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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本国贸易附加值有效测度了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同时将空间效应

纳入自贸区网络中， 分析网络中各个区位可能存在的空间相关性和溢出效应。 研究

结果表明： 自贸区网络中成员的增多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产值的增长， 制造业也逐渐

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产业体系， 但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增强作用并不显著，
同时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年期间呈逐渐下降趋势； 自贸区网络

依据不同空间关联性规则呈现不同的空间相关性特征， 同时产业空间关联性越来越

容易在经济或贸易开放水平相似的成员之间发生； 网络成员之间的制造业国际竞争

力与对外贸易开放水平、 自贸区优惠利用率、 原产地规则严格程度、 外部冲击因素

依据不同空间关联规则也表现出不同的影响特征； 网络中地理或贸易开放水平相似

的成员之间有制造业产业链国内化的趋势。
关键词： 产业国际竞争力； 空间溢出效应； 自贸区网络； 空间矩阵

［中图分类号］ Ｆ７４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４６７０ （２０２１） １０－００５４－１９

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近 ２０年来，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深入， 中国已经充分参与到国际分

工中， 但所处的分工地位依然没有摆脱 “低端锁定” 的困局。 近几年， 欧美等国家

开始实施 “制造业回流” 政策， 全球产业链逐渐出现内化趋势。 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

情的全球性爆发更使原有的价值链遭受重大冲击， 逆全球化的趋势还在蔓延， 国家或

地区间的合作形式逐渐转向区域性经济合作模式。 从一国 （地区） 对外开放的路径

看， 通过自由贸易区①合作形式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已成为当前更具现实性的发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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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所述自由贸易区 （自贸区） 均为国际自由贸易区。



径。 截止 ２０２１年 ２月， 中国已签署协议的自贸区达 ２１ 个 （含升级阶段）①， 形成了

辐射全球的自贸区网络， 如何通过自贸区网络， 提高自身在价值链利益分配机制中的

比较优势， 进而提升中国制造业的产业竞争力， 成为当前亟需研究的问题。
西方国家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的研究已比较完善， 主要围绕亚当·斯密提

出的绝对优势理论、 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 赫克歇尔－俄林提出的要

素禀赋理论和迈克尔·波特提出的竞争优势理论等方面展开。 较早的文献如 Ｐｏｒｔｅｒ
（１９８０） ［１］从竞争优势理论出发， 认为厂商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差异化战

略、 低成本战略和焦点化战略的实施。 国内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研究相对滞

后， 李创 （２００６） ［２］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定义与构成要素进行了研究； 李滨和陈怡

（２０１９） ［３］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内在机理与措施； 沈倩

岭和王小月 （２０１８） ［４］分析了产业集聚程度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但此类理论研究

在国内并没有得到足够关注， 分析主要还是偏向于实证研究。
地理配置、 产业集聚水平、 产业关联程度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也息息相关

（谢子远和鞠芳辉， ２０１４） ［５］。 刘林青等 （２０１３） ［６］认为高度异质化的国家 （地区）
空间为国家 （地区） 竞争联系的存在提供了支持。 也有研究表明具有竞争优势的

产业呈现非均匀的集群分布 （Ｓｍｉｔ， ２０１０） ［７］， 但该类研究并未对国家 （地区） 之

间产业竞争的空间作用机理以及影响因素的空间作用关系进行深入分析。 当前关于

制造业产业空间关联性的研究多聚焦于国内测度 （刘汉初等， ２０２０［８］； Ｃｏｈｅｎ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２００５［９］，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１０］）， 很少涉及到国家 （地区） 之间空间效应与

产业国际竞争力关系的研究， 而专门针对自贸区网络的构建以及其中成员产业空间

关联性的研究就更为缺乏。
当前涉及中国自贸区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经济一体化领域。 如张晓君

（２０１６） ［１１］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下， 针对与沿线国家建立的自贸区网络提出了增进

区域内对接合作的政策建议。 相关研究还包括自贸区 “１０＋３” 框架下的东北亚区

域经济一体化 （Ｅｓｔｒａｄ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１２］、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背景下

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张建平和董亮， ２０２１） ［１３］以及 《跨太平洋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协定》 下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Ｔｈｏｒｐｅ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５） ［１４］等。 也有学者关注

到自贸区网络中产业竞争力的互相作用关系。 如司传宁 （２０１４） ［１５］通过构建自由资

本模型发现自贸区中产业空间分布呈现非均衡状态。 伴随着 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 《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 的正式签署， 中国自贸区网络的复杂度得到进一

步提升。 但当前将自贸区网络空间效应与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相结合的研究相对较

少， 且此类研究的方法多停留在定性分析方面。
本文在已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进一步拓展了国际产业空间关联性的分析， 贡

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借鉴刘培青 （２０１７） ［１６］对真实产业竞争力地位测

度的研究思路， 对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ＲＣＡ） 指标进行改进， 剔除指标中包含的外

国增加值， 重新测度了产业 （这里指制造业） 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 从量化角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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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 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 （ｈｔｔｐ： ／ ／ ｆｔａ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究中国与不同国家或地区建立自贸区对本国制造业产值和出口竞争力带来的影响效

应； 第三， 在研究方法上， 将空间计量模型的应用扩展到自贸区网络空间效应中， 研

究成员的地理、 经济以及贸易空间分布对自贸区网络引起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
讨论各个成员之间存在的空间内生交互效应和外生交互效应。

二、 理论阐述与研究假说

（一） 自贸区网络中产业国际竞争力与空间效应之间的理论逻辑分析

本文从新贸易与新经济地理角度， 阐述自贸区网络中产业国际竞争力与空间效

应之间的逻辑关系。
自贸区网络通过自由贸易将各个成员的市场连接在一起。 自由贸易使得成员市

场不再受制于地理距离上的限制， 使得成员市场之和构成市场规模效应， 经济之和

构成经济规模效应， 从而降低生产者的成本， 提升产业规模与类型， 使得产业获得

成本优势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７９） ［１７］。 同时， 关税水平的取消或降低使得空间上的贸易

距离逐渐取代地理的运输距离， 成为生产者产业合作考虑的主要因素， 使得网络中

成员能够突破地理距离的限制而产生紧密的贸易关系， 从而延长与完善了产业的国

际分工合作环节， 专业化分工水平进一步提升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这实际上是由

成员之间产业的溢出效应所致。 虽然 “轮辐国” 之间的贸易联系主要通过 “轮轴

国” 产生， 但这种网络结构能够推动 “轮辐国” 之间建立自贸区 （成新轩，
２００４） ［１８］， 进一步提升网络中空间效应带来的产业竞争水平。

自贸区网络中贸易空间距离的缩短促成了产业集聚循环。 依据 “中心—外围”
理论， 由于成员之间市场的 “无成本连通”①， 产业会在低劳动力成本地区集中，
该地区产品数量与工资水平的提升吸引劳动力向中心进一步集聚， 使产业集聚中心

的市场规模效应不断扩大， 从而产生区域性的空间集聚现象， 产业的集聚使得资源

配置效率得到提升， 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区域集聚也得以完成， 产业国际竞争力得到

了提升。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８０） ［１９］提出的 “本国市场效应” 正式验证了产业集聚于具有

