ４４ ３８％ １４ ５ ９

均值 ０ ０６８８ ０ ０８９０ ２９ ４４％ — — —

Ｇ７
国家

加拿大 ０ ０７８１ ０ ０９２７ １８ ６９％ ２３ １３ １０

德国 ０ ０８８５ ０ ０８７２ －１ ４７％ １０ １７ －７

法国 ０ ０８６８ ０ ０８９８ ３ ４６％ １１ １６ －５

英国 ０ ０９５２ ０ ０９７４ ２ ３１％ ８ ８ ０

意大利 ０ ０９６８ ０ ０９３１ －３ ８２％ ７ １２ －５

日本 ０ １３２３ ０ １０２３ －２２ ６８％ ２ ６ －４

美国 ０ １２４２ ０ １２８８ ３ ７０％ ４ ３ １

均值 ０ １００３ ０ ０９８８ －１ ５１％ — — —

在具体经济体层面上， 不同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及变化情况差异较大。
首先， 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及排名的比较来看， 美国、 日本、 英国的全球价

值链分工地位指数较高， 且国际排名处于前十的位置， 巴西和俄罗斯的全球价值链

分工地位在 ２０１４ 年也挤进了前十的位置； 相比之下， 中国和印度的全球价值链分

工地位指数较低， 排在三十名之后的位置。 苏庆义 （２０１６） 基于其构建的全球价

值链分工地位新指标的测算结果也表明， 俄罗斯和巴西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领先

于中国和印度。 其中的原因可能是： 一方面， 巴西是服务业大国， 服务业在其国民

经济中的比重接近 ７０％ （李金华， ２０２０） ［２７］， 由于服务业的技术含量与增加值较

高， 所以巴西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较高， 而俄罗斯工业发达， 在核工业、 航天业

以及火箭、 钢铁电子及软件开发等领域具有技术领先优势 （李金华， ２０２０）， 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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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其作为资源出口型国家， 使得国内制造业生产活动对国外进口资源的依赖程度较

低 （戴翔和李洲， ２０１７）， 因此俄罗斯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也较高； 另一方面，
中国主要凭借劳动力和土地等低成本优势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承担的是生产过程

中的加工组装环节， 从而使得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增加值创造能力和技术自主能力

低于俄罗斯和巴西 （周升起等， ２０１４［２８］； 乔小勇等， ２０１７［２９］ ）。 其次， 从全球价

值链分工地位指数及排名的变化趋势来看， 中国与俄罗斯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

数增长最快， 增长率均超过 ４０％， 且各自排名位置的提升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均提

升了 ９ 个顺位， 仅落后于加拿大 １０ 个顺位的提升； 而 Ｇ７ 国家中的德国、 意大利和日

本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及排名则出现下降。 此外， 印度和法国的全球价值链分

工地位指数虽然有所提升， 但国际排名均出现下降。
上述分析表明， 尽管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经历了显著提升， 但仍未摆脱

“低端锁定” 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加入 ＷＴＯ 之后， 中国通过加入全球

价值链分工体系， 依托国际经济大循环实现了贸易和经济的快速增长。 然而， 需要

警醒的是， 依靠国际经济大循环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

的现实。 历史经验表明， 依托国内经济循环体系的发展模式才是一国实现经济赶超

的有效途径 （朱廷珺和林薛栋， ２０１４） ［３０］， 而且， 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会进一

步提升该国的国际竞争优势 （Ｃｏｓｔｉｎｏ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３１］。 当前， 中国已经成长为真

正意义上的大国经济体， 国内超大的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为其立足国内经济循

环体系发展经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丁晓强等， ２０２１） ［３２］。 因此， 中国应该切实利

用好这一优势， 通过推动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加强对关键设备与核心领域的技

术攻关等措施， 尽快完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建设， 以此来助力实现攀升全球价值链

中高端的战略目标。
（二） 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行业特征

表 ２ 报告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各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及其与领先国家

的差距。 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来看， ２０００ 年中国初级产业、 制造业和服务

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分别为 ０ ０６７２、 ０ ０４７８ 和 ０ ０６２３， 比领先国家分别

低了 ０ １３７８、 ０ ０８１１ 和 ０ ０８３４； 到 ２０１４ 年中国三个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

