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
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基于进口中间品异质性的研究

刘会政　 　 朱　 光

摘要： 中国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 技术溢出与 “低端锁定” 等效应往

往相伴而生。 本文以装备制造业为研究对象， 在使用投入产出法测算其出口技术复杂

度的基础上， 深入探究了不同来源的进口中间品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异质影响。 结论

表明， 全球价值链嵌入显著地提高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而中间品进

口中的中间制造品以及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中间品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其中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中间制造品的促进作用最强。 本

文认为， 不同来源的中间品实际上暗含了不同的嵌入方式， 研究结论从调整中间品进

口结构的角度为中国实现从 “被动参与” 到 “主动构建” 全球价值链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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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长期以来， 中国依靠自身充裕的劳动力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等优势， 以较为开

放的姿态积极融入到全球价值链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ＧＶＣ） 分工体系中， 通过加

工贸易极大地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中国虽已成为出口大

国， 但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倪红福， ２０１７［１］； 许家云等，
２０１７［２］）。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中国商务部印发的 《对外贸易发展 “十三五” 规划》 中

明确指出， 当前中国外贸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其中就

包括加快提升出口产品技术含量。 可见， 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是中国当前对外

贸易的重要努力方向。 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 装备制造业承担着为下游行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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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及技术手段的重要职能， 然而中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仍然处

在较为低端的位置 （林桂军和何武， ２０１５ａ［３］）。
中间品贸易是 ＧＶＣ 分工的重要表现形式。 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 一国通过中

间品贸易不仅可以快速地嵌入到 ＧＶＣ 分工体系之中， 同时还能够通过技术溢出提

高进口国相关行业和企业的技术水平 （Ｋｅｌｌｅｒ， ２００２［４］； Ｏｌｐｅｒ， ２０１７［５］ ）。 虽然

ＧＶＣ 嵌入越来越被视为一种促进发展的有效方式， 但是嵌入与发展之间不是自动

的因果关系 （Ｇｏｇ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６］）， 即并非所有国家均能从嵌入 ＧＶＣ 的过程中获

益 （Ｋｕｍｍｒｉｔｚ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７］）， 一国进口何种类型的中间产品与从哪个国家进口

关系到进口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 Ｖｅｅｒａｍａｎｉ， ２００９［８］ ）。 Ｚａｃｌｉｃｅｖｅｒ 和 Ｐｅｌｌａｎｄｒａ
（２０１８） ［９］指出， 进口中间投入不是高品质输入的代名词， 许多有生产力的公司选

择进口中间投入的原因也许仅仅是因为进口中间品具有更便宜的价格， 而不是其拥

有相比于国内中间品更高的技术含量和质量。 刘维林等 （２０１４） ［１０］认为， 相比于进

口中间制造品， 进口中间服务品中蕴含了更为高级的知识、 信息与技术， 且任何一

个出口制造企业均处在产品架构与功能架构的 ＧＶＣ 双重嵌入之中， 因此在研究

ＧＶＣ 嵌入时， 有必要对产品嵌入与服务嵌入进行区分。
现有的研究仍只停留在一个维度上对进口中间品的异质性进行考察， 本文以装

备制造业为研究对象， 根据进口中间品来源的不同， 将其区分为来自发达经济体的进

口中间制造品、 来自发达经济体的进口中间服务品、 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中间制

造品和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中间服务品， 重点考察了进口中间品的异质性效应，
从而为中国装备制造业进口中间品的选择， 乃至贸易伙伴的选择提供政策指导。

一、 文献综述

现有学者在研究 ＧＶＣ 嵌入效应这一问题时， 更多地从嵌入程度的角度进行衡

量。 Ｈｕｍｍｅｌｓ 等 （２００１） ［１１］ 提出垂直专业化率指数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ｅ，
ＶＳＳ） 用于表示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进口价值比重， 无论是基于行业层面还是企业

层面， 这一指数均成为衡量 ＧＶＣ 嵌入程度最为通用的指标 （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７［１２］； Ｌ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１３］； 唐宜红等， ２０１７［１４］）。 在此基础上， 部分学者对不同

来源的进口增加值的异质性效应进行了研究， 如产品嵌入与服务嵌入的异质性

（刘维林等， ２０１４； 刘胜等， ２０１６［１５］ ）， 发达国家嵌入与发展中国家嵌入的异质性

（唐宜红等， ２０１７； 许家云等， ２０１７） 等等。
关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计算， 随着中间品贸易的日趋增多， 学者们逐渐意识到

传统的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等 （２００６） ［１６］提出的以出口额为基础测算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方法

忽略了进口中间品的影响， 因而会使测算出的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高于实际

水平 （Ａｍｉｔｉ ａｎｄ Ｆｒｅｕｎｄ， ２０１０［１７］； 祝树金和张鹏辉， ２０１３［１８］ ）。 因此， 杜修立和

王维国 （２００７） ［１９］、 程大中等 （２０１７） ［２０］均试图从生产的角度考虑将进口中间品的

影响剔除掉， 然而由于数据的限制或方法的局限， 均不能将出口中的进口中间品完

全剔除， 从而使得测算结果与实际情况产生偏差。 倪红福 （２０１７） 考虑到上述问

题， 认为在以 ＧＶＣ 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下， 某一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体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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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投入品所含技术含量与最后生产工序技术含量之和， 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对中

国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产出品的国内技术复杂度进行了计算。
当前大部分的跨国经验研究均表明 ＧＶＣ 嵌入有利于进口国技术水平的提高，

