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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的贸易协定内容数据库所提供的有关区域贸易协定中

的 ５２ 项条款规定， 以及每项条款规定法律可执行性的信息， 构建区域贸易协定的

水平深度指数， 实证检验其对出口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
区域贸易协定的 “总深度” 条款对出口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

参与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其中 “ＷＴＯ＋” 条款与 “ＷＴＯ－Ｘ 深度” 条款对出口经

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差异； “核心深度” 条款对出口经济体在全

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但将 “核心深度” 条

款区分为 “边界深度” 条款与 “边界后深度” 条款后， 只有 “边界后深度” 条款

对出口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在

“核心深度” 条款中， “边界深度” 条款需要与 “边界后深度” 条款相互配合才能

发挥作用， 进而对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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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区域贸易协定会对贸易流量产生影响， 但其中哪些条款起到重要作用并不明确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ｎ Ｗｉｎｃｏｏｐ， ２００４） ［１］。 一些研究检验了单个区域贸易协定的贸易

影响效应， 例如， 欧洲经济区 （ＥＥＡ） 与以色列—美国自由贸易协定在经济和政

治动机上存在差异， 欧洲经济区的重点在于欧洲的区域一体化， 而以色列—美国自

由贸易协定的主要目标是美国将以色列作为在中东实现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工具，
欧洲经济区在贸易自由化方面比后者更为广泛， 并且在法律上包含了许多可以促进

经济一体化的政策， 而以色列—美国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目标不是刺激自由贸易

（Ｒｏｓｅｎ， ２００４） ［２］。 由于检验个别区域贸易协定效果的研究通常仅限于某个地理区

域和较短的时间范围， 虽然这些研究能够提供有关区域贸易协定效果的详细结果，
但方法上的差异使得难以对研究结果进行对比。 另外一些研究则使用大样本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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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协定信息， 采用虚拟变量来确定区域贸易协定的签署 （生效） 或区分不同区

域贸易协定安排 （如自由贸易协定、 关税联盟等）， 但这种方法的缺陷之一是不能

充分反映各区域贸易协定在内容上的差异， 以及这种内容上的差异对成员和非成员

贸易流产生的不同影响。
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生产分散化并行的背景下， 中间品要进行多次跨境交

易， 因此中间品进口的贸易壁垒会产生累积和放大效应， 显著提高贸易成本。 区域

贸易协定作为一项重要的消除跨国贸易壁垒的政策工具， 签署区域贸易协定是否会

增加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贸易流量， 需要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与现有文献相比， 主

要在如下几方面作了改进： 第一， 本文使用区域贸易协定内容信息 （而不仅仅是

虚拟变量） 来测量贸易协定的深度， 能够将区域贸易协定中不同条款的贸易效果

区分开来； 第二， 本文根据区域贸易协定条款对不同监管问题和政策领域的涵盖程

度以及这些规定的法律强制性水平来定义区域贸易协定的水平深度， 有助于更精确

地评估区域贸易协定对贸易的影响； 第三， 目前对区域贸易协定影响经济体参与全

球价值链的研究还较少， 本文通过检验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影响贸易流程的具体渠

道， 特别是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对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以便更深层地理解

区域贸易协定的贸易效应。

一、 文献综述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以来， 区域贸易协定的数量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２０ 个增加到 ２０１５
年底的 ２７９ 个。 同时区域贸易协定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 较早的区域贸易协定关注

政策领域较少， 主要集中在工业和农产品关税承诺以及其他边境措施 （如出口

税）； 而较新的协定是 “更深” 水平的贸易协定， 扩大了旧协定所涵盖的政策领

域， 将内容逐渐延伸到贸易救济 （反补贴措施、 反倾销税） 等领域， 然后扩展到

更广泛的知识产权和标准等边界后措施。 区域贸易协定下的贸易份额也不断增加，
１９９６ 年在区域贸易协定下的贸易量只占世界贸易的 ２４％， 但这一份额在 ２０１３ 年增

长到 ３７％。 虽然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区域贸易协定减少了贸易壁垒， 但签署区域贸

易协定是否是提高其成员贸易流量的影响因素， 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结论， 特别是使

用标准引力模型检验区域贸易协定对贸易流的影响是有偏的， 不可观测的异质性造

成了估计值的偏低， 这种有偏估计将区域贸易协定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低估了大

约 ７５％～８５％ （Ｂａｉｅｒ ａｎｄ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２００７） ［３］。 Ｋｏｈｌ （２０１４） ［４］采用一阶差分方法纠

正区域贸易协定估计的内生性偏误， 发现区域贸易协定最多能够促进贸易提高

５０％， 而且超过一半的区域贸易协定对贸易量根本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 只有约

１ ／ ４ 的区域贸易协定产生了贸易促进效应。
区域贸易协定的深化与最近全球经济中出现的生产国际化现象有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以来， 技术进步和贸易壁垒减少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生产的分散化， 从

产品设计到配送到消费者， 价值链上的每个生产阶段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组

织： 要么在垂直整合的情况下将片段化生产保留在企业内， 要么将其中间品生产阶

段按照技术顺序外包给其他企业并分散到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生产 （ Ｐｒｅｔｅ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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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ｕｎｇｉ， ２０１７） ［５］。 水平深度较低的区域贸易协定往往具有内在的歧视性， 会员之间

相互给予关税减让， 由此产生的关税优惠会增加成员之间的贸易 （创造贸易）， 但

也可能引致区域贸易协定成员使用协定伙伴的产品 （贸易转移） 以取代从非协定

成员那里所采购的进口产品。 因此区域贸易协定对非成员的影响较为复杂， 如果贸

易协定中的条款是以歧视的方式实施的， 成员经济体既不支付关税也不承担贸易摩

擦费用， 因此可以扩大其市场销售， 但这可能会伤害到非成员经济体的出口， 给非

成员经济体带来竞争劣势。
但是如今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在水平深度上越来越高， 协定中包括了竞争政

策、 知识产权和其他监管问题等政策领域。 深度区域贸易协定中除了通过消除关

税和减少其他摩擦 （如反倾销、 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应急保护措施） 来降低成

员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成本， 贸易协定中的其他规定 （如补贴纪律或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 还能降低出口风险进而降低贸易成本， 因此涵盖更多领域的区域贸易