规模经济与空间距离较短地区的趋势， 有助于集聚地区产业的规模优势和分散地区

产业的垄断优势。 事实上， 向心力 （潜在集聚因素） 与离心力 （潜在限制因素）
共同决定了区域中产业发生集聚的条件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１） ［２０］， 即自贸区网络中成

员之间贸易空间距离的差距决定了产业的集聚区位选择。
以上依据新贸易与新经济地理角度阐述了自贸区网络中产业国际竞争力可能存

在的空间效应， 实际上主要分为产业集聚效应与溢出效应。
（二） 研究假说

基于上述逻辑关系的理论阐述， 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 １： 以中国为 “轮轴国” 建立的自贸区网络内， 所有国家或地区之间制造

业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存在关联性 （空间效应）②， 且空间效应具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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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成本连通” 是指由于自贸区关税水平的取消， 使得成员之间市场连通的贸易关税成本得以取消。
这里指空间集聚效应。



国家产业结构变化是自由贸易协定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具体表现 （崔庆波等，
２０１７） ［２１］。 克鲁格曼在 “中心外围理论” 中提出， “轮轴效应” 会使 “轮轴国” 产

业产生一定的集聚效果， 对 “轮条国” 产业则具有一定的分散效果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３） ［２２］。 一方面， 当前自贸区中贸易壁垒的消除缓解了运输成本的限制， 导致资

本和生产转移频率提升， 伴随着规模收益递增， 网络集聚力进一步提升， 从而使产

业发生空间集聚； 另一方面， 伴随着自贸区的成立， 原本两个独立的市场合并为一

个更大的市场， 区内产业贸易使得原本市场规模更大的国家 （地区） 逐渐积累超

比例的份额， 加大了网络内产业分布的不均衡。 同时， 差异化部门会使厂商集聚于

规模增长效率更高的地区， 从而进一步促进区域的集聚趋势。
假说 ２： 对外贸易开放水平、 自贸区优惠利用率和原产地规则严格程度除了对

地区本身制造业的市场竞争产生影响外， 还对自贸区网络区域价值链中各经济体嵌

入垂直化分工产生直接影响， 从而使这三种因素也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且该效应具

有稳健性。
优惠的自由贸易协定大幅度地降低了跨国研发成本， 使跨国研发机构、 厂商和

供应商之间的科研合作成为可能。 当前各经济体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需求不断增

长， 但由于不同自贸区内各经济体原产地判定规则和管理制度的复杂性和差异性，
直接导致成员贸易开放度、 优惠利用率和限制规则的不同， 从而导致经济体之间的

贸易收益产生差异。 本文提出对外贸易开放水平和自贸区优惠利用率的提升有助于

对 “邻近” 国家 （地区） 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而原产地规则严

格程度的提高不利于 “邻近” 国家 （地区） 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假说 ３： 基于假说 １ 和假说 ２， 本文提出在地理 （距离）、 经济 （距离） 和贸

易 （距离） 等 “邻近” 度量因素空间关系规则下， 本国 （地区） 制造业对自贸区

网络中其他成员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产生不同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自相关性。
第一， 运输成本无论是在工业革命之前还是工业革命之后， 一直都是贸易往来

考虑的重要因素。 依据地理学第一定律， 相邻越近的地区越容易产生关联效应； 第

二， 随着运输方式的改进， 运输成本不再成为贸易发生所考量的唯一因素， 经济发

展水平和贸易开放水平都成为货物和服务进出口的重要影响因素。 自贸区的设立在

一定程度上就是基于 “相似性国家 （地区） 能够完成利益互补机制” 的原因。 所

以， 经济发展水平相似或贸易开放程度相似的经济体更容易产生贸易往来， 产业的

结构调整也更容易受到影响 （空间效应）。
假说 ４：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背景下， 鉴于自贸区零壁垒、 贸易自由度较高的特

点， 世界性的外部冲击更容易使全球价值链中断， 出现向区域和国内聚合的发展趋

势。 因此， 外部冲击将导致自贸区网络产生空间分布的变化， 从而对其他成员的产

业国际竞争力造成影响， 且表现为负向的溢出冲击效应。

三、 计量模型的构建

（一） 模型指标的基础测度

一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测度。 全球价值链时代， 最终产品的生产至少要经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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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以上的环节， 产品在多次往返国内外过程中实现价值增值。 传统的贸易价值统计

方法不再适用。 因此， 本文基于贸易增加值的核算方法， 依据每个经济体出口贸易

额中国内增加值和外国增加值的比例， 扣除贸易价值增值中的外国增加值。 依据改

进后的 ＲＣＡ 指数， 对多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分析， 指标为：

ＲＣＡ＿ Ｌ ＝
Ｘ
—

ｉａ

Ｘ
—

ｉ

／
Ｘｗａ

Ｘｗ
（１）

其中， Ｘ
—

ｉａ 、 Ｘ
—

ｉ 、 Ｘｗａ 、 Ｘｗ 分别表示某一时期内 ｉ 经济体 ａ 产业出口中的国内增加

值、 ｉ 经济体总出口额中的本国增加值、 ａ 产业世界总出口额和世界总出口额。
二是出口竞争力的测度。 为了着重分析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变化， 引入分析产

业竞争力常用的指标竞争优势指数 （ＴＣ 指数）， 但由于 ＴＣ 指数中包含未剔除的外国

增加值， 本文对该指标进行改进， 分别剔除制造业出口和总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部

分。 这里主要分析出口带来的竞争力变化， 剔除分子和分母中包含的进口额， 得到如

下改进指标：
ＴＣ＿Ｌ＝产业出口本国增加值 ／ 总出口本国增加值 （２）

三是相对产值水平的测度。 从制造业产值角度出发， 借助产业结构测度指数

（ＳＴＲＵ）， 采用本国产业与自贸区中各成员相同产业总产值之和的比值进行相对产

值水平的测量与比较， 公式为如下：
ＳＴＲＵｉｊ ＝ Ｘ ｉｊ ／ Ｘ ｉ （３）

其中， Ｘ ｉｊ 表示 ｉ 经济体 ｊ 产业的总产值 （这里指制造业）； Ｘ ｉ 表示中国与某经济

体构成自贸区中所有成员 ｊ 产业的总产值。 该指标能够有效衡量中国制造业相对产

值水平的变化趋势， 同时可以从量化角度分析自贸区成立对中国制造业相对产值水

平带来的影响。
四是对外贸易开放水平的测度。 在开放经济体系中， 货物与服务的进出口贸易

额是国际贸易量化的直接体现， 考虑到各经济体经济规模的不同， 本文采用一国

（地区） 进出口总额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进行表示， 公式为：
对外贸易开放水平 （ ｔｒａｄｅ） ＝进出口总额 ／ 国内生产总值 （４）

五是自贸区优惠利用率。 由于自贸区受惠清单项下的合格进口金额数据难以获

取， 本文借鉴 Ｆｕｇａｚｚａ和 Ｎｉｃｉｔａ （２０１１） ［２３］在关税措施方面提出的相对关税优惠指

数 （ＲＴＰＩ）， 以中国为 “轮轴国” 建立的自贸区网络为研究对象， 将贸易进口对象

设定为中国。 虽然该方法不能准确衡量各个经济体重叠式自贸区背景下的真实优惠

利用率情况， 但用于横向比较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六是原产地规则严格程度的测度。 已有研究表明， 自由贸易协定中原产地规则