但是在对进口中间品的异质性进行研究时， 结论却不尽相同 （刘维林等， ２０１４；
李惠娟和蔡伟宏， ２０１７［２１］； 刘琳和盛斌， ２０１７［２２］）。 从影响渠道来说， 进口中间品

通过质量效应、 多样性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对进口国技术水平提高的正向作用均得到

了验证 （许家云等， ２０１７； Ｚａｃｌｉｃｅｖｅｒ ａｎｄ Ｐｅｌｌａｎｄｒａ， ２０１８； 张杰等， ２０１５［２３］）。 然而

也有研究发现， 嵌入全球生产分工的发展中国家在向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攀升

时， 往往受到主导价值链的跨国公司的抵制， 将本土企业 “俘获” 在价值增值能

力较为低端的位置， 从而形成 “低端锁定” 的现象 （ Ｓｃｈｍｉｔｚ， ２００４［２４］； 杨水利

等， ２０１４［２５］）， 抑制本土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虽然现有文献已从多个角度探讨了 ＧＶＣ 嵌入对进口国技术水平的影响， 力求

研究不同国家、 不同产业和不同进口中间品的异质效果， 但仍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有待补充： 第一， 现有的大多数研究要么不能将出口产品中的进口中间品进行完全

剔除， 要么用产出的国内技术复杂度表示出口中的国内技术复杂度， 这均与中国装

备制造业真实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一定的偏差。 第二， 当前对于 ＧＶＣ 嵌入的衡

量均局限于进口中间品种类、 来源地、 技术水平等某一个维度上， 依据现有研究成

果无法从二维视角下辨别不同进口中间品的异质性效应。 基于以上不足， 本文的边

际贡献为： 第一， 以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支柱性地位的装备制造业为研究对象，
使用出口增加值率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进行修正， 从而可以更加客观地衡量中国

装备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第二， 使用世界投入产出表， 将出口中的进口中间

品划分为从发达经济体进口的中间制造品、 从发达经济体进口的中间服务品、 从发

展中经济体进口的中间制造品和从发展中经济体进口的中间服务品四个部分衡量

ＧＶＣ 嵌入， 从而使得本文的结论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践意义。

二 、 模型设定与指标计算

（一） 回归模型设定

为了分析不同来源的进口中间品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本

文在参考刘维林等 （２０１４）、 刘洪铎和陈和 （２０１６） ［２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构建了

如下计量回归模型：
ｌｎＥＴｉｔ ＝ αａ ＋ βａ ｌｎｖｓｓｉｔ ＋ γａＸ ｉｔ ＋ φａＩｉ ＋ εａ

ｉｔ 　 　 　 　 　 　 　 　 　 （１）

ｌｎＥＴｉｔ ＝ αｃ ＋ β１
ｃ ｌｎｖｓｓ＿ ｅｄｉｔ ＋ β２

ｃ ｌｎｖｓｓ＿ ｉｎｇｉｔ ＋ γｃＸ ｉｔ ＋ φｃＩｉ ＋ εｃ
ｉｔ （２）

ｌｎＥＴｉｔ ＝ αｖ ＋ β１
ｖ ｌｎｖｓｓ＿ ｍｉｔ ＋ β２

ｖ ｌｎｖｓｓ＿ ｓｉｔ ＋ γｖＸ ｉｔ ＋ φｖＩｉ ＋ εｖ
ｉｔ （３）

ｌｎＥＴｉｔ ＝ αｏ ＋ β１
ｏ ｌｎｖａｅｄｍｉｔ ＋ β２

ｏ ｌｎｖａｅｄｓｉｔ ＋ β３
ｏ ｌｎｖａｉｎｇｍｉｔ ＋

　 　 　 　 β４
ｏ ｌｎｖａｉｎｇｓｉｔ ＋ γｏＸ ｉｔ ＋ φｏＩｉ ＋ εｏ

ｉｔ

（４）

　 　 其中， 下标 ｉ 表示经济体， ｔ 表示时间， εｉｔ 表示随机误差项， 上标 ａ、 ｃ、 ｖ 和 ｏ
分别表示整体 ＧＶＣ 嵌入、 分经济体的 ＧＶＣ 嵌入、 分行业的 ＧＶＣ 嵌入和分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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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业的 ＧＶＣ 嵌入的回归方程。 被解释变量 ＥＴ表示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

杂度； 主要解释变量为 ＧＶＣ 嵌入程度的不同分解方式， 其中， ｖｓｓ 表示用垂直专业

化率计算的整体 ＧＶＣ 嵌入， ｖｓｓ＿ ｅｄ与 ｖｓｓ＿ ｉｎｇ分别表示发达经济体 ＧＶＣ 嵌入与发展

中经济体 ＧＶＣ 嵌入， ｖｓｓ＿ ｍ 和 ｖｓｓ＿ ｓ 分别表示制造业 ＧＶＣ 嵌入与服务业 ＧＶＣ 嵌入，
ｖａｅｄｍ 、 ｖａｅｄｓ 、 ｖａｉｎｇｍ 与 ｖａｉｎｇｓ 分别表示发达经济体制造业 ＧＶＣ 嵌入、 发达经济

体服务业 ＧＶＣ 嵌入、 发展中经济体制造业 ＧＶＣ 嵌入与发展中经济体服务业 ＧＶＣ
嵌入。 Ｘ 表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 包括研发强度 （ ｒｄ ）、 资本劳动比 （ ｋｌ ）、 市场