协定有利于其成员减少这些成本， 对成员贸易产生积极影响。 在水平深度较高的

区域贸易协定中， 其条款规定往往以非歧视的方式消除贸易壁垒， 因此非成员经

济体也可从相关成本的降低中受益， 从而降低非贸易协定成员的贸易成本而产生

正向的溢出效应。
为了实证检验区域贸易协定水平深度对贸易的影响， Ｍａｔｔｏｏ 等 （２０１７） ［６］ 利用

贸易协定内容的数据库 （Ｈｏｆ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７］， 在标准引力模型中加入贸易协

定水平深度变量， 实证结果表明深度协定的签署对成员之间的贸易流动有着正向促

进作用， 区域贸易协定水平深度高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增长了 ４４％， 而且区域贸

易协定水平深度增高能够带来更多的贸易创造效应； 但深度协议需要两年的时间才

能增加贸易流量， 这是因为需要时间来落实边界措施改革。 而且深度区域贸易协定

带来的贸易创造并不是以牺牲成员经济体与非成员经济体的贸易利益为代价， 区域

贸易协定深度的增加使得协定内贸易伙伴与其他经济体的双边贸易增加了约 １９％，
深度协定的这种 “负向” 贸易转移是由协定中纳入了非歧视性规定 （如规范竞争

政策、 补贴和标准的规定） 所驱动的， 深度贸易协定对成员和非成员的贸易均产

生了正向影响。

二、 模型设定与数据

（一） 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研究区域贸易协定的水平深度对出口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因此设定如下引力模型：

ＧＶＣ＿Ｐａｒｔｉｊｔ ＝ α０ ＋ α１Ｈ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 Ｚβ ＋ μｉ ＋ υ ｊ ＋ εｉｊｔ （１）
其中， ＧＶＣ＿Ｐａｒｔｉｊｔ 表示出口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 本文采用前向垂

直专业化率来测量， 该变量是双边层面的变量， ｉ 表示出口经济体， ｊ 表示进口经

济体； ＨＤｅｐｔｈ ｉｊｔ 是经济体 ｉ 与 ｊ 签署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的水平深度， 具体的评价

方法和标准见下文； Ｚ 是控制变量， 主要包括各经济体的市场规模、 物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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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质量等变量， β 是对应的回归系数向量； μ ｉ 与 υ ｊ 表示双边经济体的固定效应

项； ε ｉｊｔ 是误差项。
在引力模型中， 区域贸易协定变量可能不是严格外生的， 传统的回归方法将

引致区域贸易协定变量的估计值受内生性偏误的影响。 Ｂａｉｅｒ 和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２００７） 证明使用工具变量可以解决区域贸易协定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但回归结

果非常不稳定， 工具变量估计不是解决引力模型中贸易协定虚拟变量内生性偏误

的可靠方法， 在模型中纳入双边固定效应项或国家—时间固定效应项可以有效降

低区域贸易协定变量估计值所受内生性偏误的影响。 此时引力模型中的 “多边

阻力”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ｅｒｍｓ， ＭＲＴ） 项是时变的， 即出口经济体和进口经

济体的固定效应项是随时间而变化的：
ＧＶＣ＿Ｐａｒｔｉｊｔ ＝ α０ ＋ α１Ｈ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 Ｚβ ＋ μｉｔ ＋ υ ｊｔ ＋ εｉｊｔ （２）

其中， μｉｔ 和 υ ｊｔ 分别是进口经济体—年度和出口经济体—年度固定效应项。
（二）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１ 因变量： 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

亚洲开发银行在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ＷＩＯ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投

入产出表 （ ＩＯＴ） 等数据的基础上， 增加了部分亚洲经济体， 编制多区域投入产出

表 （ＭＲＩＯＴ） 和贸易增加值统计数据库， 并根据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３） ［８］ 提出的方法将

贸易增加值数据进行分解。 在 ２０１５ 年出版的亚太地区主要指标 （Ｋｅ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中给出了 ４５ 个经济体与其他世界经济体 （ＲＯＷ）、 ３５ 个行业

部门的详细分解值； 到 ２０１７ 年将经济体扩展到 ６０ 个经济体及其他世界经济体。 本

文利用亚洲开发银行的分解数据来构建出口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 即前向

垂直专业化率 ＶＳ１ ＝ ＩＮＴｒｅｘ ＋ ＲＤＶ ＋ ＤＤＣ
Ｅ

， 其中， Ｅ 表示经济体 ｉ 的总出口增加

值； ＩＮＴｒｅｘ是经济体 ｉ 出口到经济体 ｊ 的中间品中的国内增加值部分， 该部分中间品

被经济体 ｊ 再出口至第三方 ｔ 并被其他经济体 （出口经济体 ｉ 除外） 所吸收； ＲＤＶ
是经济体 ｉ 出口到经济体 ｊ 的中间品中的国内增加值部分， 该部分被经济体 ｊ 再出

口返回到经济体 ｉ 并被 ｉ 所消费； ＤＤＣ 是经济体 ｉ 中间品出口的国内价值重复计算

部分。 前向垂直专业化率指数刻画了一个经济体出口对其他经济体的贡献程度。
２ 解释变量： 区域贸易协定的水平深度

本文测量区域贸易协定的水平深度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贸易协定内容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ｅｐ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数据库， 该数据库收集了 １９５８—２０１５ 年期

间向世贸组织通报的 ２７９ 份贸易协定 （ ＰＴＡ） ， 内容包括了贸易协定中的 ５２ 项

规定以及每项规定的法律可执行性等信息， 利用这些信息可以构建区域贸易协

定的水平深度 （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ｄｅｐｔｈ） 指数来测量区域贸易协定中政策领域的覆盖

范围。
（１） “总深度” 指数 （Ｔｏｔａｌｄｅｐｔｈ）
该指 数 是 对 区 域 贸 易 协 定 中 包 含 条 款 评 分 的 简 单 加 总： Ｔｏｔａｌｄｅｐｔｈ ＝

∑ ５２

ｃ ＝ １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ｃ ， 其中，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是对区域贸易协定中 ５２ 项条款的评分， 评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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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标准见下文。
（２） “ＷＴＯ＋深度” 指数 （ＡＣｄｅｐｔｈ） 和 “ＷＴＯ－Ｘ 深度” 指数 （Ｘｄｅｐｔｈ）
该数据库将区域贸易协定中的 ５２ 项政策领域分为 “ＷＴＯ＋” （１４ 项） 和