的限制水平对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区域贸易约束效应 （李海莲和韦薇， ２０１６） ［２４］。
本文借鉴 Ｅｓｔｅｖａｄｅｏｒｄａｌ （１９９９） ［２５］提出的七分制法以及李海莲和韦薇 （２０１６）、 成

新轩和郭志尧 （２０１９） ［２６］对原产地规则的构建与修正方法， 得出中国与不同自贸区

成员的优惠原产地规则限制效应指数 （ＳＲＯ）。
七是外部冲击因素的测度。 外部冲击因素一方面来源于经济因素， 如金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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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粮食危机和贸易冲突等； 另一面还源于非经济因素， 如政治变革、 恐怖袭击和

疫情冲击等。 各经济体十分重视外部冲击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 但对于外部冲击的

衡量指标并没有统一标准， 这里运用景气分析指标—采购经理指数 （ＰＭＩ） 作为外

部冲击因素的反向代理变量， ＰＭＩ 指数的变化趋势与外部冲击因素造成的影响为反

向关系。 选用制造业 ＰＭＩ 虽然不能真实衡量外部冲击因素对产业的影响， 但鉴于

该指标具有先导性的优势， 对于外部冲击对产业影响的变动趋势监测具有一定的现

实意义。
（二） 空间矩阵规则的描述

由于自贸区内贸易壁垒逐渐消除， 成员之间的产业关联性较自贸区外的联系更

为显著， 因此， 区域内的产业空间关联更有可能发生。 空间计量模型起源于处理不

同地区间的空间依赖性， 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可能。
这里引入空间权重矩阵的概念， 用于说明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关联性， 具体可表

示为：

Ｗ ＝

ｗ１１ ｗ１２ … ｗ１ｎ
ｗ２１ ｗ２１ … ｗ２ｎ
︙ ︙ ︙ ︙
ｗｎ１ ｗｎ２ … ｗｎｎ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其中， Ｗ 为空间权重矩阵， 用于表示以中国为 “轮轴国” 的自贸区网络中所有

经济体之间的关联性， ｗ ｉｊ 具体表示网络中 ｉ 经济体和 ｊ 经济体之间的邻近关系 （关
联规则）。 常用邻近关系的度量起源于地理之间的邻接关系 （地理相邻）， 即地理

边界拥有共同边界或共同顶点。 但在以中国为 “轮轴国” 的自贸区网络中， 各个

经济体的地理邻接关系并不满足， 因为各个经济体之间存在不等距离的地理差距，
且当今的贸易发生条件也产生了变化， 因此需要改变邻近关系的度量公式。 基于国

际贸易的特征， 这里引入三个概念来解决地理不相邻问题：
一是地理 （距离） 空间关联规则。 考虑到 ０～１矩阵运输成本的概念， 引入距离

空间权重矩阵， 即根据两成员之间地理距离的倒数来设定， 表示为 ｗｉｊ ＝ １ ／ ｄα
ｉｊ（ｉ ≠

ｊ） ， 否则 ｗｉｊ 为 ０。 其中， ｄｉｊ 表示两地区之间的地理距离， 参数 α 表示距离差距对

中心地区影响的衰减程度， 通常设为 １。 其合理之处在于考量了成员之间的贸易

运输成本， 两地区之间距离越近， 则赋予的权重越大， 即产业关联性也越紧密。
二是经济 （距离） 空间关联规则。 本文引入经济距离权重矩阵进一步说明，

表示为 ｗ ｉｊ ＝ １ ／ （Ｙ
－

ｉ － Ｙ
－

ｊ） α（ ｉ≠ ｊ） ， 否则 ｗ ｉｊ 为 ０。 其中， Ｙ
－

ｉ ＝∑
ｔ１

ｔ ＝ ｔ０

Ｙｉｔ ／ （ ｔ１ － ｔ０） ， Ｙｉｔ 表

示 ｉ 经济体第 ｔ 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 参数 α 意义同上。 这里邻近关系表示为

经济发展程度的相似性， 即两经济体之间经济基础差距越小， 赋予权重越大， 产业

联系就越紧密。
三是贸易 （距离） 空间关联规则。 基于国际贸易的特点， 贸易开放水平是一

个经济体对外经济贸易开放程度的具体体现， 直接影响到经济体在全球化产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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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垂直分工工序。 通常贸易开放水平相似的经济体间更容易产生商品或服务往

来， 以对外贸易开放水平差距的倒数为权重来衡量各经济体之间的相邻程度， 表示

为 ｗ ｉｊ ＝ １ ／ （Ｔ
－

ｉ － Ｔ
－

ｊ） α（ ｉ≠ ｊ） ， 否则 ｗ ｉｊ 为 ０。 其中， Ｔ
－

ｉ ＝∑
ｔ１

ｔ ＝ ｔ０

Ｔｉｔ ／ （ ｔ１ － ｔ０） ， Ｔｉｔ 表示 ｉ经

济体第 ｔ 年的对外贸易开放水平， 参数 α 意义同上。
（三） 模型的构建

相较于传统计量模型， 空间计量模型假设一个地区的变量会依赖于其他地区变

量的变化 （Ａｎｓｅｌｉｎ， １９８８） ［２７］， 而空间相关性的程度与地区间距离、 相近程度等因

素有关。 常用模型为空间自回归模型 （ＳＡＲ） 和空间误差模型 （ＳＥＭ）， 同时也有

考虑自变量空间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 （ＳＤＭ） 等。
空间相关性分析的前提是需要检验是否存在相关性， 这里引入常用的莫兰指数

（Ｍｏｒａｎ′ｓ Ｉ） ， 用于说明相邻地区之间的差异与联系， 从而检验自贸区各经济体之

间的空间分布集聚情况， 表示为：

Ｍｏｒａｎ′ｓ Ｉ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Ｗｉｊ（Ｙｉ － Ｙ

－
）（Ｙ ｊ － Ｙ

－
） ／ Ｓ２∑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Ｗｉｊ （５）

其中， Ｓ２为Ｙｉ 的方差， Ｙ
－
＝ ∑

ｎ

ｉ ＝ １
Ｙｉ ／ ｎ ， Ｙｉ 表示自贸区网络中第 ｉ 个成员的制造业国际

竞争力， ｎ 为网络中成员总数，Ｗｉｊ 为空间权重矩阵， 用于代表各成员之间的邻近关系。
同时， 在传统计量模型残差项也存在空间效应的基础上， 需要进行深入分析。

ＳＡＲ模型主要用于研究邻近地区行为对中心地区行为产生的影响 （溢出效应）， 其

空间依赖性体现在因变量的滞后项中 （Ａｎｓｅｌｉｎ， １９８８）， 表示为：

ｙｉｔ ＝ ρ∑
ｎ

ｊ ＝ １
Ｗｉｊｙ ｊｔ ＋ Ｘ ｉｔβ ＋ εｉｔ （６）

其中， ρ 为中心地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被影响的反应系数， 度量了邻近国家

（地区） 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对本区域竞争力的影响程度； Ｗｉｊ 为空间权重矩阵元素，
通常做标准化处理； ｙｉｔ 为被解释变量， 表示 ｉ 经济体在年度 ｔ 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β 为对应解释变量 Ｘ ｉｔ 的回归系数； εｉｔ 为随机扰动项； Ｘ ｉｔ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由于每