化水平 （ ｍａｒｋｅｔ ）、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 （ ｆｄｉ ） 等， Ｉｉ 表示经济体的个体控

制变量。 本文通过模型 （１） — 模型 （４） 从 ＧＶＣ 整体嵌入、 不同经济体的 ＧＶＣ
嵌入和不同行业的 ＧＶＣ 嵌入、 不同经济体与不同行业的 ＧＶＣ 嵌入角度考察了不同

类型的进口中间品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二）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在计算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时， 主要使用到的数据为

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ＷＩＯＤ） 中的世界投入产出表 （ＷＩＯＴ）。 为了尽可能多地获

取研究样本， 本文选取的样本研究时间区间为 １９９５—２０１４ 年， 并使用 ２０１３ 年版本

中的 ＷＩＯＴ 计算 １９９５—１９９９ 年的相关数据， 使用 ２０１６ 年版本中的 ＷＩＯＴ 计算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的相关数据。 本文参考林桂军和何武 （２０１５ｂ） ［２７］ 的做法， 以 “六分

法” 来研究装备制造业。 此外， 控制变量的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科

技统计年鉴》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等。
（三）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测算

本文对 ＧＶＣ 嵌入的衡量借鉴的是唐宜红和张鹏杨 （２０１７） 对出口品国内与国

外增加值分解的测算方法。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ＶＴＢＥ ＝

ＶＴ１Ｂ１１Ｅ１ ＶＴ１Ｂ１２Ｅ２ … ＶＴ１Ｂ１ｃＥｃ … ＶＴ１Ｂ１ＮＥＮ

ＶＴ２Ｂ２１Ｅ１ ＶＴ２Ｂ２２Ｅ２ … ＶＴ２Ｂ２ｃＥｃ … ＶＴ２Ｂ２ＮＥＮ

︙ ︙ ︙ ︙ ︙ ︙
ＶＴＮＢＮ１Ｅ１ ＶＴＮＢＮ２Ｅ２ … ＶＴＮＢＮｃＥｃ … ＶＴＮＢＮＮＥＮ

æ

è

ç
ç
ç
çç

ö

ø

÷
÷
÷
÷÷

（５）

上式表示由世界各经济体出口所引致的行业层面的附加值矩阵。 其中， ＶＴ 表

示由各经济体各行业增加值率组成的对角矩阵， Ｂ 为经典的里昂惕夫逆矩阵， Ｅ 为

由各经济体各行业出口额组成的对角矩阵。 设 ｃ 代表中国， 则 ＶＴＢＥ 中的第 ｃ 个分

块列矩阵显示了中国各个行业出口中的增加值来源情况。 以 ２０１３ 年公布的 ＷＩＯＴ
为例， 具体来说， 第 ｃ 个分块列矩阵中的第 １３ 列至 １５ 列显示了中国装备制造业各

分行业出口中的增加值来源情况。 因此， 中国装备制造业某一行业 ｔ 出口中的进口

增加值可以通过式 （６） 进行计算， 其中 ｉ 和 ｋ 分别表示经济体和行业：

ＦＶＡｃｔ ＝ ∑
Ｎ

ｉ ＝ １（ ｉ≠ｃ）
∑

Ｓ

ｋ ＝ １
ｖｔｉｋｂｉｃｋｔｅｃｔ （６）

本文的重点是得到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中不同来源及种类的进口增加值， 因此

在得出式 （６） 后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中的进口增加值进行分解得到了式 （７）：
ＦＶＡｃｔ ＝ ＶＡｅｄ ＋ ＶＡｉｎｇ ＝ ＶＡｍ

ｅｄ ＋ ＶＡｓ
ｅｄ ＋ ＶＡｍ

ｉｎｇ ＋ ＶＡｓ
ｉｎｇ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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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式 （７） 中， 下标 ｅｄ 和 ｉｎｇ 分别表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 上标的 ｍ
和 ｓ 分别表示中间制造品和中间服务品。 本文对于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界

定依据的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ＵＮＤＰ） 提

出的人类发展指数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ＨＤＩ）。 ＨＤＩ 是衡量联合国各成员

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量化指标， 不仅代表了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 而且还将其居

民的预期寿命、 教育水平与生活质量等包含在内， 且该数据每年更新一次， 具有较

好的权威性和时效性。 本文将 ＨＤＩ＞ ＝ ０ ８ 的国家界定为发达经济体， 其他的经济

体为发展中经济体， 为了简化计算， 在本文的样本期内， 假定一个经济体的所属类

别没有发生改变， 并且其所属类别为样本期内的大概率类别。
（四）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

本文采用倪红福 （２０１７） 测算出口技术含量的方法计算中国装备制造业各分

部门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该方法基于一国出口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等于产品产出技

术含量与进口中间品所含技术含量之差的思想， 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法计算一国部门

层面的出口技术含量。 一国或地区某个部门的总产出从生产工序的角度进行分解，
以矩阵的形式可以表示为：

Ｖ′ ＝ （ＶＴ＃ＴＳＩ） ′（ Ｉ － Ａ） －１ （８）
在式 （８） 中， Ｖ 表示各个经济体部门层面的全部技术含量向量； ＴＳＩ 表示最后

生产工序的技术含量列向量； ＶＴ 表示增加值率系数列向量； ＃ 表示矩阵的对应元素

相乘； Ｉ 为单位矩阵； Ａ 表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 Ｉ － Ａ） －１ 则为里昂惕夫逆矩阵， 在