数分别增长至 ０ ０８３５、 ０ ０６９６ 和 ０ ０８９４， 与领先国家的差距随之缩小到 ０ ０９４０、
０ ０４４４ 和 ０ ０５５８。 这说明， 中国各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均呈现增长趋势，
并不断缩小与领先国家之间的差距， 初级产业和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明显

高于制造业。 其中的原因可能是： 一方面， 由于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

系的程度高于初级产业和服务业， 且制造业主要承担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加工组装

环节， 从而导致其经济地位要低于初级产业和服务业； 另一方面， 由于中国制造业

的国内技术含量占比明显低于初级产业和服务业 （倪红福， ２０１７）， 从而使得制造

业的技术地位也低于初级产业和服务业， 正是这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才使得中国

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低于初级产业和服务业。 此外， 中国初级产业的全球

价值链分工地位与领先国家的差距最大， 其次是服务业， 制造业差距最小， 表明中

国初级产业和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 ２０１４ 年中国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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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位反超初级产业， 则反映出中国服务业的综合实力已经有所提升。

表 ２　 中国各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及排名变化

行业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４ 年 增长率 ／ 位次变化

中国
与领先国
家的差距

中国
与领先国
家的差距

中国
与领先国
家的差距

分工
地位
指数

初级产业 ０ ０６７２ ０ １３７８ ０ ０８３５ ０ ０９４０ ２４ ２６％ －３１ ７９％

制造业 ０ ０４７８ ０ ０８１１ ０ ０６９６ ０ ０４４４ ４５ ６１％ －４５ ２５％

服务业 ０ ０６２３ ０ ０８３４ ０ ０８９４ ０ ０５５８ ４３ ５０％ －３３ ０９％

排名

初级产业 ３５ ３４ ２１ ２０ １４ －１４

制造业 ３５ ３４ ２３ ２２ １２ －１２

服务业 ４１ ４０ ２９ ２８ １２ －１２
注： 领先国家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及排名最高的国家， ２０００ 年初级产业、 制造业、 服务业的领先国家分别
为挪威、 日本、 日本； ２０１４ 年三个行业的领先国家分别为挪威、 英国、 美国； 与领先国家差距 ＝领先国家－
中国； 下表同。

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排名来看， ２０００ 年中国初级产业、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分别排在第 ３５、 ３５ 和 ４１ 位， 比领先国家分别低了 ３４、 ３４ 和 ４０
个顺位； 到 ２０１４ 年中国三个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排名分别跃升至第 ２１、 ２３ 和

２９ 位， 与领先国家的差距随之缩小到 ２０、 ２２ 和 ２８ 个顺位。 此外， 初级产业和制造业

的排名总体上要领先于服务业， 这再次印证了中国各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显著

提升， 并不断向领先国家追赶的论断。 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 中国各行业的全球价值

链分工地位排名依然比较靠后， 尤其是服务业的排名明显落后， 表明有效提升中国各

行业， 尤其是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任务依然比较艰巨。
考虑到中国主要是依靠国内要素低成本优势， 以加工贸易的方式融入全球价值

链分工体系， 这种 “两头在外” 的分工参与模式导致中国制造业被俘获在全球价

值链的低端环节。 为此， 本文接下来具体分析中国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

分工地位及其演变规律。 由表 ３ 可知， 从大类行业来看， 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 资

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及排名均取得了较大程度的

提升 （十四年里， 三个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分别提高了 ５２ ２９％、
３５ ０２％和 ５１ ９５％， 各自的国际排名则分别提升了 １３、 １７ 和 １３ 个顺位）。 而且，
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排名及其与领先国家的差距均优于劳动密

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 由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增加值创造

能力要强于劳动密集型行业， 且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性强于劳动要

素。 因此， 如果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具有较强的 “主动性”， 则其资本密集型

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应该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 然而， 当

前中国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明显低于劳动密集型行业， 且排名较

为靠后的情况， 体现了中国在技术上缺乏核心竞争优势的现实， 这在一定程度上凸

显了未来中国由 “制造大国” 向 “制造强国” 转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此外， 由

具体细分行业的结果可以看出， 尽管中国在某些关键领域 （如计算机、 电子及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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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产品制造业） 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但已经表现出强劲的 “追赶” 势头， 这