个经济体的情况不同， 可能存在不随时间变动的遗漏变量， 因此也会引入固定效应

进行检验， 通常方程会同时引入个体效应 αｉ 和时间效应 γｔ 。
ＳＥＭ模型主要通过误差项之间的结构关联来体现地区之间的相关性， 即空间

依赖性体现在误差项的滞后项中， 数学表达式为：

ｙｉｔ ＝ Ｘ ｉｔβ ＋ εｉｔ ； εｉｔ ＝ λ∑
ｎ

ｊ ＝ １
Ｗｉｊε ｊｔ ＋ ｕｉｔ （７）

其中， λ 为空间误差系数， 用于表示邻近地区制造业产业国际竞争力变动带来

的误差冲击对本地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ｕｉｔ 为随机扰动项； ｙｉｔ 、 Ｘ ｉｔ 、 β 、 Ｗｉｊ 的

含义同式 （６）。
除了常用的 ＳＡＲ和 ＳＥＭ模型之外， 空间杜宾模型 （ＳＤＭ） 也是被广泛应用的模型

之一。 在 ＳＡＲ模型的基础上， 加入了邻近地区解释变量对本地区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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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证分析

（一） 数据来源及说明

依据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中已签协议且生效的自贸区为研究对象 （暂不考

虑协定升级阶段）， 截止到 ２０２１年 １月， 共涉及 １７ 个自贸区， 包含 ２５ 个经济体。
同时， 以协议全部内容最终签署生效日期为时间研究对象。 由于新加坡和柬埔寨属

于东盟成员， 区域存在重叠， 因此分析中只考虑东盟整体。 由于部分经济体贸易附

加值数据缺失严重， 因此主要围绕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
以及中国与新西兰、 智利、 哥斯达黎加、 冰岛、 瑞士、 韩国、 澳大利亚建立起的自

贸区网络进行分析。
核心解释变量为 ｔｒａｄｅ、 ＲＴＰＩ （杨柳纤， ２００８） ［２８］、 ＳＲＯ （李海莲和韦薇，

２０１６） 和 ＰＭＩ①， 并将这 ４个变量作为空间交互效应的影响因素。 同时， 模型选取

了以下控制变量： 产业结构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采用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表示； 城镇化率 （ｃｉｔｙ）， 依据人口学相关定义， 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值进

行衡量； 经济发展水平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选用人均国民总收入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代

理变量； Ｒ＆Ｄ投入 （Ｒ＿Ｄ）， 这里使用研发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值来表示； 资本投入

（ｃａｐｉｔａｌ） 和劳动投入 （ ｌａｂｏｒ）， 依据柯布和道格拉斯提出的制造业生产函数， 这里

将资本投入定义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本国 ＧＤＰ 的比值， 劳动投入定义为制造业

就业人数与总就业人数的比值。
鉴于各个经济体制造业贸易增加值数据缺失， 本文参照盛斌 （２００２） ［２９］的合并方

法对行业进行合并②， 并依此求得出口中的本国增加值。 其中， ＴＣ 指数涉及的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来源于中国海关， 由季度数据汇总得到； ＳＴＲＵ 涉及

的 ２００１—２０１８年 ２２个经济体制造业增加值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ＲＣＡ 指数涉及的海

关编码 （ＨＳ） 统计标准下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 ９个经济体的制造业出口额、 总出口额数据

和贸易附加值比重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司 （署）、 中国海关、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期间的对外贸易开放水平、 产业结构、 城镇化率、 区域经济发展

水平、 Ｒ＆Ｄ投入、 资本投入、 劳动投入涉及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 世

界银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二） 自贸区网络对中国制造业相对产值水平和竞争力影响的指标分析

本文从自贸区网络中成员与中国建立自贸区的时间线出发， 从以下三个方面进

行量化研究。
１ 自贸区网络对中国制造业产值的影响

首先， 借助 ＳＴＲＵ 从围绕中国的双边自贸区中国制造业相对产值水平出发③，
结果表明，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例呈现递增趋势， 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８ 年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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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ＰＭＩ 由艾德数据中心和英为财情网整理获得。
行业合并过程备索。
ＳＴＲＵ 值计算结果备索。



从 ０ ０７增长到 ０ ３１， 增长幅度接近 ３４３ ００％， 可见中国的制造业发展趋势较好。
从数值大小来看， 中国在各自贸区的 ＳＴＲＵ 值均较大， 这和中国制造业发展规模与

参与国际垂直分工方式相关。 从量化趋势的变动来看， 虽然中国的 ＳＴＲＵ 值在所有

双边自贸区中始终呈现递增趋势， 但缔结新自贸区对中国制造业产值增加的促进效

果并不显著。 其中， 中国—东盟自贸区成立前后发生了较大变化， ＳＴＲＵ 值从 ０ ７５
增加到 ０ ８１， 直至在 ２０１８ 年增至 ０ ８７。 事实上， 在 ２００７ 年前后， 中国—东盟制

造业的产值都有了较大的增幅， 分别为 ６５ ００％和 ３２ ００％， 这间接说明该自贸区

成立带来的产业福利效应是双向的。
其次， 从自贸区网络角度出发， 分析新建自贸区对已有网络中中国制造业产值

带来的冲击或影响①。 结果显示， 与中国建立的所有自贸区网络中， 中国的 ＳＴＲＵ 值

均呈现显著的递增趋势。 同时， 中国制造业在各个自贸区网络中始终占有较大的生产

比重。 从量化角度来看， 在中国内地—中国港澳＋东盟网络中， 由于东盟 １０ 国的加

入， 中国制造业产值得到了较大提高， 同样发生较大涨幅的自贸区网络还有中国内

地－中国港澳＋东盟＋新西兰 （由于新西兰的加入）、 中国内地－中国港澳＋东盟＋新西

兰＋巴基斯坦＋新加坡 （由于新加坡的加入）。 其余自贸区网络中中国制造业的产值由

于其他成员的加入也有所增加， 但效果不太明显。
综上所述， 无论是对于双边还是多边的自贸区网络， 成员的增加对中国制造业

产值的提升均有利。 且网络区域价值链中的制造业产业结构基本稳定不变， 即以中

国制造业生产为主导的产业链形成。 从横向比较来看， 中国制造业产值在任何多边

自贸区网络中所占比例均达到 ５０ ００％以上， 甚至在 ２０１１ 年之后基本能够保持在

８０ ００％左右。
２ 自贸区网络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依据 ＴＣ 与 ＴＣ＿ Ｌ 指数的计算结果②， ＴＣ 指数和 ＴＣ＿Ｌ 指数的变化趋势与幅度基

本相同， 且波动幅度较小。 这说明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期间， 中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

和出口竞争力均未产生较大幅度的变化。 从量化角度来看， 中国与智利、 秘鲁、 哥斯

达黎加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 中国的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只呈现出短暂的上升趋势。
上述结果表明， 中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经济体数量的不断增加， 只是产值得到了较大提

升， 产业出口竞争力没有显著的变化。
３ 自贸区网络中成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比较

本文借助 ＲＣＡ＿ Ｌ 指数测度各地区制造业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③。 结果表

明， 各个经济体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差距较大， 其中， 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年期间， 只有

中国和中国港澳地区的制造业取得了显著的比较优势。 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期间， 冰

岛的制造业竞争优势逐渐显现， 呈现递增趋势， 并远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 澳大利

