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 我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是逐步融入全球价值

链分工合作的结果， 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方式为中国带来了大量

的就业机会， 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 然而， 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 从

价值链中低端攀升到高端， 我国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实现。 近年来， 全

球价值链成为学术界热门话题。 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贸易摩擦频繁爆发

的背景下， 加强研究中国如何更好地参与、 利用、 主导全球价值链显得格外重

要。 本刊第 １０ 期刊出 ３ 篇以 “中国与全球价值链” 为主题的论文便是一个尝

试。 论文分别从国际分工网络枢纽地位决定因素、 全球贸易双环流以及中国出

口国内增加值提升来源三个角度进行研究， 对于理解中国在全球贸易格局演变

中的角色， 以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期待更多

的优秀作品， 丰富中国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

国际贸易网络枢纽地位的决定机制研究

洪俊杰　 　 商　 辉

摘要： 本文探讨国际贸易网络中国家枢纽地位演变的背后机制， 引入社会网络

分析方法测度国家在国际贸易网络中的枢纽地位。 实证分析发现： 在样本期内， 一国

比较优势的改善有利于提升其枢纽地位， 但母国市场、 技术进步、 制度支持、 人口结

构等优势要素对其枢纽地位的影响作用要大于开放程度等传统优势要素， 且国家异质

性及产品贸易网络异质性存在一定的影响差异。 进一步地， 通过分析优势要素重要性

演变发现， 制度质量、 技术进步、 母国市场和人口结构等优势要素的重要性逐步提

高。 上述发现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构建新的综合优势， 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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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各国凭借劳动力、 资源禀赋、 技术水平等要素参与国际分工， 嵌入全球价值链

中的不同生产环节， 将参与国家从事的各生产环节连接起来， 构成了国际生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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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① 国际分工网络形成原因的假设前提和理论框架可由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和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这三大理论进行解释

（Ｇｅｒｅｆｆｉ， １９９９［１］； 张杰和刘志彪， ２００７［２］）。 各国贡献的要素稀缺程度不同决定了

其在生产网络中的嵌入位置的重要程度和所承担角色的不同， 有利于增加国际分工

网络中的双边贸易额 （Ｔｈｕｓｈｙａｎｔｈ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３］。 而刘伟和郭濂 （２０１６） ［４］ 提

出 “位势论” 来解释国际分工中价值环流的形成， 指出在国际分工中各国的位势

不同， 对资源吸引力亦不同， 高位势国家对资源更强的吸引力引致资源从低位势国

家向高位势国家流动， 高位势国家通过吸收、 内化和整合资源， 提升国家竞争力，
从而向更高位势移动； 而低位势国家凭借低廉要素资源与高位势国家合作， 也提升

了其在分工中的地位。 流经一国贸易流和资源流的增加， 表明该国对国际贸易和资

源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增强， 其在国际分工网络中的中心度提升。 Ｒｅｙｅｓ 等

（２００８） ［５］通过分析 １９８０—２００５ 年分工网络 “中心—外围” 格局的演变发现， 相较于

拉丁美洲经济体， 亚洲经济体在贸易网络中的中心度提升较快， 趋向于中心位置。 洪

俊杰和商辉 （２０１９） ［６］的研究表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间， 国际贸易网络中各国的中心地位

格局发生较大变动， 而中国枢纽地位的提升尤其迅速， 中国从 ２０００ 年的相对边缘化

国家到 ２０１６ 年已成为第一梯队的中心大国， 对国际资源的获取和控制能力也相应

增强。
对于国际贸易网络演化机制的研究， 现有文献多从地理距离、 国家经济发展、

贸易协议、 历史因素等方面分析各驱动因素对国际贸易网络结构特征的影响。 Ｇａｒ⁃
ｌａｓｃｈｅｌｌｉ 和 Ｌｏｆｆｒｅｄｏ （２００５） ［７］通过研究发现国家 ＧＤＰ 在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中起到

重要作用， 在国际贸易网络中存在着富者愈富机制。 杜运苏和彭冬冬 （２０１８） ［８］使

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构建全球增加值的贸易网络， 研究发现一国制造

业服务化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促进一国提升贸易网络中的中心度。 Ｔｈｕｓｈｙａｎｔｈａｎ 等