为中国逐步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创造了有利条件。

表 ３　 ２０１４ 年中国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排名及变化

细分行业

分工地位指数 排名

中国
与领先国
家的差距

增长率 中国
与领先国
家的差距

位次变化

Ｃ１３－Ｃ１５ ０ ０７２９ ０ ０５５９ ５６ ８７％ １１ １０ ２４

Ｃ１６ ０ ０７４９ ０ ０５３５ ３７ ２２％ ２２ ２１ １３

Ｃ３１－Ｃ３２ ０ ０７３５ ０ ０４４６ ４１ ７２％ １８ １７ １４

劳动密集型行业 ０ ０７３１ ０ ０４７８ ５２ ２９％ ２３ ２２ １３

Ｃ１０－Ｃ１２ ０ ０８１８ ０ ０３６７ ３４ ２５％ １３ １２ １８

Ｃ１７ ０ ０７２０ ０ ０４３８ ３１ ８９％ ２１ ２０ １２

Ｃ１８ ０ ０７４１ ０ ０５００ ３１ ７５％ ２３ ２２ １０

Ｃ１９ ０ ０７４２ ０ ０６１４ １４ ９６％ １４ １３ ４

Ｃ２２ ０ ０６９７ ０ ０４４３ ４８ ２１％ １８ １７ １６

Ｃ２３ ０ ０７４２ ０ ０４７１ ３５ ００％ １９ １８ １５

Ｃ２４ ０ ０７６３ ０ ０４６２ ２８ ４５％ １６ １５ ９

Ｃ２５ ０ ０７３０ ０ ０４０５ ４３ ５４％ ２０ １９ １１

资本密集型行业 ０ ０７４８ ０ ０４４８ ３５ ０２％ １６ １５ １７

Ｃ２０ ０ ０７５６ ０ ０５４６ ３９ ４４％ １４ １３ ２１

Ｃ２１ ０ ０８１８ ０ ０３９６ ３１ １１％ １９ １８ １３

Ｃ２６ ０ ０５９４ ０ ０７８９ ６２ ４８％ ２５ ２４ １２

Ｃ２７ ０ ０６７９ ０ ０４３６ ４４ ０２％ ２０ １９ １２

Ｃ２８ ０ ０７０６ ０ ０４７４ ３８ ４６％ １９ １８ １２

Ｃ２９ ０ ０７７８ ０ ０４３４ ４４ １７％ １０ ９ １６

Ｃ３０ ０ ０７０６ ０ ０４０７ ４６ ５８％ １６ １５ １７

技术密集型行业 ０ ０６６４ ０ ０５１３ ５１ ９５％ ２３ ２２ １３
注： 细分行业的符号与 ＷＩＯＴｓ 一致； 增长率指各细分行业在 ２０１４ 年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相对于 ２０００ 年的
增长率； 位次变化指各细分行业在 ２０１４ 年的排名位次相对于 ２０００ 年的变化； 限于篇幅， 各细分行业对应的
领先国家未列出， 备索。

三、 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因素分解

前文分别从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剖析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演变特征，
并与代表性经济体进行了对比分析。 本文进一步考察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化

的驱动因素， 并探究中国与代表性经济体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差异来源情况， 进

而提出推动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合理路径。
（一） 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化的驱动因素

表 ４ 展示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化的驱动因素。 总体

来看，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了 ０ ０２６１。 其中， 增加值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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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效应、 经济地位效应和技术地位效应的贡献量分别为 －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０８ 和

０ ０２６５， 相应的贡献率分别为－４ ６９％、 ３ ０６％和 １０１ ６３％。 这表明， 在整个样本

期间， 技术地位提升是推动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上升的主导因素， 经济地位提

升是次要因素， 而出口增加值结构变化抑制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技

术地位成为主导因素的原因可能是： 一方面，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中国本土企业积

极 “引进—消化—吸收” 其他经济体的先进技术， 并通过 “再创新” 的方式不断

提升国内技术水平①， 这种 “干中学” 效应提高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
另一方面， 中国的科技教育事业取得飞速发展， 而且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下， 中