亚、 智利和新西兰的制造业竞争力相对较低， 且波动幅度较小， 始终低于其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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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ＳＴＲＵ 值计算结果备索。
ＴＣ 和 ＴＣ＿ Ｌ 值指数计算结果备索。
ＲＣＡ＿ Ｌ 指数计算结果备索。



员。 韩国制造业竞争优势在 ２００６年得到显著提升之后， 基本保持较高的产业国际

竞争力水平。 在 ２００６年之后， 中国内地和中国港澳地区的制造业竞争优势呈现下

降趋势。
（三） 自贸区网络中成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空间相关性

本文采用全局莫兰指数从整体上研究自贸区网络中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空间分

布①。 结果显示： 第一， 在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地理空间关联规则） 下， 全局

莫兰指数显著为正， 说明自贸区网络中国家或地区之间制造业竞争力呈现显著的正

向空间自相关 （高高集聚或低低集聚）； 第二， 对于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经济

空间关联规则）， 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年期间， 空间效应并不显著， 但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

期间， 表现为显著的负向空间自相关 （高低集聚或低高集聚）； 第三， 在贸易距离

空间权重矩阵 （贸易空间关联规则） 下， 自贸区网络只有在 ２０１４ 年之后才呈现出

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
从变化趋势来看， 莫兰指数值在地理距离权重下呈现下降趋势， 而在经济距离

和贸易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下逐渐变得显著。 这意味着全球贸易地理距离差距不再成

为贸易往来的主要限制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贸易开放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

之间在网络区域价值链中更容易产生空间关联性。
至此， 假说 １得以证实， 即以中国为 “轮轴国” 的自贸区网络中各成员之间

制造业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存在关联性 （空间效应）， 且在不同空间关联规则下呈现

不同的空间自相关性。 同时， 通过控制参数 α进行的稳健性检验显示， 空间效应存

在且具有稳定性。
（四） 中国自贸区网络中成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空间效应

依据残差项莫兰指数的检验结果， 拒绝了 “残差项不存在空间依赖性” 的原

假设， 说明可以进行深入的空间计量分析。 为此， 本文重点分析国际竞争力存在的

空间溢出效应， 引入 ｔｒａｄｅ、 ＲＴＰＩ、 ＳＲＯ 和 ＰＭＩ 等核心变量来分析其存在的空间溢

出效应， 并分析引入此类涉及贸易规则变动的变量对原有国际竞争力空间溢出效应

带来的影响， 最终检验假说 ２、 ３、 ４的正确性。
１ 国际竞争力的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主要研究地区间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溢出效应。 参照 Ｂｏｒｄｉｇｎｏｎ 等

（２００３） ［３０］的研究方法， 得出的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１—表 ３所示。
（１） 地理空间关联规则。 由表 １可知， 豪斯曼检验在模型中均拒绝了原假设，

因此这里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建模分析更为合适。 模型结果显示， 地理空间关联

规则下， ｔｒａｄｅ 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对外贸易自由度的提升对本国制造业国际竞争

力的提升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Ｗ＿ｙ 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网络中地理邻近国家或

地区之间制造业竞争是恶性关系， 即两国或地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表现为

“此消彼长” 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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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分析结果

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变量 ＯＬＳ＿ＦＥ ＳＡＲ＿ＦＥ ＳＥＭ＿Ｆ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８０３０ －０ １５１３　
（１ ３６００） （－０ ３０００）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０ １６１９∗∗∗ ０ ０２０６ ０ ０３６２ 　 －０ １７５６∗∗∗ 　 ０ ０２０１ 　 －０ １８７８∗∗∗　 －０ １５４０∗∗∗ －０ ００４０ 　 －０ １７８９∗∗∗

（－４ ０８００） （０ ６６００） （１ ０３００） （－６ １５００） （０ ３０００） （－８ ４６００） （－４ ０９００） （－０ ０５００） （－８ ７９００）

ｃｉｔｙ ０ ００４８ ０ ００９３∗∗ ０ ０１１３∗∗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９１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０１９
（０ ９１００） （２ ４６００） （２ ６９００） （１ ３７００） （１ ０３００） （－０ ４２００） （０ ９６００） （０ ６０００） （－０ ４１００）

Ｒ＿Ｄ
－０ ０２６５ ０ １０１９∗∗∗ ０ １０３８∗∗∗ －０ ０５３８ ０ １０４３∗ －０ ０７０２∗ －０ ０３１３ ０ １３１５ －０ ０２２８
（－０ ３２００） （３ ６７００） （５ ４９００） （－０ ８１００） （１ ７４００） （－１ ６６００） （－０ ４１００） （１ ４０００） （－０ ４６００）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１４７∗∗ －０ ００８７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１４４∗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１５８∗ －０ ００４４∗∗

（－１ ４２００） （－２ ８４００） （－１ １９００） （－０ ４４００） （－１ ９２００） （－１ １９００） （－１ １２００） （－１ ９２００） （－２ １８００）

ｌａｂｏｒ
－２ ８２４１∗∗∗ ４ ８５９６∗∗∗ ４ ９４５９∗∗∗ －３ ３６６２∗∗∗ ４ ８１６６∗∗ －１ ８７１２∗ －３ ０２０７∗∗∗ ４ ０３７２ －１ ３８０９
（－３ ７１００） （４ ５１００） （４ ４１００） （－５ ２０００） （２ １４００） （－１ ６８００） （－５ ７５００） （１ ５４００） （－１ ５３０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１３２∗∗∗ －０ ０１２３∗∗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１３２ ０ ００６６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１１１ ０ ００７４∗

（０ ３４００） （－３ ３７００） （－２ １９００） （０ ０６００） （－１ ５１００） （１ ５５００） （０ １９００） （－１ ３０００） （１ ６７００）

ｔｒａｄｅ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０４８∗∗∗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０４２∗∗∗

（２ ４０００） （７ ５７００） （５ ８８００） （３ ５６００） （４ ２３００） （３ ６０００） （２ ８０００） （３ ８４００） （３ ５７００）

Ｗ＿ ｙ
－０ ６０６６∗∗∗ －０ ０６３６ －１ ０１９３∗∗∗

（－３ １６００） （－０ ３９００） （－５ １４００）

Ｗ＿ｕ
－０ ４０９３∗ －０ ３９３１ －１ ５０３５∗∗∗

（－１ ６６００） （－０ ９０００） （－１３ １８００）
Ｒ２ ０ ５０８６ ０ ７２８４ ０ ７６２２ ０ ５２７８ ０ ０６００ ０ ５１８０ ０ ５０２９ ０ ０８９９ ０ ４１６４

Ａｄｊ＿ Ｒ２ ０ ４８１５ ０ ７１３５ ０ ７１８０
Ｆ 统计量 １ １７１ ５０００ ４０２ ３２０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ｔｅｓｔ 拒绝 Ｈ０ 拒绝 Ｈ０ 拒绝 Ｈ０
ＡＩＣ －３４９ ７４９９ －１０５ ７７６５ －３９７ ００９１ －３３７ ７２８６ －１０８ ５０５２ －４１４ ４７３４
ＢＩＣ －３２６ ５０７７ －８２ ５３４３ －３７０ ８６１６ －３１４ ４８６５ －８５ ２６３０ －３９１ ２３１２
个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ｅｒｒｏｒ）