“ＷＴＯ－Ｘ” （３８ 项） 条款， ＷＴＯ＋代表了属于 ＷＴＯ 现行规定范围的政策领域， 而

ＷＴＯ－Ｘ 则提出了 ＷＴＯ 规定范围之外的义务 （见表 １）。 据此计算 ＡＣｄｅｐｔｈ ＝

∑ １４

ｃ ＝ １
ＷＴＯ＿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ｃ ， 其中， ＷＴＯ＿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ｃ 是对区域贸易协定中 “ＷＴＯ＋” 条

款 （１４ 项） 的评分； Ｘｄｅｐｔｈ ＝ ∑ ３８

ｃ ＝ １
ＷＴＯＸ＿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ｃ ， 其中， ＷＴＯＸ＿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ｃ

是对区域贸易协定中 “ＷＴＯ－Ｘ” 条款 （３８ 项） 的评分。

表 １　 “ＷＴＯ＋” 和 “ＷＴＯ－Ｘ” 条款分类

ＷＴＯ＋ ＷＴＯ－Ｘ

工业品关税 反腐败 创新政策 洗钱

农产品关税 竞争政策 文化合作 核安全

海关管理 环境法律 经济政策对话 政治对话

出口税 知识产权保护 教育和培训 公共行政

ＳＰＳ 措施 投资措施 能源 区域合作

国有贸易企业 劳动力市场监管 金融支持 研究和技术

ＴＢＴ 措施 资本流动 健康 中小企业

反补贴措施 消费者保护 人权 社会事务

反倾销 数据保护 非法移民 统计

国家补助 农业 非法药物 税收

公共采购 近似立法 产业合作 恐怖主义

ＴＲＩＭＳ 措施 视听 信息社会 签证和庇护

ＧＡＴＳ 公民保护 矿业

ＴＲＩＰＳ

（３） “核心深度” 指数 （Ｃｏｒｅｄｅｐｔｈ）
从经济效力来看， 一些条款在经济上可能比其他条款更为重要， 特别是竞争政

策、 投资、 资本流动和知识产权等， ＷＴＯ－Ｘ 政策领域已成为区域贸易协定深度的

重要特征。 本文将 “ＷＴＯ＋” 中的 １４ 项条款与 “ＷＴＯ－Ｘ” 条款中的竞争政策、 投

资、 资本流动和知识产权 ４ 项条款作为核心条款， 这 １８ 项条款为市场准入和全球

价值链的平稳运行定义了一套基本的规则。
（４） “边界深度” 指数 （Ｂｏｒｄｅｒｄｅｐｔｈ） 和 “边界后深度” 指数 （Ｂｅｈｉｎｄｄｅｐｔｈ）
核心条款可进一步划分为边界 （ ｂｏｒｄｅ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和边界后措施 （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该划分取决于条款规定的政策是否适用于边界。 制造业和农业关

税减让、 反倾销、 反补贴措施、 ＴＲＩＭＳ、 ＴＲＩＰＳ、 海关、 出口税、 ＳＰＳ、 ＴＢＴ 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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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规定大都是边界措施； 国有企业、 国家援助、 竞争政策、 知识产权、 投资、
公共采购和 ＧＡＴＳ 在很大程度上是边界后措施。

此外， 数据库中还分析和定义了一项义务的法律内容， 如果法律语言不明确或

不够明确， 所涵盖的领域可能仍然不具法律效力。 因此需要考虑区域贸易协定中的

一项条款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强制执行， 如果该条款使用的语言足够精确并且承诺没

有被排除在区域贸易协定下的争端解决程序之外， 则该政策领域就被认为是具有法

律强制性的。 在不考虑法律效力的情形下， 数据库中对条款的赋值标准是： 如果该

条款在协定中明确提及， 则赋值为 １； 如果该条款在协定中没有提及或只是一般

性地提及， 则赋值为 ０。 而在考虑法律效力的情形下， 数据库中对条款的赋值标

准是： 如果该条款在协定中没有提及或不具有法律强制性， 则赋值为 ０； 如果该

条款在协定中明确提及、 具有法律强制性， 但被排除在区域贸易协定下的争端解

决程序之外， 则赋值为 １； 如果该条款在协定中明确提及且具有法律强制性， 则

赋值为 ２。
在考虑法律效力的情形下， 以上 “总深度” 指数、 “ＷＴＯ ＋深度” 指数、

“ＷＴＯ－Ｘ 深度” 指数、 “核心深度” 指数、 “边界深度” 指数、 “边界后深度” 指

数则分别记为 “总深度” 法律有效指数 （Ｔｏｔａｌｄｅｐｔｈ＿ ｌｅ）、 “ＷＴＯ＋深度” 法律有效

指数 （ＡＣｄｅｐｔｈ＿ ｌｅ）、 “ＷＴＯ－Ｘ 深度” 法律有效指数 （Ｘｄｅｐｔｈ＿ ｌｅ）、 “核心深度” 法

律有效指数 （Ｃｏｒｅｄｅｐｔｈ＿ ｌｅ）、 “边界深度” 法律有效指数 （Ｂｏｒｄｅｒｄｅｐｔｈ＿ ｌｅ）、 “边界

后深度” 法律有效指数 （Ｂｅｈｉｎｄｄｅｐｔｈ＿ ｌｅ）。
３ 控制变量

市场规模变量 （ ｓｉｚｅ）： 本文采用经济体 ｉ、 ｊ 国内生产总值之和的对数值测量市

场规模 ｌｎ （ｇｄｐｉ＋ｇｄｐｊ）， 其中， ｇｄｐｉ、 ｇｄｐｊ 则分别是按 ２００５ 年价格和 ２００５ 年汇率

计算的经济体 ｉ、 ｊ 的国内生产总值 （单位： 百万美元）。 该数据来自 ＵＮＣＴＡＤ 数据

库， 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
物流质量变量 （ＬＰＩ）： 该变量来自世界银行的物流绩效指数 （ＬＰＩ）， 该指数

由 ６ 个子项指数组成： 海关和边境管理效率指数、 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质量指数、
具有价格竞争力的货运指数、 物流服务能力和质量指数、 跟踪和追踪货物能力指