使用投入产出表进行计算时， 经常用 Ｂ 表示。
式 （８） 计算了一国或地区部门层面产出的技术含量， 然而在全球生产分工体

系下， 一国或地区的产出不仅包含了本国或地区生产要素所创造的增加值， 同时也

包含了所使用的来自其他经济体中间产品的增加值。 为此， 在计算一国或地区部门

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时， 还需要剔除掉进口中间品的技术复杂度。
倪红福 （２０１７） 虽然对不同来源的技术含量加以区分， 但在计算一国或地区

整体的出口技术含量时， 由于中国存在大量加工贸易， 因此采用 “部门产出的国

内技术含量与出口的技术含量相同” 的假设具有一定的不合理性。 出口增加值率

代表了一经济体出口中经济体内增加值的比重， 也可以理解为刻画了一经济体单位

出口中经济体内增加值与其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 因此本文认为将出口增加值率作

为相应产出技术含量的系数， 可以更加客观地反映部门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基

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了计算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新型指标， 如式 （９） 所示：
ＥＴ ＝ Ｖ × ＶＡＸ （９）

在式 （９） 中， ＥＴ 表示出口技术复杂度列向量， ＶＡＸ 表示出口增加值率列向量，
采用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与出口额之比表示， 并根据王直等 （２０１５） ［２８］提出的三国

投入产出模型方法进行计算。 该式的含义为， 某部门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等于其国内

产出的技术含量与出口增加值率之积。 具体而言， 当该部门产出的增加值均为本国

创造时， 其出口增加值率为 １， 即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等于其产出技术复杂度； 当该

部门的产出完全为进口时， 其出口增加值率为 ０， 那么其出口技术复杂度也为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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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由于本文在上文中计算的是装备制造业分行业层面的出口

技术复杂度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度， 因此需要将装备制造业分行业层面的数据合并为

整体数据， 考虑到两个指标的具体含义， 本文在将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合并时， 采

用的是以各个分行业的增加值出口额作为加权进行平均， 而在将全球价值链嵌入进

行合并时， 采用的是以各个分行业的出口额作为加权进行平均。

三、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根据公式 （１） — （４） 依次考察了不同来源进口中间品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出

口技术复杂度的异质性影响，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１ 所示。 从第 （１） 列可以看出， 进口

中间品显著地促进了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这表明参与全球生产分工

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 使其在技术层面上获益。
第 （２） 列显示， 来自于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中间品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技

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来自于发达经济体的进口中间品对中国装

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虽为负但并不显著。 本文认为， 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

是， ＧＶＣ 作为一种由跨国公司主导的新型国际分工形式， 当中国企业与不同经济发

展水平的经济体进行贸易时， 实际上扮演的 “角色” 也有所不同。 虽然来自于发达

经济体的进口中间品的技术含量较高， 理论上更倾向于产生技术溢出效应， 但是其在

参与由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主导的 ＧＶＣ 分工的过程中， 中国企业往往扮演着被支配

的角色， 在 ＧＶＣ 中所处的位置也较低， 更多地以加工贸易的方式获取微薄的利润，
因而处于 “低端锁定” 状态的可能性也较大， 所以对于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来说，
往往产生 “技术溢出” 与 “低端锁定” 并存的效果。 而在与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较低

的发展中经济体进行中间品贸易时， 中国企业承担主导 ＧＶＣ 角色的可能性更大， 在

这种情况下中国国内企业的创新动力更强， 因而更有利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第 （３） 列显示， 进口中间制造品有利于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

升， 而进口中间服务品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有抑制作用， 这一

结果与现实中 “制造业与服务业相互促进” 的认知有所不符。 本文认为， 由于装

备制造业不同于一般的制造业， 其作为一种技术密集型产业， 进口的中间制造品可

以更加直观地被国内企业消化、 吸收， 进而再创新， 因而进口中间制造品的 ＧＶＣ
嵌入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 而对于 “进口中间

服务品的影响效应为负” 这一结果将在下文中进一步解释。
第 （４） 列对进口中间品从来源地与行业两个维度进行研究， 结果显示， 来自

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中间制造品均有利于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

杂度的提升， 而来自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中间服务品则都抑制了中国

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首先， 从第 （４） 列各变量的回归系数来看， 这一结果与前三列的回归结论保

持一致。 其次， 这一结果从理论上来讲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由于来自发达经济体的

中间制造品一般代表着更高的技术水平， 并且相对于中间服务品来说， 更易于被进

口企业学习并进行再创新， 因此来自发达经济体的进口中间制造品对中国装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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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出口技术含量具有促进作用； 相比于来自发达经济体的中间制造品， 从发展中

经济体进口的中间制造品更倾向于通过低廉的成本优势降低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
从而将更多的生产资源集中到高技术水平生产环节， 进而促使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

的提高， 因而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中间制造品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

升的促进作用要更强； 无论是来自发达经济体的进口中间服务品， 还是来自发展中

经济体的进口中间服务品， 均抑制了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这也

验证了第 （３） 列的结果的可靠性。 值得指出的是， 本文对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

算方法与以往研究有所不同， 通过投入产出法将进口中间品中所含的技术复杂度进

行了剔除， 因而本文中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的是本国国内生产要素为中国装备制

造业出口所赋予的技术含量， 从测算的角度保证了本文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表 １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ＥＴ ｌｎＥＴ ｌｎＥＴ ｌｎＥＴ