拒绝 Ｈ０

注：∗、∗∗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１０％、 ５％和 １％； 针对括号中的数值， ＯＬＳ模型中对应 ｔ统计量值， ＳＡＲ和 ＳＥＭ中对应 ｚ统计
量值。

（２） 经济空间关联规则。 表 ２ 显示， 经济空间关联规则下， ｔｒａｄｅ 对制造业国

际竞争力的影响效应与地理空间关联规则下得出的结论相同。 不同在于， ＳＡＲ 模

型显示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空间关联性并不

稳健， 基本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１０％的检验。 ＳＥＭ 模型显示误差扰动项的空间

滞后项系数显著为负， 这意味着在随机误差项中存在除控制变量外的其他因素间接

影响着邻近地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且表现为负向溢出效应。
（３） 贸易空间关联规则。 表 ３ 表明， ｔｒａｄｅ 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与上述

两种条件下得出的结论相同， 再次验证了该因素对因变量影响的稳健性。 在贸易空

间关联规则下， 贸易开放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
表现为贸易水平 “邻近” 地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上升对中心地区制造业国际竞争

力提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 即呈现 “互赢” 的竞争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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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分析结果

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变量 ＳＡＲ＿ＦＥ ＳＥＭ＿Ｆ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０ １６３０∗∗∗ －０ ００８１ 　 －０ １７０４∗∗∗ 　 －０ １６１９∗∗∗ 　 －０ ０８８４∗∗ 　 －０ １８４８∗∗∗
（－４ ４２００） （－０ １６００） （－４ ０８００） （－４ １４００） （－２ ２２００） （－４ １０００）

ｃｉｔｙ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３８
（０ ９０００） （－０ ２４００） （－０ ４９００） （０ ７５００） （－０ ２６００） （－１ ３４００）

Ｒ＿Ｄ
－０ ０２７４ ０ ０７９４∗ －０ ０２９８ －０ ０３２９ ０ １７１１∗∗∗ －０ ０２４９
（－０ ３４００） （１ ９１００） （－０ ３９００） （－０ ４２００） （４ ９２００） （－０ ３３００）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１０１∗ －０ ００６８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７５ －０ ００６６
（－１ ４６００） （－１ ８２００） （－１ ５９００） （－１ ４６００） （－０ ９４００） （－１ ４０００）

ｌａｂｏｒ －２ ７６０７∗∗∗ ２ ３２２２ －１ ４９０５ －２ ４００１∗∗∗ １ ６９３４ －１ ５０２９
（－３ ４２００） （１ ５１００） （－１ ６１００） （－２ ７４００） （１ １８００） （－１ ５３０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４４
（０ ５２００） （－０ ５９００） （０ ８３００） （０ ７１００） （０ ３１００） （０ ６８００）

ｔｒａｄｅ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０３７
（２ ４９００） （４ ８６０） （２ １３００） （２ ３８００） （４ ９３００） （１ ５２００）

Ｗ＿ ｙ ０ ０４５２ －０ ８８５６∗∗∗ －０ １１０５
（０ ４３００） （－４ １８０） （－０ ６８００）

Ｗ＿ｕ ０ ２１２８ －１ ０８８５∗∗∗ －０ ３６５２∗∗∗
（１ ４１００） （－６ ２８００） （－３ ３３００）

Ｒ２ ０ ５０５２ ０ ０９０４ ０ ４４１０ ０ ５０５０ ０ １４１７ ０ ３８１４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ｔｅｓｔ 拒绝 Ｈ０ 拒绝 Ｈ０

ＡＩＣ －３３２ ９０９５ －１５７ ８８２２ －３５５ ３１９３ －３３５ ５４１９ －１５１ ７０７９ －３６１ ０８３６
ＢＩＣ －３０９ ６６７３ －１３１ ７３４７ －３２９ １７１８ －３１２ ２９９７ －１２８ ４６５７ －３３７ ８４１４
个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１０％、 ５％和 １％； 括号中的数值为 ｚ统计量值。

表 ３　 贸易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分析结果

贸易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变量 ＳＡＲ＿ＦＥ ＳＥＭ＿Ｆ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０ １５２８∗∗∗ ０ ００５２ 　 －０ １６６７∗∗∗ 　 －０ １５９０∗∗∗ －０ １１０７ －０ １６６６∗∗∗
（－４ ２３００） （０ ０９００） （－３ ５９００） （－４ ３３００） （－１ ５９００） （－４ ０７００）

ｃｉｔｙ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１００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１４
（０ ４２００） （１ ２２００） （－０ ６０００） （０ ０２００） （０ ３４００） （－０ ４５００）

Ｒ＿Ｄ
－０ ０５３２ ０ １３４３∗∗∗ －０ ０５３９ －０ ０４４９ ０ ２１７９∗∗∗ －０ ０３９３
（－０ ８２００） （２ ８４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０ ７６００） （３ ８４００） （－０ ６７００）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１６６∗∗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０６５∗
（－１ ９０００） （－２ ４５００） （－１ ７３００） （－１ ６４００） （－１ ０７００） （－１ ７６００）

ｌａｂｏｒ
－２ ３７２９∗∗∗ ４ ６３６２∗∗ －１ ４６３７ －１ ７４８１∗∗ ２ １４８２ －１ ４１２３
（－３ ５６００） （２ １７００） （－１ ４５００） （－２ ２５００） （０ ９６００） （－１ ４３０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 ００３１ －０ ０１２８ ０ ００４８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５６
（０ ５８００） （－１ ５４００） （０ ７３００） （０ ８１００） （－０ ５５００） （０ ９１００）

ｔｒａｄｅ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０４８∗∗∗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０６０∗∗∗ ０ ００４０∗∗
（２ １２００） （５ ３７００） （１ ８３００） （２ ０３００） （５ １２００） （２ １８００）

Ｗ＿ ｙ ０ ４２０５∗∗∗ －０ ３３８０∗∗ ０ ３４４０∗∗∗
（３ ９０００） （－２ １２００） （３ ６３００）

Ｗ＿ｕ ０ ５４２６∗∗∗ －１ ０５９３∗∗∗ ０ ３０７２
（３ ６８００） （－６ ２９００） （１ ４０００）

Ｒ２ ０ ４１４７ ０ ０４０５ ０ ３３３９ ０ ４４２７ ０ １１２８ ０ ４１９８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ｔｅｓｔ 拒绝 Ｈ０ 拒绝 Ｈ０

ＡＩＣ －３４６ ５６６４ －１０８ ２４７８ －３６１ １５２４ －３５５ ７５６３ －１６０ ６７８１ －３６１ ９０１０
ＢＩＣ －３２３ ３２４３ －８２ １００４ －３３５ ００４９ －３３２ ５１４１ －１３７ ４３５９ －３３８ ６５８８
个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１０％、 ５％和 １％； 括号中的数值为 ｚ统计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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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核心解释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

ＳＡＲ和 ＳＥＭ模型分别考虑了因变量和随机扰动项存在的空间效应情况， 但不

可否认的是， 自变量也可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本部分针对假说 ２、 ３、 ４， 依次引