国的劳动生产率 （即国内技术能力） 大幅提升 （倪红福， ２０１７）。

表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化的驱动因素

时期
全球价值链分

工地位变化

增加值结构效应 经济地位效应 技术地位效应

贡献量 贡献率 贡献量 贡献率 贡献量 贡献率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００１ 　 ３ ３６％ ０ ０００１ ３ ０８％ ０ ００３４ 　 ９３ ５６％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０ ４ ２４％ －０ ０００２ ２７ ４９％ －０ ０００５ ６８ ２７％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０ 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０８ １３ ９９％ －０ ０００５ ８ ８０％ －０ ００４２ ７７ ２１％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００４ １０ １６％ －０ ０００３ ７ ９８％ －０ ００３２ ８１ ８６％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５ －１１１ １２％ ０ ００００ ４ ９１％ ０ ０００９ ２０６ ２２％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０１ －２ ５９％ ０ ０００１ ４ ８８％ ０ ００２５ ９７ ７２％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００４ １１ １１％ －０ ０００１ －２ ０６％ ０ ００２９ ９０ ９６％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０ ００３１ ０ ０００５ １６ ８３％ ０ ０００３ ８ ８３％ ０ ００２３ ７４ ３４％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０２ －２ ５４％ ０ ０００４ ６ ２１％ ０ ００６８ ９６ ３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１ １６ ８７％ －０ ０００２ ３０ ４７％ －０ ０００４ ５２ ６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４ １９８ １３％ ０ ０００２ ７１ ００％ －０ ０００４ －１６９ １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００１ １ ９６％ ０ ０００１ ２ ９８％ ０ ００４６ ９５ ０６％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０４ －１９ ４４％ ０ ０００２ ７ ６４％ ０ ００２２ １１１ ８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００１ －１ ３６％ ０ ０００５ ９ ８２％ ０ ００４８ ９１ ５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０ ０２６１ －０ ００１２ －４ ６９％ ０ ０００８ ３ ０６％ ０ ０２６５ １０１ ６３％

本文进一步将样本时期细分之后发现： 第一， 在各细分时期中， 增加值结构效

应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变化方向具有一定差异， 且其影响程度相对较小，
反映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进程比较缓慢。 从时间来看， 增加值结构效应呈现波动

变化趋势， 且 ２０１２ 年之后始终为负， 说明中国的出口增加值结构具有一定的不合

理性。 第二， 在各细分时期中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年除外）， 经济地位效应与中国全球价

值链分工地位的变化方向一致， 但其影响程度不大， 反映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增加值创造能力较弱。 从时间来看， 经济地位效应也呈现波动变化趋势， 且 ２０１０
年之后始终为正并呈现总体增长趋势， 表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增加值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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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并涌现出一批自主品牌 （倪红福， ２０１７）。



正在增强。 此外， 对比结构效应和经济地位效应可知， ２００８ 年之前， 增加值结构

效应的影响程度总体上大于经济地位效应， 但 ２００８ 年之后， 这一对比关系发生逆

转， 即经济地位效应的影响程度明显大于增加值结构效应， 这可能反映了国际金融

危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方式， 从而导致其全球价值链分

工地位变化的驱动力量发生转变。 第三， 在各细分时期中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除外），
技术地位效应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变化方向一致， 且在三种效应中影响程

度最大， 这进一步证实了技术地位变化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动的主导作

用。 从时间来看， 技术地位效应同样呈现波动变化趋势， 且 ２０１１ 年之后显著为正

并呈现总体增长趋势， 表明中国的技术自主能力正在快速提升。
（二） 中国与代表性经济体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差异来源

表 ５ 显示了中国与代表性经济体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差异来源情况。 首先，
在出口增加值结构方面， 中国与金砖国家和 Ｇ７ 国家之间增加值结构效应的平均贡

献量分别为－０ ０１６９ 和－０ ００５１， 各自的贡献率分别为 ８０ ８９％和 １９ ９９％。 这说明，
中国的出口增加值结构仍比较落后， 且对金砖国家的平均落后程度要大于对 Ｇ７ 国

家的平均落后程度。 此外， 总体来看， 增加值结构效应是造成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

地位落后于金砖国家的主要来源。 从具体经济体来看， 中国的出口增加值结构效应

与各代表性经济体之间均存在一定差距， 其中， 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增加值结构效应的