ｌｎｖｓｓ ０ １６０∗∗∗

（０ ０２１）

ｌｎｖｓｓ＿ｅｄ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１）

ｌｎｖｓｓ＿ｉｎｇ ０ １１０∗∗∗

（０ ０１１）

ｌｎｖｓｓ＿ｍ ０ ８８８∗∗∗

（０ ０７９）

ｌｎｖｓｓ＿ｓ
－０ ７０６∗∗∗

（０ ０７６）

ｌｎｖａｅｄｍ ０ ５１９∗∗∗

（０ ０８０）

ｌｎｖａｅｄｓ
－０ ６８７∗∗∗

（０ ０９８）

ｌｎｖａｉｎｇｍ ０ ６２８∗∗∗

（０ ０３７）

ｌｎｖａｉｎｇｓ
－０ ３４１∗∗∗

（０ ０２８）

ｌｎｒｄ
－０ ５００∗∗∗ －０ ５０７∗∗∗ －０ ３１７∗∗∗ －０ ２２６∗∗∗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４）

ｌｎｋｌ
－０ ０８３∗∗∗ －０ １３２∗∗∗ ０ １０６∗∗∗ ０ １１０∗∗∗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４）

ｌｎｆｄｉ
－０ ０４１ －０ ０３６ ０ １５２∗∗∗ ０ ２５９∗∗∗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６）

ｌｎｍａｒｋｅｔ
－０ ６８２∗∗∗ －０ ６８７∗∗∗ －０ ４９４∗∗∗ －０ ３９２∗∗∗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５７５∗∗∗ ０ ６７９∗∗∗ ０ ９０９∗∗∗ １ ３４２∗∗∗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５） （０ ０５０） （０ ０６０）
经济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７８０ ７８０ ７８０ ７８０
Ｒ２ ０ ９７８ ０ ９７９ ０ ９８０ ０ ９８４

注： 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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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进一步的经验分析

（一） 稳健性检验

１ 更换样本数据类型

在基准回归中， 本文为了构造平衡面板数据， 将 ２０１６ 年最新公布的 ＷＩＯＴ 表

中新增的瑞士、 克罗地亚以及挪威三国剔除， 使用的是 ３９ 个国家或地区 ２０ 年的数

据。 为了剔除样本删减带来的误差， 最大程度地考证 ＧＶＣ 嵌入对中国装备制造业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本文运用可得到的现有数据， 使用非平衡面板数据对该问

题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如表 ２ 中的第 （１） — （４） 列所示， 从

中可以看出， 在最大程度获取样本的情况下， 各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仍保持不

变， 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表 ２　 更换样本数据类型与考虑经济体发展动态变化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ｎＥＴ ｌｎＥＴ ｌｎＥＴ ｌｎＥＴ ｌｎＥＴ ｌｎＥＴ ｌｎＥＴ ｌｎＥＴ

ｌｎｖｓｓ
０ １５５∗∗∗ ０ １６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１）

ｌｎｖｓｓ＿ｅｄ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９）

ｌｎｖｓｓ＿ｉｎｇ
０ １０７∗∗∗ ０ ０９８∗∗∗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９）

ｌｎｖｓｓ＿ｍ
０ ９１０∗∗∗ ０ ８８８∗∗∗

（０ ０７６） （０ ０７９）

ｌｎｖｓｓ＿ｓ
－０ ７３４∗∗∗ －０ ７０６∗∗∗

（０ ０７３） （０ ０７６）

ｌｎｖａｅｄｍ
　 　 ０ ５５１∗∗∗ 　 ０ ４８０∗∗∗

（０ ０７７） （０ ０８８）

ｌｎｖａｅｄｓ
－０ ７２７∗∗∗ －０ ５７９∗∗∗

（０ ０９５） （０ １０８）

ｌｎｖａｉｎｇｍ
０ ６３４∗∗∗ ０ ６０４∗∗∗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５）

ｌｎｖａｉｎｇｓ
－０ ３４６∗∗∗ －０ ３６５∗∗∗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７）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５７８∗∗∗ ０ ６７７∗∗∗ ０ ９１４∗∗∗ １ ３４３∗∗∗ ０ ５７５∗∗∗ ０ ７１２∗∗∗ ０ ９０９∗∗∗ １ ３５９∗∗∗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８） （０ ０５８）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５） （０ ０５０） （０ ０６１）
经济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８２５ ８２５ ８２５ ８２５ ７８０ ７８０ ７８０ ７８０
Ｒ２ ０ ９７８ ０ ９７９ ０ ９８１ ０ ９８４ ０ ９７８ ０ ９７９ ０ ９８０ ０ ９８５

注： 根据本文的界定标准， 塞浦路斯、 捷克、 爱沙尼亚、 希腊、 克罗地亚、 匈牙利、 爱尔兰、 意大利、 韩

国、 立陶宛、 拉脱维亚、 马耳他、 波兰、 葡萄牙、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等均在样本期间内实现了从发展中

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的转变。 为了节省篇幅， 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问题处理中仅汇报了主要解释变量

的回归结果。

２ 考虑经济体发展的动态变化

在基准回归中， 本文为了简化计算， 根据经济体所属的大概率类别界定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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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然而由于本文样本的时间跨度相对较长， 在现实情况中， 有相当一部分经济

体在 １９９５—２０１４ 年间实现了由发展中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的转变。 本文考虑到这

部分经济体在样本期内所属类别的动态性， 根据每年各个经济体自身实际的 ＨＤＩ，
重新对其进行了界定。 本文根据重新划分的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 对