入 ｔｒａｄｅ、 ＲＴＰＩ、 ＳＲＯ 以及 ＰＭＩ 两组变量， 并分析其存在的空间溢出效应， 借助

ＳＤＭ 模型进行空间计量分析。
（１） ｔｒａｄｅ、 ＲＴＰＩ 和 ＳＲＯ。 表 ４结果显示： 第一， ｔｒａｄｅ 的系数显著为正， 但其

空间滞后项系数在地理、 经济和贸易空间关联规则下都不显著。 即以中国为 “轮
轴国” 的自贸区网络区域价值链中， 各经济体制造业价值链融入网络区域价值链

程度的加深对 “邻近” 国家或地区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 只对

本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第二， 从 ＲＴＰＩ 的估计结果来

看， 只有在地理空间关联规则下， 该变量系数与其滞后项系数均显著为正， 即对于

网络中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或地区间， 优惠利用率在区域价值链中起到了正向传导

作用， 国内制造业借助区域价值链中各国 （地区） 给出的产业优惠待遇， 降低企

业经营成本， 从而使自身和邻国 （地区） 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同时得到提升； 第

三， 对于 ＳＲＯ， 只有在贸易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下， 该变量滞后项显著为正， 说明在

贸易开放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之间， 原产地规则的运用有助于提升 “邻近” 经

济体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原产地规则能够有效规避贸易偏转， 促进区域贸易创造

效应与转移效应的产生， 从而提升各成员产业的竞争力， 但原产地规则严格程度上

升也会带来规则执行、 管理等成本的上升， 从而削弱了贸易收益； 第四， ＳＤＭ 模

型中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估计结果与 ＳＡＲ 模型结果相比， 只在地理距离空间权重

矩阵下相同， 不同的是在考虑到 “邻近” 地区对外贸易开放水平、 自贸区优惠

利用率和原产地规则严格程度的影响后， 在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下， 制造业国际

表 ４　 ＳＤＭ模型估计结果

ＳＤＭ

变量 地理距离 经济距离 贸易距离

ｔｒａｄｅ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３６∗∗

（３ ２９００） （４ ０２００） （１ ９７００）

ＲＴＰＩ ０ ０２６３∗∗∗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０４７
（３ ５３００） （０ ５７００） （－０ ３８００）

ＳＲＯ ０ ０２９４ －０ ０１８６ －０ ０５１１
（０ ９９００） （－０ ３０００） （－１ ３９００）

Ｗ＿ ｙ －０ ４７６０∗∗ －０ ９６９９∗∗∗ －０ ２４６２
（－１２ ８１００） （－８ １０００） （－１ ５９００）

Ｗ＿ｔｒａｄｅ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１６
（０ ２６００） （０ ４３００） （－０ ３２００）

Ｗ＿ＲＴＰＩ ０ ０７５８∗∗ ０ ００８４ －０ ００４３
（２ ０９００） （０ ３６００） （－０ ３２００）

Ｗ＿ＳＲＯ ０ ０２３７ －０ ０７６２ ０ ５６６９∗∗∗

（０ ２４００） （－０ ６８００） （４ ４５００）
ＡＩＣ －２７３ ２２４１ －２４６ ４４４１ －２５５ ６９０８
ＢＩＣ －２４７ ０７６７ －２２０ ２９６６ －２２９ ５４３３

注：∗∗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５％、 １％； 括号中的数值为 ｚ统计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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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的溢出效应从不显著变为显著为负， 而在贸易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下， 制造业

国际竞争力的溢出效应由显著为正变得不再显著。
综上， 假说 ２和假说 ３ 得到验证。 本国制造业价值链涉及的对外贸易开放水

平、 自贸区优惠利用率和原产地规则严格程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空间效应影响

（空间溢出效应）。 其呈现的空间效应影响依据不同空间关联关系有所不同。 具体

表现为， 对外贸易开放水平在三种空间关联规则下的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显著， 这与

假说 ２中有关对外贸易开放水平的假设相悖； 自贸区优惠利用率只在地理空间关联

规则下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这与假说 ２中自贸区优惠利用率的假设相

符； 原产地规则严格程度只在贸易空间关联规则下呈现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这与假说 ２中原产地规则严格程度的假设相悖。

从国内产业价值链和网络区域价值链的关系来看， 在该自贸区网络中， 对于地

理距离相近的国家或地区之间， 自贸区优惠利用率对邻国 （地区） 制造业国际竞

争力的正向溢出作用要大于对本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促进作用； 对于贸易水

平相近的邻国 （地区） 之间， 原产地规则严格程度的运用对邻国 （地区） 制造业

国际竞争力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 对本国 （地区） 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充分

说明各成员在积极融入网络区域价值链来获取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收益程度远不如对

其他成员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正向溢出程度， 从而使各经济体产生退出区域经济合作

的动机。 如近几年来， 一些发达国家开始放弃 “微笑曲线” 的规则， 逐渐将制造

业生产线回归本土。 虽然产业链国内化的动机逐渐显现， 但对外贸易开放水平在网

络区域价值链中对本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确实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这也说

明未来继续保持良好的对外开放环境是保证产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保障。
（２） ＰＭＩ 因素。 表 ５结果显示， 鉴于 ＰＭＩ 指数与外部冲击影响是负相关关系，

Ｗ＿ＰＭＩ 系数显示， 制造业外部冲击因素通过网络区域价值链对网络中贸易水平相

近的经济体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而网络中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经济体间外部冲击溢

出效应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是正向关系。 一般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经济体之间

产业结构多存在重叠部分， 一国 （地区） 产业在受到外部冲击的短暂影响后， 会

通过全球价值链影响到 “经济邻近” 国家 （地区）， 由于两国 （地区） 产业分工

地位在国际分工中具有相似性， 一国 （地区） 制造业的衰退会提升全球制造业产

品生产链条中同一地位国家 （地区） 互补产品的出口。 但依据现实情况来看， 长

期、 广度的外部冲击对各个经济体整个产业链的影响都是负向的。 至此， 关于外部

冲击因素的负向溢出效应与假说 ４基本符合。 从网络中成员之间的空间关系来看，

表 ５　 外部冲击因素估计结果

ＳＤＭ

变量 地理距离 经济距离 贸易距离

Ｗ＿ＰＭＩ
－０ ００９６ －０ ０４２３∗∗∗ ０ ０４７９∗

（－１ ０７００） （－２ ８７００） （１ ８７００）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１０％、 １％； 括号中的数值为 ｚ统计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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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冲击影响更容易通过网络区域价值链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自由度相似的国家

或地区间传导， 地缘冲击传播也并不像过去那样显著。
（五） 空间影响因素模型估计结果的敏感性分析

虽然 ＳＡＲ、 ＳＥＭ和 ＳＤＭ模型在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都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空间

影响效应， 但有必要对模型的稳健性进行检验。 这里引入敏感性分析， 通过控制空

间距离对观测量影响的衰减性， 来检验模型系数的稳健性。 表 ６ 表明， ＳＡＲ、 ＳＥＭ
和 ＳＤＭ模型在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 依据参数 α 的不同取值 （衰减的不同程度控

制）， 模型系数的方向与显著性均没有发生改变。 这充分说明上述模型得出的结果

具有稳健性， 即由此得到的结论具有可信性。

表 ６　 敏感性分析结果

ＳＡＲ

变量 地理距离 经济距离 贸易距离

α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Ｗ＿ ｙ 　 －１ ０１９３∗∗∗ 　 －０ ５００８∗∗∗ 　 －０ １１０５ －０ ００９６ 　 ０ ３４４０∗∗∗ 　 ０ ２８６７∗∗∗