数、 货物在预定交货时间内送达收货人的频率指数， 这些子项指数数据来自对世界

各地跨国货运代理、 主要快递公司的物流专业人员的在线调查， 研究人员利用统计

技术将以上分项指数数据聚合成一个单一的指标 ＬＰＩ， 该指标可以在不同的国家和

地区之间进行比较。 本文将出口经济体 ｉ 的物流绩效指数记为 ｌｐｉｉ， 其贸易伙伴 ｊ 的
物流绩效指数记为 ｌｐｉｊ， 物流质量变量是经济体 ｉ、 ｊ 的物流绩效指数的几何平均值：

ＬＰＩ ＝ ｌｐｉｉ × ｌｐｉｊ 。
双边联通指数 （ＬＳＢＣＩ）： 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中的班轮运输双边联通指数

（ＬＳＢＣＩ） 旨在反映成对的经济体之间的班轮运输联通性， 该指数测量了一个经济

体被整合到全球班轮运输网络的程度。 当前版本的 ＬＳＢＣＩ 包含 ５ 个子项指数： 对于

样本中任何一对经济体 Ａ 和 Ｂ， 从经济体 Ａ 到 Ｂ 所需的转运数量、 经济体 Ａ 和 Ｂ
共同的直接连接数量、 经济体 Ａ 和 Ｂ 的直接联系数量的几何平均数、 连接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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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与 Ｂ 的服务竞争程度、 连接经济体 Ａ 到 Ｂ 的最大船舶的尺寸。
经济发展差距 （Ｅｇａｐ）： 该变量以经济体 ｉ 与 ｊ 人均国内生产值之比的对数值

的绝对值来测量， 即 Ｅｇａｐ ＝ ｌｏｇＧＤＰＰＣ ｉ ／ ＧＤＰＰＣ ｊ ， 其中 ＧＤＰＰＣ 是按 ２００５ 年价

格和 ２００５ 年汇率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值 （单位： 美元）， 该数据来自 ＵＮＣＴＡＤ 数

据库。
制度质量差距变量 （ ＩＱｇａｐ）： 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数 （ＷＧＩ） 对全球

２００ 多个经济体从贪腐控制、 政府效率、 政治稳定程度、 监管质量、 司法有效性、
发言权和问责制等 ６ 个方面进行了制度质量状况的测度， 本文采用出口经济体及其

伙伴的以上 ６ 个子指数的平均值作为该经济体的制度质量， 变量分别标记为 ＷＧＩｉ、
ＷＧＩｊ， 制度质量差距变量为 ＩＱｇａｐ ＝ ＷＧＩｉ － ＷＧＩｊ 。

企业税率差距 （Ｔａｘｇａｐ）：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数据库中给出了企业的税率，
该税率旨在全面衡量企业所有税收的成本， 是按中等规模企业的应纳税额占商业

利润的比例计算。 本文使用出口经济体 ｉ 与伙伴 ｊ 的企业税率差额的绝对值来计

算企业税率差距， 即 Ｔａｘｇａｐ ＝ Ｔａｘｒａｔｅｉ － Ｔａｘｒａｔｅ ｊ ， 其中， Ｔａｘｒａｔｅ 表示企业

税率。
本文实证分析的样本数据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 由于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贸

易增加值分解数据缺失， 样本中不包含这两年的数据。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 纳入时变 “多边阻力” 的引力模型估计

为了降低区域贸易协定变量的估计值受内生性偏误的影响， 本文实证回归时

在模型中纳入了国家—时间固定效应项。 表 ２ 给出了区域贸易协定中各水平深度

指数对出口经济体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影响的回归结果。 第 （１）、 （２） 列的主

要解释变量是区域贸易协定的 “总深度” 指数变量 （Ｔｏｔａｌｄｅｐｔｈ） 和 “总深度”
法律有效指数变量 （Ｔｏｔａｌｄｅｐｔｈ＿ ｌｅ）， 其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区域贸易协

定中条款的总水平深度提高对出口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

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第 （３）、 （４） 列的主要解释变量是区域贸易协定的

“ＷＴＯ＋深度” 指数 （ＡＣｄｅｐｔｈ）、 “ＷＴＯ－Ｘ 深度” 指数以及 “ＷＴＯ＋深度” 法律

有效指数 （ＡＣｄｅｐｔｈ＿ ｌｅ）、 “ＷＴＯ－Ｘ 深度” 法律有效指数 （Ｘｄｅｐｔｈ＿ ｌｅ）， 其中，
“ＷＴＯ＋深度” 指数 （ ＡＣｄｅｐｔｈ） 与 “ＷＴＯ＋深度” 法律有效指数 （ ＡＣｄｅｐｔｈ＿ ｌｅ）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区域贸易协定中 “ＷＴＯ＋” 条款的水平深度提高对

出口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但

“ＷＴＯ－Ｘ 深度” 指数 （Ｘｄｅｐｔｈ） 与 “ＷＴＯ－Ｘ 深度” 法律有效指数 （Ｘｄｅｐｔｈ＿ ｌｅ）
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均不显著， 因此 “ＷＴＯ－Ｘ 深度” 条款的水平深度提高对出

口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没有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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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区域贸易协定中的各水平深度条款对出口经济体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Ｔｏｔａｌｄｅｐｔｈ
　 　 ０ ０３１９∗∗∗