１９９５—２０１４ 年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中的不同来源的进口增加值进行了测算， 稳健

性检验结果如表 ２ 中的 （５） — （８） 列所示。 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 在考虑到

经济体发展的动态变化后， 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３ 改变估计方法

考虑到模型中可能存在着组间异方差、 组内自相关与组间同期相关等问题， 因

此本文使用同时校正上述三个问题的更为全面的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 （ＦＧＬＳ） 对

该面板数据进行了再次估计。 表 ３ 显示了使用 ＦＧＬＳ 方法对原数据进行回归后的结

果， 从中可以看出， 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表 ３　 改变估计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ＥＴ ｌｎＥＴ ｌｎＥＴ ｌｎＥＴ

ｌｎｖｓｓ ０ ０８５∗∗∗

（０ ００５）

ｌｎｖｓｓ＿ｅｄ
－０ ０６５∗∗∗

（０ ００５）

ｌｎｖｓｓ＿ｉｎｇ ０ ０６７∗∗∗

（０ ００５）

ｌｎｖｓｓ＿ｍ １ ２９７∗∗∗

（０ ０１６）

ｌｎｖｓｓ＿ｓ
－１ ２４５∗∗∗

（０ ０１６）

ｌｎｖａｅｄｍ ０ ２１５∗∗∗

（０ ０２３）

ｌｎｖａｅｄｓ
－０ ３７８∗∗∗

（０ ０２８）

ｌｎｖａｉｎｇｍ ０ ９３９∗∗∗

（０ ００７）

ｌｎｖａｉｎｇｓ
－０ ５９４∗∗∗

（０ ００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５５９∗∗∗ ０ ６６２∗∗∗ １ ０９３∗∗∗ １ ８０８∗∗∗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８）
经济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７８０ ７８０ ７８０ ７８０

（二） 内生性问题

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进一步证明上述结果的可

靠性， 本文引入主要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其工具变量， 并使用二阶段最小二乘

法 （２ＳＬＳ） 再次进行回归。 为了简单起见， 仅在表 ４ 中报告了第二阶段的回归结

果。 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 在剔除了双向因果关系之后， 回归结果中主要解释变

量的符号与基准回归结果仍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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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ＳＬＳ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ＥＴ ｌｎＥＴ ｌｎＥＴ ｌｎＥＴ

ｌｎｖｓｓ ０ ２４８∗∗∗

（０ ０３０）

ｌｎｖｓｓ＿ｅｄ ０ ０６１∗

（０ ０３２）

ｌｎｖｓｓ＿ｉｎｇ ０ １１２∗∗∗

（０ ０１１）

ｌｎｖｓｓ＿ｍ ０ ８５７∗∗∗

（０ ０９０）

ｌｎｖｓｓ＿ｓ
－０ ５８８∗∗∗

（０ ０８５）

ｌｎｖａｅｄｍ １ ２４４∗∗∗

（０ １４９）

ｌｎｖａｅｄｓ
－１ ４７１∗∗∗

（０ １７２）

ｌｎｖａｉｎｇｍ ０ ４７６∗∗∗

（０ ０５０）

ｌｎｖａｉｎｇｓ
－０ １７５∗∗∗

（０ ０４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５９９∗∗∗ ０ ６９１∗∗∗ ０ ９６９∗∗∗ １ １６２∗∗∗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７） （０ ０５７） （０ ０７４）
经济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７００ ７００ ７００ ７００
Ｒ２ ０ ９７７ ０ ９７９ ０ ９８０ ０ ９８２

值得指出的是， 在以上回归中， 唯一不同的是在模型 （２） 中来自发达经济体

的进口中间品 （ ｖｓｓ＿ ｅｄ ） 的系数符号容易发生改变， 且其经常为不显著的状态。
本文认为， 这是因为来自发达经济体的进口中间品往往同时兼备不同的效应。 理论

上来说， 具有代表性的技术溢出与 “低端锁定” 现象表现得最为明显且作用效果

完全相反， 不同效应的综合效果难以断定， 因此其影响效应有待进一步考证。
（三） 影响机制检验

上述研究表明， ＧＶＣ 嵌入显著地促进了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

升。 需要进一步考虑的是， ＧＶＣ 嵌入是如何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的？ 为此，
本文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可能存在的影响渠道进行了检验。 根据前文中的理论分

析， 并考虑到数据可得性的限制， 本文选取技术溢出效应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了

检验。
首先， 本文根据 Ｃａｖｅｓ 等 （１９８２） ［２８］ 提出的行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方

法， 使用 ＷＩＯＤ 中社会经济账户中的相关数据对不同经济体 １９９５—２０１４ 年装备制

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计算。 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ｌｎＴＦＰ ｉｔ ＝ ｌｎＹｉｔ －
１
Ｎ∑ｉ

ｌｎＹｉｔ
æ

è
ç

ö

ø
÷ － １

２
σｉｔ ＋

１
Ｎ∑ｉ

σｉｔ
æ

è
ç

ö

ø
÷ ｌｎＬｉｔ －

１
Ｎ∑ｉ

ｌｎＬｉｔ
æ

è
ç

ö

ø
÷

　 　 　 　 － １ － １
２

σｉｔ ＋
１
Ｎ∑ｉ

σｉｔ
æ

è
ç

ö

ø
÷

æ

è
ç

ö

ø
÷ ｌｎＫ ｉｔ －

１
Ｎ∑ｉ

ｌｎＫ ｉｔ
æ

è
ç

ö

ø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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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式 （１０） 中， Ｙ 表示行业增加值， σ 表示劳动补偿份额， Ｋ 表示资本存量， Ｌ
表示劳动力数量， Ｎ表示经济体数量， 下标的 ｉ和 ｔ分别表示经济体和年份。 在计算