差距最大 （贡献量为－０ ０３４０）， 与意大利之间的差距最小 （贡献量为－０ ００１８）。 进

一步结合表 ４ 的结果，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在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过程中，
增加值结构效应的作用较小甚至为负。 因此， 未来中国应该尽快扭转自身的出口结

构惯性， 重塑出口竞争优势， 通过优化出口结构来提升自身的全球价值链分工

地位。

表 ５　 ２０１４ 年中国与代表性经济体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差异来源

经济体
全球价值链分

工地位差距

增加值结构效应 经济地位效应 技术地位效应

贡献量 贡献率 贡献量 贡献率 贡献量 贡献率

金砖

国家

中国－巴西 －０ ０２２９ －０ ０１１２ ４８ ７５％ －０ ００２３ １０ １５％ －０ ０１０１ ４４ １２％

中国－印度 ０ ０１１３ －０ ００５６ －４９ ５１％ －０ ００１６ －１３ ７５％ ０ ０１８５ １６３ ２６％

中国－俄罗斯 －０ ０５１２ －０ ０３４０ ６６ ４０％ ０ ００２６ －５ ０９％ －０ ０１９８ ３８ ７０％

均值 －０ ０２０９ －０ ０１６９ ８０ ８９％ －０ ０００４ ２ ０７％ －０ ００３８ １８ １５％

Ｇ７
国家

中国－加拿大 －０ ０１９４ －０ ０１１９ ６１ ２８％ ０ ００３２ －１６ ４３％ －０ ０１０７ ５５ １５％

中国－德国 －０ ０１３９ －０ ００２１ １４ ７８％ ０ ０００１ －０ ８１％ －０ ０１１９ ８６ ０３％

中国－法国 －０ ０１６４ －０ ００５９ ３５ ７８％ ０ ０００３ －１ ９０％ －０ ０１０９ ６６ １２％

中国－英国 －０ ０２４１ －０ ００７６ ３１ ７２％ －０ ００３９ １６ ３２％ －０ ０１２５ ５１ ９５％

中国－意大利 －０ ０１９８ －０ ００１８ ９ ２５％ －０ ０００２ ０ ８３％ －０ ０１７８ ８９ ９２％

中国－日本 －０ ０２９０ －０ ００２３ ７ ８１％ ０ ０００７ －２ ４８％ －０ ０２７５ ９４ ６７％

中国－美国 －０ ０５５５ －０ ００４０ ７ ２５％ －０ ００５６ １０ ００％ －０ ０４５９ ８２ ７５％

均值 －０ ０２５４ －０ ００５１ １９ ９９％ －０ ０００８ ３ ０３％ －０ ０１９６ ７７ ０４％

注：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差距＝中国－代表性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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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在经济地位方面， 中国与金砖国家和 Ｇ７ 国家之间经济地位效应的平均

贡献量分别为－０ ０００４、 和－０ ０００８， 各自的贡献率分别为 ２ ０７％和 ３ ０３％。 这说

明， 中国的经济地位微弱地落后于金砖国家和 Ｇ７ 国家， 且对 Ｇ７ 国家的平均落后

程度更大。 此外， 总体来看， 经济地位效应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落后的作用

并不明显。 这意味着，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竞争优势。 从具

体经济体来看， 中国的经济地位仍落后于巴西、 印度、 英国、 意大利和美国， 且与美

国的差距最大 （贡献量为－０ ００５６）。 进一步结合表 ４ 的结果，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中国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过程中， 经济地位效应的作用并不明显。 因此， 未来中国

仍要强化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经济地位， 努力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最后， 在技术地位方面， 中国与金砖国家和 Ｇ７ 国家之间技术地位效应的平均

贡献量分别为－０ ００３８ 和－０ ０１９６， 各自的贡献率分别为 １８ １５％和 ７７ ０４％。 这说

明， 中国的技术地位仍落后于金砖国家和 Ｇ７ 国家， 其中与 Ｇ７ 国家之间的差距最

大， 而且， 技术地位效应是导致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落后的重要来源， 也是导