（４ ８６）

Ｔｏｔａｌｄｅｐｔｈ＿ ｌｅ
　 　 ０ ０２０１∗∗∗

（５ ８８）

Ａｃｄｅｐｔｈ
　 　 ０ １０８∗∗∗

（３ ５２）

Ｘｄｅｐｔｈ
　 －０ ０２２４
（－１ ００）

Ａｃｄｅｐｔｈ＿ ｌｅ
　 ０ ０３１５∗

（１ ８５）

Ｘｄｅｐｔｈ＿ ｌｅ
　 ０ ０１１８
（０ ９４）

Ｃｏｒｅｄｅｐｔｈ
　 ０ ０６５６∗∗∗

（５ ４２）

Ｃｏｒｅｄｅｐｔｈ＿ ｌｅ
　 　 ０ ０３７２∗∗∗

（５ ８９）

Ｂｏｒｄｅｒｄｅｐｔｈ
　 －０ ３７２∗∗∗

（－５ ７２）

Ｂｅｈｉｎｄｄｅｐｔｈ
０ ８６９∗∗∗

（７． ３７）

Ｂｏｒｄｅｒｄｅｐｔｈ＿ ｌｅ
－０ １１８∗∗∗

（－３ １５）

Ｂｅｈｉｎｄｄｅｐｔｈ＿ ｌｅ
０ ３２６∗∗∗

（４ ７２）

Ｓｉｚｅ
１ ７８９∗∗∗ １ ８００∗∗∗ １ ７９６∗∗∗ １ ７９７∗∗∗ １ ７８９∗∗∗ １ ７８９∗∗∗ １ ７４０∗∗∗ １ ７７４∗∗∗

（１２ ７９） （１２ ８７） （１２ ８４） （１２ ８４） （１２ ７９） （１２ ８０） （１２ ４４） （１２ ６９）

ＬＰＩ
－２７． ６２∗∗∗ －２６ ４２∗∗∗ －２７． １６∗∗∗ －２６ ４７∗∗∗ －２７． ２５∗∗∗ －２６ ８８∗∗∗ －２９ ９０∗∗∗ －２８ ２５∗∗∗

（－５ ７６） （－５ ５０） （－５ ６６） （－５ ５１） （－５ ６９） （－５ ６１） （－６ ２３） （－５ ８９）

ＬＳＢＣＩ
６ ２３７∗∗∗ ５ ９５８∗∗∗ ６ ２０２∗∗∗ ５ ９５５∗∗∗ ６ １３４∗∗∗ ５ ９９２∗∗∗ ５ ８６０∗∗∗ ５ ９５８∗∗∗

（５ ８９） （５ ６１） （５ ８５） （５ ６１） （５ ７９） （５ ６５） （５ ５４） （５ ６２）

Ｅｇａｐ
－０ ０１４６ －０ ０４３３ ０ ００４４４ －０ ０２８６ －０ ００１６８ －０ ００９５７ －０ ０７５７ －０ ０２７６

（－０ １３） （－０ ３７） （０ ０４） （－０ ２４） （－０ ０１） （－０ ０８） （－０ ６５） （－０ ２４）

ＩＱｇａｐ
－０ ２５７ －０ １４２ －０ ２７６ －０ １７３ －０ ２６５ －０ ２２９ －０ １７６ －０ ２００

（－１ ４８） （－０ ８０） （－１ ５９） （－０ ９５） （－１ ５３） （－１ ３２） （－１ ０１） （－１ １５）

Ｔａｘｇａｐ
０ ００３６８ ０ ００３１６ ０ ００３０４ ０ ００３０７ ０ ００３２３ ０ ００３１０ ０ ００４９５ ０ ００４８３

（０ ５１） （０ ４４） （０ ４２） （０ ４３） （０ ４５） （０ ４３） （０ ６９） （０ ６７）
常数项 ８８ ５６∗∗∗ ８３ ９５∗∗∗ ８６ ６３∗∗∗ ８４ １６∗∗∗ ８７． １６∗∗∗ ８５ ８０∗∗∗ ９７ ９１∗∗∗ ９１ ２０∗∗∗

（４ ６７） （４ ４２） （４ ５６） （４ ４３） （４ ６０） （４ ５３） （５ １５） （４ ８０）
被解释变量 ＶＳ１ ＶＳ１ ＶＳ１ ＶＳ１ ＶＳ１ ＶＳ１ ＶＳ１ ＶＳ１

样本数 １７ ６４２ １７ ６４２ １７ ６４２ １７ ６４２ １７ ６４２ １７ ６４２ １７ ６４２ １７ ６４２
调整 Ｒ２ ０ ６６４　 ０ ６６４　 ０ ６６４　 ０ ６６４　 ０ ６６４　 ０ ６６４　 ０ ６６５　 ０ ６６５　

注： 括号中的数值是 ｔ 统计量；∗∗∗、∗分别表示 １％、 １０％显著水平； 回归时包括了出口方—年度虚拟变量和进
口伙伴方—年度虚拟变量， 即引力模型中的 μｉｔ 和 υ ｊｔ 。

表 ２ 第 （５）、 （６） 列中区域贸易协定的 “核心深度” 指数 （Ｃｏｒｅｄｅｐｔｈ） 和

“核心深度” 法律有效指数 （Ｃｏｒｅｄｅｐｔｈ＿ ｌｅ） 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因此区

域贸易协定中 “核心深度” 条款的水平深度提高促进了出口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

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 在第 （７）、 （８） 列中区域贸易协定的 “边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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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 （Ｂｏｒｄｅｒｄｅｐｔｈ） 和 “边界深度” 法律有效指数 （Ｂｏｒｄｅｒｄｅｐｔｈ＿ ｌｅ） 变量的回归

系数均显著为负， 表明区域贸易协定中 “边界深度” 条款的水平深度提高会降低

出口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 但 “边界后深度” 指数

（Ｂｅｈｉｎｄｄｅｐｔｈ） 和 “边界后深度” 法律有效指数 （Ｂｅｈｉｎｄｄｅｐｔｈ＿ ｌｅ） 变量的回归系数

均显著为正， 表明区域贸易协定中 “边界后深度” 条款的水平深度提高对出口经

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以上回归的控制变量中， 市场规模 （Ｓｉｚｅ） 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

贸易双方经济体量大会提高出口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
物流质量变量 （ＬＰＩ）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 表明物流质量的提高会抑制出口经

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 双边联通指数 （ＬＳＢＣＩ） 变量的回

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贸易双方运输联通性提高会促进出口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

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 经济发展差距 （Ｅｇａｐ） 变量、 制度质量差距变量

（ ＩＱｇａｐ）、 企业税率差距变量 （Ｔａｘｇａｐ） 的回归结果在统计上均不显著， 表明出口

经济体与贸易伙伴之间经济发展差距、 制度质量差距、 企业税率差距对出口经济体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率没有明显影响。
由于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在出口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 本文还专门计算了制造业

部门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指标 ＶＳ１＿Ｍ， 表 ３ 给出了区域贸易协定各类条款对出

口经济体制造业部门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 ３ 与表 ２ 的回归结果

相比较存在一些差异， 其中， 区域贸易协定中的 “总水平” 条款、 “ＷＴＯ＋” 条

款、 “核心深度” 条款的水平深度提高对出口经济体制造业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与表 ２ 的回归结果相一致。 但区域贸易