出中国以及其他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 （ ｌｎＴＦＰ ） 之后， 本文采用其他经

济体与中国生产率的对数差表示技术溢出 （ ｌｎｓｐｉｌｌ ）， 即：
ｌｎ ｓｐｉｌｌｔ ＝ ｌｎＴＦＰｘｔ － ｌｎＴＦＰｃｔ ＝ ｌｎ（ＴＦＰｘｔ ／ ＴＦＰｃｔ） （１１）

其中， ｌｎＴＦＰｘｔ 表示除中国以外的其他经济体 ｔ 年装备制造业生产率的对数，
ｌｎＴＦＰｃｔ 表示中国 ｔ年装备制造业生产率的对数。 由上式可知， 当中国与中间品进口

来源地的生产率差距较大时， 更容易产生技术溢出效应。
以技术溢出作为中间变量， 使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 （ＦＧＬＳ） 对 ＧＶＣ 嵌入如何

影响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对技术溢出效应中介渠道的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ｌｎＥＴ ｌｎｓｐｉｌｌ ｌｎＥＴ

ｌｎｖｓｓ ０ ００９∗ －１ ２９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５） （０ １６１） （０ ００５）

ｌｎｓｐｉｌｌ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ｌｎｒｄ
－０ ４２８∗∗∗ ０ ０１０ －０ ４２３∗∗∗

（０ ００３） （０ １３３） （０ ００３）

ｌｎｋｌ
－０ ０７１∗∗∗ －１ ６０４∗∗∗ －０ ０５８∗∗∗

（０ ００４） （０ １３４） （０ ００４）

ｌｎｆｄｉ ０ ０３９∗∗∗ ０ ３９３∗∗∗ ０ ０５３∗∗∗

（０ ００７） （０ １１９） （０ ００７）

ｌｎｍａｒｋｅｔ
－０ ７５２∗∗∗ －０ ４７５∗∗∗ －０ ７４２∗∗∗

（０ ００７） （０ １３８） （０ ００７）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５６８∗∗∗ １ ５６５∗∗∗ ０ ５８３∗∗∗

（０ ０１２） （０ ５６７） （０ ０１３）
经济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７４０ ７４０ ７４０

　 　 其中， 第 （ １） 列显示， ＧＶＣ
嵌入显著地促进了中国装备制造业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第 （ ２）
列表明， ＧＶＣ 嵌入对本文中的技术

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由

于本文的技术溢出效应使用其他经

济体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

差表示， 这说明 ＧＶＣ 嵌入有利于缩

小中国与其他经济体装备制造业的

生产率差距， 即 ＧＶＣ 嵌入显著地提

高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

率。 在第 （１） 列的基础上将技术

溢出效应引入回归方程， 得到第

（３） 列的回归结果， 一方面表明

ＧＶＣ 嵌入可以直接促进中国装备制

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另一方面， 由于 ｌｎｓｐｉｌｌ 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表明中国

与其他经济体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越大， 越有可能产生技术溢出效应，
从而越有利于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因此， 技术溢出效应这一中

介渠道的存在得到了印证。
（四） 进口中间服务品影响为负的解释

进口中间服务品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呈显著的负向影响， 这与

传统的 “服务业进口有助于促进制造业发展” 的认知并不相符。 为了探究产生这一结

果的原因， 本文进一步将服务业划分为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进行研究。
本文以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５ 年公布的生产性服务业分类为基础， 在考虑到数据可

得性以及 ２０１３ 年版与 ２０１６ 年版 ＷＩＯＴ 匹配等问题后， 选取货物运输仓储、 邮政快

递和通讯、 金融服务、 租赁和商务服务行业为生产性服务业， 其他剩余服务业作为

生活性服务业进行研究。 回归结果见表 ６， 第 （１） — （３） 列是使用最小二乘法

的回归结果， （４） — （６） 列是使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 其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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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列、 第 （６） 列为主要观察对象， 可以发现无论是采用最小二乘法， 还是可行

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 将服务业进一步划分为生产性服务业 （ ｌｎｖｓｓ＿ ｓｐ ） 与生

活性服务业 （ｌｎｖｓｓ＿ ｓｌ ） 后， 来自生活性服务业的进口中间品显著地抑制了中国装

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而来自生产性服务业的进口中间品显著地促进了

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值得指出的是， 本文通过计算发现，
１９９５—２０１４ 年间， 中国装备制造业进口中间品来自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仅约占服

务业整体的 ２５％—３０％， 从而导致来自生活性服务业进口中间品对中国装备制造业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显著抑制效应呈主导作用。
上述研究结论表明， 对于中国装备制造业来说， 在推动服务业进一步开放、 扩

大服务进口的同时， 更要有针对性地选择服务品进口的种类并优化服务品进口的结

构， 才能够发挥进口中间服务品的技术促进作用。

表 ６　 不同种类服务业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ＥＴ ｌｎＥＴ ｌｎＥＴ ｌｎＥＴ ｌｎＥＴ ｌｎＥＴ

ｌｎｖｓｓ 　 ０ １６０∗∗∗ 　 ０ ０８７∗∗∗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４）