致中国落后于 Ｇ７ 国家的主要来源。 究其原因：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过程

中， 在总部经济活动 （如管理和研发） 方面具有显著的比较劣势， 其管理和研发

功能专业化水平几乎被锁定在世界最低端层次 （王振国等， ２０２０） ［３３］， 从而导致其

技术地位较为落后。 从具体经济体来看， 中国的技术地位仅领先于印度， 且与其他

代表性经济体相比， 中国与美国的技术地位差距最大 （贡献量为－０ ０４５９）。 与倪

红福 （２０１７） 和王振国等 （２０２０） 的研究结论相似， 上述分析结果进一步驳斥了

国际上甚嚣尘上的 “中国技术威胁论”。 同时， 这也意味着未来中国提升参与全球

价值链竞争的核心技术优势依然任重而道远。
综上所述， 未来中国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合理路径应该是： 在进一步强

化全球价值链经济地位的基础上， 着重推进出口结构优化和国内技术升级， 以此来扭

转出口增加值结构和技术地位落后的局面， 形成多元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贸易增加值分析框架下， 构建了一个融合全球价值链经济地位和技术地

位的综合性测度指标， 并提出了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化及探究国家间全球价

值链分工地位差异来源的因素分解方法。 随后， 本文利用 ＷＩＯＤ 发布的世界投入产

出数据和各国 （地区） 就业数据， 对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演变

规律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 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总体上呈现快速上

升趋势， 但国际排名仍处在三十名之后的位置， 而且无论是与美国、 日本、 英国等发

达国家相比， 还是与巴西和俄罗斯两个金砖国家相比均明显落后， 这反映出中国仍面

临在全球价值链中被 “低端锁定” 的困境。 第二， 中国初级产业、 制造业和服务业

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均显著提升， 且对领先国家的 “追赶” 势头明显， 但从国际

排名来看， 各行业尤其是服务业排名的落后程度较大。 中国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全球

价值链分工地位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但技术密集型行业明显低于劳动密集型行

业， 且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国际排名较低， 表明中国在技术上缺乏核心竞争优势。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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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因素分解结果显示， 技术地位效应是推动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主导因

素， 经济地位效应是次要因素， 增加值结构效应则产生了抑制作用。 此外， 技术地位

效应是造成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落后于 Ｇ７ 国家的主要因素， 而增加值结构效应

是造成中国落后于金砖国家的主要原因。 本文的分析结果对于有效推动中国产业迈向

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主要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 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产业竞争力是贸易竞争

力的基石。 中国初级产业和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落后地位， 以及出口增加

值结构变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不利影响， 本质上是由产业结构不合理造

成的。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这已经

为有效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因此， 未来中国推动产业结构升

级的重点应该放在产业政策的制定方面， 即通过妥善处理产业政策的竞争性与选择

性， 以及科学把握产业政策 “因势利导” 的作用， 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结构升级

的推动作用。
第二， 大力推进自主创新， 提升国内技术实力。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验

积累， 中国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 在许多领域逐步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垄

断， 但技术自主能力仍显著落后于 Ｇ７ 国家。 因此， 未来中国要不断增强国内创新

体系的有效性： 一方面， 要积极向发达国家 “取经”， 在夯实已有技术优势的基础

上， 汇聚国内资源向研发设计、 品牌营销及售后服务等环节拓展， 提升企业 “引
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的能力， 切实推动国内技术升级； 另一方面， 要深化

科研、 教育体制改革， 根据产业创新的发展方向， 调整并优化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

与层次结构， 扩大高技能劳动力供给规模， 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人才。
第三， 优化全球价值链布局， 提高企业增值能力。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 经济地

位提升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比较有限， 表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

分工的增值能力较弱。 洪俊杰和商辉 （２０１９） 指出， 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

链中， 中国企业被压制在从属地位， 从而限制了企业增值能力的提升。 因此， 中国

应该尽快优化全球价值链分工布局： 一方面， 要在积极参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

值链的同时， 逐步抢占中高端分工环节； 另一方面， 要加强与 “一带一路” 沿线

国家的分工合作， 培育一批具有产业链主导力的 “链主” 企业。 在具体措施方面，
可以通过加强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建设， 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虹吸中高端价

值链分工环节向国内转移， 并结合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产业发展特点， 将国

内低端分工环节转移出去， 借此从根本上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增值能

力， 激发经济地位效应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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