协定中 “ＷＴＯ－Ｘ 深度” 条款的水平深度提高却抑制了出口经济体制造业部门在全

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 “边界深度” 条款的水平深度提高会提高出

口经济体制造业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 “边界后深度” 条

款的水平深度提高对出口经济体制造业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

率没有影响， 则与表 ２ 的回归结果有所差别。
总之， 以上回归结果表明区域贸易协定中条款的总水平深度提高对出口经济体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其中， “ＷＴＯ＋” 条

款的水平深度提高对出口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有明显的

促进作用； 但 “ＷＴＯ－Ｘ 深度” 条款的水平深度提高对出口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

的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没有明显影响， 甚至会抑制出口经济体制造业部门在全球

价值链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 区域贸易协定中 “核心深度” 条款的水平深

度提高促进了出口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 其中， “边界

深度” 条款的水平深度提高会降低出口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

参与率， 但会提高出口经济体制造业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

率； “边界后深度” 条款的水平深度提高对出口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垂直

专业化参与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但对出口经济体制造业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

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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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区域贸易协定各类条款对出口经济体制造业部门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Ｔｏｔａｌｄｅｐｔｈ 　 　 ０ ０１３３∗∗∗

（３ １５）

Ｔｏｔａｌｄｅｐｔｈ＿ ｌｅ 　 　 ０ ００５２９∗∗

（２ ４１）

Ａｃｄｅｐｔｈ 　 　 ０ ０９５３∗∗∗

（４ ８２）

Ｘｄｅｐｔｈ
－０ ０４５ １∗∗∗

（－３ １４）

Ａｃｄｅｐｔｈ＿ ｌｅ 　 　 ０ ０５８６∗∗∗

（５ ３４）

Ｘｄｅｐｔｈ＿ ｌｅ
－０ ０３３ ３∗∗∗

（－４ １２）

Ｃｏｒｅｄｅｐｔｈ 　 　 ０ ０３１６∗∗∗

（４ ０７）

Ｃｏｒｅｄｅｐｔｈ＿ ｌｅ 　 　 ０ ０１４３∗∗∗

（３ ５３）

Ｂｏｒｄｅｒｄｅｐｔｈ
　 　 ０ ０４９２

（１ １７）

Ｂｅｈｉｎｄｄｅｐｔｈ
－０ ０００５２１

（－０ ０１）

Ｂｏｒｄｅｒｄｅｐｔｈ＿ ｌｅ 　 　 ０ ０５０８∗∗

（２ １１）

Ｂｅｈｉｎｄｄｅｐｔｈ＿ ｌｅ
－０ ０５３７

（－１ ２１）

Ｓｉｚｅ
－０ ２２３∗∗ －０ ２１８∗∗ －０ ２１６∗∗ －０ ２３３∗∗∗ －０ ２２５∗∗ －０ ２２３∗∗ －０ ２２３∗∗ －０ ２１９∗∗

（－２ ４８） （－２ ４３） （－２ ４１） （－２ ５９） （－２ ５０） （－２ ４８） （－２ ４７） （－２ ４４）

ＬＰＩ ６ ６４１∗∗ ６ ３５６∗∗ ７ １３８∗∗ ６ １３７∗∗ ７ ０８６∗∗ ６ ８０８∗∗ ７ １９１∗∗ ７ １２９∗∗

（２ １５） （２ ０５） （２ ３１） （１ ９８） （２ ３０） （２ ２１） （２ ３２） （２ ３１）

ＬＳＢＣＩ ３ ４５１∗∗∗ ３ ５３７∗∗∗ ３ ４１５∗∗∗ ３ ５２８∗∗∗ ３ ３３２∗∗∗ ３ ３８９∗∗∗ ３ ３４３∗∗∗ ３ ３９８∗∗∗

（５ ０７） （５ １９） （５ ０２） （５ １８） （４ ９０） （４ ９７） （４ ９１） （４ ９９）

Ｅｇａｐ
－０ １２７∗ －０ １４３∗ －０ １０６ －０ ０７４４ －０ １１７ －０ １２７∗ －０ １１４ －０ １２３∗

（－１ ７１） （－１ ９３） （－１ ４３） （－０ ９９） （－１ ５７） （－１ ７１） （－１ ５２） （－１ ６５）

ＩＱｇａｐ
０ ０２５０ ０ ０４００ ０ ００３６８ －０ １０７ ０ ０２７７ ０ ０３２７ ０ ０２４０ ０ ０２５８

（０ ２２） （０ ３５） （０ ０３） （－０ ９１） （０ ２５） （０ ２９） （０ ２２） （０ ２３）

Ｔａｘｇａｐ
－０ ００５９４ －０ ００５８４ －０ ００６６２ －０ ００６２６ －０ ００６２７ －０ ００６１２ －０ ００６３３ －０ ００６５２

（－１ ２８） （－１ ２６） （－１ ４３） （－１ ３５） （－１ ３５） （－１ ３２） （－１ ３７） （－１ ４１）

常数项
－５ ４５５ －４ ５１４ －７ ５０８ －３ ５０４ －７ ０８２ －６ ０９１ －７ ５０９ －７ ３５５

（－０ ４５） （－０ ３７） （－０ ６１） （－０ ２９） （－０ ５８） （－０ ５０） （－０ ６１） （－０ ６０）
被解释变量 ＶＳ１ ＶＳ１ ＶＳ１ ＶＳ１ ＶＳ１ ＶＳ１ ＶＳ１ ＶＳ１

样本数 １７ ６３４ １７ ６３４ １７ ６３４ １７ ６３４ １７ ６３４ １７ ６３４ １７ ６３４ １７ ６３４
调整 Ｒ２ ０ ８５８ ０ ８５８ ０ ８５８ ０ ８５８ ０ ８５８ ０ ８５８ ０ ８５８ ０ ８５８

注： 括号中的数值是 ｔ 统计量；∗∗∗、∗∗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显著水平； 回归时包括了出口方—年度虚
拟变量和进口伙伴方—年度虚拟变量， 即引力模型中的 μｉｔ 和 υ ｊｔ 。

（二） 面板数据模型估计

从理论上说， 内生性偏误的潜在来源主要包括： 遗漏变量、 选择偏差、 同时性

和测量误差等。 Ｂａｉｅｒ 和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２００７） 认为使用引力模型估计截面数据中的区