（－５ １４００） （－４ ９３００） （－０ ６８００） （－０ ０８００） （３ ６３００） （３ ３６００）
ＳＥＭ

变量 地理距离 经济距离 贸易距离

α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Ｗ＿ｕ 　 －１ ５０３５∗∗∗ 　 －０ ７３９４∗∗∗ －０ ３６５２∗∗∗ －０ １５７８∗∗ ０ ３０７２ ０ ３１０７∗

（－１３ １８００） （－８ ０２００） （－３ ３３００） （－２ ２４００） （１ ４０００） （１ ７２００）
ＳＤＭ

变量 地理距离 经济距离 贸易距离

α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Ｗ＿ ｙ －０ ４７６０∗∗ －０ １２５３ －０ ９６９９∗∗∗ －０ ５３３６∗∗∗ －０ ２４６２ －０ ０４７０

（－１２ ８１００） （－０ ９９００） （－８ １０００） （－７ ２６００） （－１ ５９００） （－０ ４９００）

Ｗ＿ｔｒａｄｅ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３４
（０ ２６００） （０ ４０００） （０ ４３００） （－０ ０７００） （－０ ３２００） （－１ ５３００）

Ｗ＿ＲＴＰＩ ０ ０７５８∗∗ ０ ０３３２∗ ０ ００８４ ０ ０１０２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４４
（２ ０９００） （１ ７２００） （０ ３６００） （０ ８６００） （－０ ３２００） （－０ ８６００）

Ｗ＿ＳＲＯ ０ ０２３７ ０ ０１７９ －０ ０７６２ －０ ０５３８ ０ ５６６９∗∗∗ ０ ２８８３∗∗∗

（０ ２４００） （０ ３６００） （－０ ６８００） （－０ ８７００） （４ ４５００） （４ ９０００）

Ｗ＿ＰＭＩ
－０ ００９６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４２３∗∗∗ －０ ０２３１∗∗∗ ０ ０４７９∗ ０ ０２５５∗

（－１ ０７０） （－０ ５９００） （－２ ８７００） （－２ ６０００） （１ ８７００） （１ ８５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１０％、 ５％和 １％； 括号中的数值为 ｚ统计量值； α 为空间权重矩阵公式
中的参数。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第一， 从量化角度看， 以中国为 “轮轴国” 建立的自贸区网络中， 无论是与

中国相关的双边网络还是多边网络， 中国制造业的产值水平始终呈现递增趋势，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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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制造业产值水平在世界中的占比也逐步增加， ２０１８ 年已经达到了 ３１ ００％， 即网

络中制造业基本形成以中国生产为主导的产业结构。 同时， 自贸区网络中成员的增

加只对中国制造业的相对产值提升产生了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并没有对其出口竞

争力产生较大影响。
第二， 以中国为 “轮轴国” 的自贸区网络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效应。 考虑到经济

体之间不同的关联性规则， 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相关性并不相同。 其中， 网络

中地理距离相近的国家或地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之间显示出正向空间相关性； 经济发

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之间显现出负向空间相关性； 对外贸易开

放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制造业竞争力之间则呈现出正向空间相关性； 在当前自贸区

网络中， 地缘距离不再成为制造业空间关联发生的主要因素， 而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

水平相近的经济体之间的产业空间关联性越来越强。
第三， 基于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空间效应发现， 不同空间关系下的空间影响效应

也不相同。 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看： 一是对于地理距离邻近的国家或地区之间

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呈现 “两极化” 发展格局， 其中， 邻近地区之间自贸区优惠

利用率的提升会显著促进两地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上升； 二是对于经济发展水

平相似的国家或地区之间， 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稳健， 但在考

虑到自贸区优惠利用率、 原产地规则严格程度和外部冲击因素在网络区域价值链

的传导作用后， 制造业空间关联呈现出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 三是贸易开放水平

相似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制造业竞争力提升具有互相促进效果， 同时原产地规则严

格程度对 “邻近” 国家 （地区） 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同样在考虑到影响国内产业链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自贸区优惠利用率、 原产地规则

严格程度等规则限制因素后， 后者发挥的 “贸易规则限制作用” 覆盖了贸易开

放水平带来的正向影响， 使趋同空间分布现象变得不再显著； 四是网络中地理和

贸易空间关联规则下的成员之间有制造业产业链国内化的趋势； 五是无论在何种

空间关联规则下， 对外贸易开放水平始终对本国 （地区） 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产

生正向作用。
第四， 外部冲击等不确定性因素会在自贸区网络中进行传导， 并逐步蔓延到各

个国家或地区， 且不同空间关联规则影响的后果亦不相同。 具体表现为： 在贸易水

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之间， 外部冲击给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带来不利影响； 外部冲击

在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或地区之间传导为双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带来短暂的正

向影响； 全球价值链冲击相较于在地缘国家 （地区） 之间的传播， 在经济发展水

平和贸易自由度相似的国家 （地区） 之间传导效率更快、 广度更深。
（二） 政策含义

第一， 提高对外贸易开放质量， 以自贸区合作模式促进中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

展。 本文肯定了对外贸易开放水平对本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正向作用。 以中

国为 “轮轴国” 的网络中新成员的加入能够带来一定收益， 但对本国制造业国际

竞争力的提升效果并不显著， 这也意味着中国在继续提升贸易开放水平的同时， 应

依据现有自贸区的合作优势， 扩大贸易的广度与合作的深度， 提升规则规范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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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水平， 以高质量的开放水平来提升本国的竞争优势。
第二， 根据自贸区网络中不同的空间关联规则， 应设立不同的贸易政策给予应

对。 首先， 对于地理邻近的国家或地区， 应避免制造业之间的恶性竞争， 注重两国

（地区） 之间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互补性， 优化产业结构， 以获得更大幅度的产业竞

争力提升空间， 同时可以优先选择与自贸区优惠利用率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进行产业

合作； 其次， 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或地区， 应制定合理的原产地规则和贸

易补偿机制， 以预防 “邻近” 国家 （地区） 对本国实施贸易规则限制惩罚所带来

的不利后果； 最后， 对于网络中贸易开放水平相似的国家或地区， 应继续加深双方

之间的制造业合作， 进一步扩展产业合作空间， 同时可以优先考虑与原产地规则更

加规范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建立合作关系， 但也应预防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上升所带

来的成本效应。
第三， 应对国际产业链内化的趋势， 使中国自由贸易区成为国内循环与国际循

环良性互动的重要桥梁。 从当前全球价值链逐渐内化到区域或国内的趋势以及当前

经济全球化停滞不前的局面来看， 中国的经济内循环成为现阶段必要的政策选择。
当前中国应依托自由贸易区提供的国际合作平台， 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可以更好

地融合， 发挥国内市场营商环境提供的优势， 在稳定本国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前提

下， 加快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衔接的调整与完善， 从而进一步提升在国际市场

中的竞争能力。
第四， 应对外来冲击， 加强本国价值链、 产业链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当前国

际环境日益复杂多变， 国际市场参与者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广度与深度也逐渐加深，
因此， 建立必要的防范与预警机制能够有效缓解国际环境带来的冲击。 有效的防范

措施在于国内市场的健全与完善， 依托国际市场大环境的背景， 提升国内市场的需

求增长， 使得产供销可以在国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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