ｌｎｖｓｓ＿ｍ 　 ０ ８８８∗∗∗ 　 １ １１２∗∗∗ 　 １ ２９７∗∗∗ 　 １ ６９２∗∗∗

（０ ０７９） （０ ０８５）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０）

ｌｎｖｓｓ＿ｓ
－０ ７０６∗∗∗ －１ ２４５∗∗∗

（０ ０７６） （０ ０１６）

ｌｎｖｓｓ＿ｓｌ
－１ ２８８∗∗∗ －１ ８２９∗∗∗

（０ １３０） （０ ０３５）

ｌｎｖｓｓ＿ｓｐ ０ ２９０∗∗∗ ０ ２０１∗∗∗

（０ ０７５） （０ ０２７）

ｌｎｒｄ
－０ ５００∗∗∗ －０ ３１７∗∗∗ －０ ２１７∗∗∗ －０ ４６８∗∗∗ －０ ０８５∗∗∗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ｌｎｋｌ
－０ ０８３∗∗∗ ０ １０６∗∗∗ ０ １６０∗∗∗ －０ ０９７∗∗∗ ０ ２９１∗∗∗ ０ ３５９∗∗∗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９）

ｌｎｆｄｉ
－０ ０４１ ０ １５２∗∗∗ ０ ２４８∗∗∗ －０ ０３８∗∗∗ ０ ４２２∗∗∗ ０ ４９４∗∗∗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０）

ｌｎｍａｒｋｅｔ
－０ ６８２∗∗∗ －０ ４９４∗∗∗ －０ ４４７∗∗∗ －０ ７３４∗∗∗ －０ ３９７∗∗∗ －０ ３０４∗∗∗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５７５∗∗∗ ０ ９０９∗∗∗ ０ ９９９∗∗∗ ０ ５６８∗∗∗ １ ０９３∗∗∗ １ ００９∗∗∗

（０ ０４４） （０ ０５０） （０ ０９０）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３１）
经济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７８０ ７８０ ７８０ ７８０ ７８０ ７８０
Ｒ２ ０ ９７８ ０ ９８０ ０ ９８１

五、 结论及政策建议

参与全球生产分工使中国迅速成长为贸易大国， 那么在中国加快培育外贸竞争

新优势的今天， 行业内的技术水平是否同样受益于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值得研究的重

要问题。 本文以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关键性地位的装备制造业为研究对象，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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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进口中间品来源的不同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 主要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 中间品进口整体上显著地促进了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

升， 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发现， 技术溢出是促进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

杂度提升的一条重要渠道。 这表明中国装备制造业在通过中间品贸易嵌入全球价值

链分工的同时， 也在技术水平层面有所获益， 从实证检验的角度证明了中国进一步

扩大对外开放的必要性。
第二， 将中间品进口根据来源地进行划分， 发现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中间

品显著地促进了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而来自发达经济体的进口

中间品效应则并不明显。 本文认为， 进口中间品来源地的不同表面上反映的是贸易

伙伴的不同， 但实际上也暗含了中国装备制造业嵌入 ＧＶＣ 方式的不同。 当与不同

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体进行贸易时， 中国装备制造业也经历了在 ＧＶＣ 分工中从

“被动参与” 到 “主动构建” 角色的转变。
第三， 从进口中间品的性质来说， 进口中间制造品显著地促进了中国装备制造业出

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而进口中间服务品则显著地抑制了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

度的提升。 本文认为， 对于装备制造业这一技术密集型产业来说， 相对于进口中间服务

品， 进口中间制造品中所包含的知识和技术可以更加直观地被国内企业消化、 吸收从而

促进技术的提升。 此外， 对 “进口中间服务品的影响效应为负” 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

究发现， 来自生产性服务业的进口中间品显著地促进了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的提升， 而来自生活性服务业的进口中间品的影响效应显著为负。
第四， 将进口中间品的来源地和性质同时纳入回归方程后发现， 来自发达经济

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中间制造品均显著地促进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

杂度， 而来自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中间服务品均显著地抑制了中国装

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来自发达经济体的进口中间制造品往往蕴含着更

高的技术水平， 从而也更容易被中国的进口企业进行模仿、 消化、 吸收和再创新，
而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中间制造品则通过降低中国国内企业低技术环节的进口

成本， 促使中国装备制造业将更多的生产资源集中到技术水平较高的生产环节， 进

而促进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上述结果在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及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 本文的上述结

论不仅有利于重新审视中国装备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技术效应， 而且对从调整

进口结构和选择贸易伙伴的角度促进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具有十

分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 （１）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深度， 并通过调整进口结构，
促进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研究表明， 嵌入全球价值链有利于中

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这为中国坚持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坚

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提供了有力证据。 然而研究也表明， 对于装备制造业来

说， 不同来源的进口增加值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有着不同的影

响。 因此要在扩大进口的同时， 增强对进口中间品的甄别能力， 对于装备制造业来

说， 要加大中间制造品和与自身生产联系较为密切的生产性服务品的进口， 以此进

一步提高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２） 积极把握 “一带一路” 倡议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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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发展机遇。 调整进口结构的实质就是转变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

式， 加快从 “被动参与” 到 “主动构建” 的转变。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为中

国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其他各国， 尤其是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生产联系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中不仅包含了波兰、 捷克、 立陶宛等经济发展

水平较高的中东欧国家， 而且还包含了众多的发展中经济体， 这为中国装备制造业

“走出去”、 构建生产链伙伴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与便利条件。 因此要牢牢抓住 “一
带一路” 倡议带来的机遇， 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产业链延伸至海外地区， 进一步

提高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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