域贸易协定效应时， 省略变量和选择偏误是其内生性的主要来源。 对于截面数据， 用

于解决遗漏变量和选择偏误的计量技术方法包括使用工具变量和 Ｈｅｃｋｍａｎ 控制函数

等进行估计。 但是从经济角度来看， 引力模型中内生性偏误的来源是不可观测的异质

性， 即存在不可观测且不随时间变化的双边变量， 这些变量同时影响自由贸易协定的

签署和双边价值链参与程度变量； 因为这些变量可能与自由贸易协定相关， 所以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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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双边 “固定效应” 项 （即以国家组对为截面单元） 进行控制， 因此采用面板数

据模型的固定效应或一阶差分法来处理区域贸易协定变量的内生性偏误更为合适。
表 ４ 给出了区域贸易协定中各类条款水平深度对出口经济体全球价值链参与程

度影响的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根据 Ｈａｕｓｍａｎ 统计量、 Ｂｒｅｕｓｃｈ－Ｐａｇａｎ 统计量进行模

型选择， 最终采用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表 ４ 与表 ２ 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除了第

（７）、 （８） 列外， 在第 （７）、 （８） 列中区域贸易协定的 “边界深度” 指数 （Ｂｏｒ⁃
ｄｅｒｄｅｐｔｈ） 和 “边界深度” 法律有效指数 （Ｂｏｒｄｅｒｄｅｐｔｈ＿ ｌｅ） 变量的回归系数虽然均

表 ４　 区域贸易协定各类条款的水平深度对出口经济体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影响 （面板数据模型）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Ｔｏｔａｌｄｅｐｔｈ 　 ０ １０５∗∗∗

（４ ８６）

Ｔｏｔａｌｄｅｐｔｈ＿ ｌｅ 　 　 ０ ０６７２∗∗∗

（４ ７０）

Ａｃｄｅｐｔｈ 　 ０ １３０∗

（１ ７０）

Ｘｄｅｐｔｈ
０ ０７７３

（０ ９２）

Ａｃｄｅｐｔｈ＿ ｌｅ 　 ０ ０８３１∗

（２ ２９）

Ｘｄｅｐｔｈ＿ ｌｅ
０ ０４０９

（０ ７２）

Ｃｏｒｅｄｅｐｔｈ 　 ０ １４８∗∗∗

（４ ８２）

Ｃｏｒｅｄｅｐｔｈ＿ ｌｅ 　 　 ０ ０８３２∗∗∗

（４ ７７）

Ｂｏｒｄｅｒｄｅｐｔｈ
　 －０ ０３２０
（－０ ２８）

Ｂｅｈｉｎｄｄｅｐｔｈ ０ ４３９∗∗

（２ ４４）

Ｂｏｒｄｅｒｄｅｐｔｈ＿ ｌｅ
－０ ０１０２

（－０ １９）

Ｂｅｈｉｎｄｄｅｐｔｈ＿ ｌｅ ０ ２３５∗∗∗

（２ ７７）

ｓｉｚｅ
－４ ５５２∗∗∗ －４ ６６０∗∗∗ －４ ５２３∗∗∗ －４ ５７０∗∗∗ －４ ４４７∗∗∗ －４ ４４７∗∗∗ －４ ４４５∗∗∗ －４ ４５４∗∗∗

（－６ １３） （－６ ２４） （－６ ０５） （－５ ９４） （－６ ００） （－６ ００） （－６ ００） （－６ ０１）

ｌｐｉ １ ８５０∗∗∗ １ ８８６∗∗∗ １ ８５１∗∗∗ １ ８７７∗∗∗ １ ８８９∗∗∗ １ ８９８∗∗∗ １ ９３０∗∗∗ １ ９３４∗∗∗

（２ ８３） （２ ８９） （２ ８３） （２ ８７） （２ ８９） （２ ９０） （２ ９５） （２ ９６）

ＬＳＢＣＩ
－６ ３６７∗∗∗ －６ ３８４∗∗∗ －６ ３７５∗∗∗ －６ ３６８∗∗∗ －６ ３４９∗∗∗ －６ ３２２∗∗∗ －６ ４３８∗∗∗ －６ ４５２∗∗∗

（－３ ６０） （－３ ６１） （－３ ６１） （－３ ６０） （－３ ５９） （－３ ５８） （－３ ６４） （－３ ６５）

Ｅｇａｐ ３ ３４０∗∗∗ ３ ３６５∗∗∗ ３ ３２２∗∗∗ ３ ３３３∗∗∗ ３ ３２４∗∗∗ ３ ３３３∗∗∗ ３ ３８４∗∗∗ ３ ３８０∗∗∗

（５ ２３） （５ ２７） （５ １９） （５ １９） （５ ２０） （５ ２２） （５ ２９） （５ ２９）

ＩＱｇａｐ
０ ３２６ ０ ３３３ ０ ３２９ ０ ３３４ ０ ３２５ ０ ３２５ ０ ３０４ ０ ３１５

（０ ６５） （０ ６６） （０ ６５） （０ ６７） （０ ６５） （０ ６５） （０ ６１） （０ ６３）

Ｔａｘｇａｐ ０ ０１８３∗ ０ ０１８３∗ ０ ０１８５∗ ０ ０１８５∗ ０ ０１８９∗ ０ ０１８９∗ ０ ０１８８∗ ０ ０１８８∗

（１ ８５） （１ ８４） （１ ８６） （１ ８７） （１ ９１） （１ ９１） （１ ９０） （１ ９０）

常数项
７６ ８８∗∗∗ ７７ ９３∗∗∗ ７６ ５９∗∗∗ ７７ ００∗∗∗ ７５ ７４∗∗∗ ７５ ６２∗∗∗ ７５ ６２∗∗∗ ７５ ６４∗∗∗

（７ ４４） （７ ５２） （７ ３８） （７ ３０） （７ ３４） （７ ３３） （７ ３３） （７ ３３）
被解释变量 ＶＳ１ ＶＳ１ ＶＳ１ ＶＳ１ ＶＳ１ ＶＳ１ ＶＳ１ ＶＳ１

样本数 １７ ６４２ １７ ６４２ １７ ６４２ １７ ６４２ １７ ６４２ １７ ６４２ １７ ６４２ １７ ６４２
模型选择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调整 Ｒ２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５

注： 括号中的数值是 ｔ 统计量；∗∗∗、∗∗∗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显著水平； 回归时包括了年度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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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负， 只是统计上不再显著。
表 ５ 给出了采用一阶差分法估计的区域贸易协定各类条款水平深度对经济体全

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影响的回归结果。 与表 ４ 相比， 一阶差分法估计与面板数据模型

固定效应回归结果稍有差异， 但结论基本与表 ４ 保持一致。 Ｂａｉｅｒ 和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２００７） 认为一阶差分模型的估计结果要优于固定效应估计结果， 影响签署自由贸

易协定可能性的未观测到的因素 （例如低于其 “自然” 水平的贸易） 可能是缓慢

变化的， 因而可能是连续相关的。 当时间段 （Ｔ） 的数量超过 ２， 且在误差项不存

在序列相关的假设下， 固定效应估计结果更有效； 但在误差项遵循随机游走的假

设下 （即误差项的差值为白噪声）， 一阶差分模型估计结果更有效。 如果误差项

存在序列相关， 则随着时间 Ｔ 变大， 固定效应模型的低效率会加剧， 一阶差分数

据模型将提高长时间面板的估计效率。 但本文的一阶差分模型结果中， 检验

“面板一阶自相关” 的 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 统计量 （Ｆ 统计量） 均不能拒绝 “没有一阶自

相关” 的原假设， 加上本文采用样本数据的时间期限较小 （只有 １０ 期， 远小于

截面单元数量）， 一阶差分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相比， 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量更

有效。

表 ５　 区域贸易协定各类条款的水平深度对出口经济体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影响 （一阶差分法）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Ｔｏｔａｌｄｅｐｔｈ
０ ０６００３

（１ ５９）

Ｔｏｔａｌｄｅｐｔｈ＿ ｌｅ ０ ０４５３∗∗

（２ １３）

Ａｃｄｅｐｔｈ
０ ０２５８

（０ ３２）

Ｘｄｅｐｔｈ
０ ０７９９

（１ ０８）

Ａｃｄｅｐｔｈ＿ ｌｅ
０ ０２２７

（０ ５２）

Ｘｄｅｐｔｈ＿ ｌｅ ０ ０６５５∗

（１ ７４）

Ｃｏｒｅｄｅｐｔｈ
０ １０５６

（２ ０１）

Ｃｏｒｅｄｅｐｔｈ＿ ｌｅ ０ ０５８０∗∗

（２ ０４）

Ｂｏｒｄｅｒｄｅｐｔｈ
－０ ０１４２９

（－０ １３）

Ｂｅｈｉｎｄｄｅｐｔｈ ０ ２５０７∗∗

（２ １８）

Ｂｏｒｄｅｒｄｅｐｔｈ＿ ｌｅ
－０ ００８７

（－０ １７）

Ｂｅｈｉｎｄｄｅｐｔｈ＿ ｌｅ ０ １３７３∗∗

（２ ３６）

被解释变量 ＶＳ１ ＶＳ１ ＶＳ１ ＶＳ１ ＶＳ１ ＶＳ１ ＶＳ１ ＶＳ１

样本数 １０ ５８４ １０ ５８４ １０ ５８４ １０ ５８４ １０ ５８４ １０ ５８４ １０ ５８４ １０ ５８４

Ｆ 统计量概率值 ０ ０６５ ０ ０６６ ０ ０６５ ０ ０６６ ０ ０６６ ０ ０６６ ０ ０６６ ０ ０６６

注： 括号中的数值是 ｔ 统计量；∗∗、∗分别表示 ５％、 １０％显著水平； 为了节省篇幅， 省略了控制变量的回归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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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结及讨论

综合考虑以上纳入时变 “多边阻力” 的引力模型与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区域贸易协定中条款的水平深度提高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对出口经

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这与 Ｍａｔｔｏｏ 等

（２０１７）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即深度贸易协定中纳入了非歧视性规定 （如规范竞争

政策、 补贴和标准的规定）， 这些条款对成员和非成员的贸易均产生了正向影响，
因而有利于促进双边经济体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 其中 “核心深度” 条款对经济

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但将 “核心深度”
条款区分为 “边界深度” 条款与 “边界后深度” 条款后， 只有 “边界后深度” 条

款对出口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表明

在 “核心深度” 条款中， “边界深度” 条款需要与 “边界后深度” 条款相互配合

才能发挥作用， 进而对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产生影响。

四、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的贸易协定内容数据库所提供的有关区域贸易协定的 ５２ 项

条款内容规定以及每项条款规定法律可执行性的信息， 构建区域贸易协定的 “水
平” 深度指数来测量贸易协定中政策领域的覆盖范围， 实证检验区域贸易协定

“水平” 深度对出口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 区域贸易协定

中条款的总水平深度提高对出口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有

明显的促进作用， 其中， “ＷＴＯ＋” 条款的水平深度提高对出口经济体在全球价值

链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但 “ＷＴＯ－Ｘ 深度” 条款的水平

深度提高对出口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没有明显影响。 区

域贸易协定中 “核心深度” 条款的水平深度提高促进了出口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

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 其中， “边界深度” 条款的水平深度提高会降低出口

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 但 “边界后深度” 条款的水平

深度提高对出口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有明显的促进作

用。 这表明在 “核心深度” 条款中， “边界深度” 条款需要与 “边界后深度” 条

款相互配合才能发挥作用， 进而对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产生影响。
国际贸易规则的变化影响着价值链上的交易成本， 当前主要发达经济体都积极

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并试图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方向。 一些发达经济体

从自身利益出发， 试图将全球价值链与非关税壁垒、 服务业开放、 边境后措施等议

题挂钩， 这些层出不穷的国际经贸新规则制约了一些发展中经济体融入全球分工体

系。 本文研究发现 “边界深度” 条款需要与 “边界后深度” 条款相互配合才能发

挥作用， 进而对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产生影响， 因此制定区域贸易协定等国际经

贸规则时应将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全球价值链顺畅运行作为重要目标， 而不是单纯地

追求高标准、 高要求， 这需要统筹考虑 “边界” 与 “边界后” 规则的协调， 使两

者相互促进， 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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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ｒｄｅｒ” ｃｌａｕｓｅ ｈａ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 ｃｏｒ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ｔｈｅ “ ｂｏｒｄｅｒ” ｃｌａｕｓｅ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 ｃｌａｕ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ｈ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
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Ｄｅｐｔｈ；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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