（２０１１） 分析了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间国际贸易结构的演变， 在 “分散” 贸易网络中，
即贸易网络中包含众多国家， 国家间的要素禀赋差异有利于增加该网络的双边贸易

额； 但在 “集中” 贸易网络中， 即当贸易网络中只有少数国家， 要素禀赋差异并

不能发挥重要作用。 Ｌｕｃａ 和 Ｌｕｃｉａ （２０１１） ［９］ 在运用网络分析方法对世界贸易网络

结构和贸易模式进行分析时， 发现多边或区域贸易自由化政策对贸易模式有显著影

响。 区域贸易协定导致贸易网络不对称， 有利于网络中心国， 不利于辐条国。 而

Ｂａｒｉｇｏｚｚｉ 等 （２０１１） ［１０］通过分析 １９９２—２００３ 年特定商品贸易网络结构发现， 地理

因素对网络结构的作用要大于区域贸易协定。 进一步地， Ｍａｓｓｉｍｏ 等 （２０１３） ［１１］ 发

现与数字服务贸易相比， 地理距离在构成实体商品贸易网络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

用。 此外， Ｂｅｒｔｈｏｕ 和 Ｅｈｒｈａｒｔ （２０１７） ［１２］从历史角度分析一国的古代殖民贸易联系

能否促进其与其他国家创建新的贸易往来， 以此分析国际贸易网络的形成。 研究发

现前殖民地与邻近前殖民者或与前殖民者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存在更多的贸易， 同

时， 殖民地进出口贸易受到贸易伙伴与前殖民者的地理邻近程度以及经济一体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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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显著影响。
现有研究为理解和分析国际贸易格局的演变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但

鲜有文章从国家内部特征或比较优势角度， 剖析国际贸易网络中国家枢纽地位演变

的背后驱动因素。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 中国已事实上成为国际分工网络

中的重要枢纽国。 当今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给中国开放型

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只有厘清国家在国际贸易网络中枢纽地位的驱

动因素， 才能对当前经济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有较为准确的认知和判断。 各国枢纽地

位演变背后的机制值得探究， 本文的研究对巩固中国的枢纽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从国家特征角度探讨各国在国际分工网络中枢纽地位的形成和演变机制，

主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１） 分析开放程度、 母国市场优势、 技术创新、 制度支

持、 人口结构等优势要素的改善是否有利于促进国家枢纽地位的提升。 （２） 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枢纽地位提升的路径有何不同； 一国在不同产品贸易网络中

枢纽地位的提升路径有何区别。 （３） 基于纵向考虑， 各优势要素对一国提升枢纽

地位作用的重要性有何演变。

一、 机制分析与理论假说

在国际分工网络中， 贸易模式由各国的生产、 交易和市场的相对比较优势决

定， 一国出口在生产、 交易和市场上具有综合比较优势的产品。 一国在国际分工网

络中的枢纽地位与其自身所具备的比较优势紧密相关。 本文从国家特征角度分析解

释国家枢纽地位的形成和演变机制。
（一） 生产比较优势与国家枢纽地位

劳动力和技术属于生产投入要素， 有利的人口结构可为一国参与全球化提供

持久的新增劳动力。 在全球化背景下， 廉价的劳动力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

的直接成本优势， 当发展中国家丰裕的劳动力转换成具有竞争力的出口商品时，
将产生人口红利， 促进经济增长和贸易发展 （蔡昉， ２０１８） ［１３］ ； 而技术水平决

定了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嵌入高度、 生产环节的主导性和所获得的增加值的高

低。 高技术水平国家占据价值链高端， 对生产链尤其是对高端资源的控制力

更强。
１ 人口结构与国家枢纽地位

人口结构对国家枢纽地位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有利的人口结构

保障了新劳动力的不断涌入。 后发国家在赶超过程中， 主要通过新劳动力的不断增

加改善国家整体的人力资本， 抵消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效应， 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增

加产出， 继而扩大出口、 提升国家枢纽地位 （田巍和余淼杰， ２０１３） ［１４］。 第二， 有

利的人口结构将劳动力从低的生产率部门 （农业） 转向高的生产率部门 （非农业）
而获得资源优化配置效率， 从而提升生产率， 扩大贸易， 提高国家中心度。 蔡昉

（２０１８） 指出拥有有利的人口结构只有在全球化背景下将人口优势兑换成具有竞争力

的商品时才能兑换成 “人口红利”。 有利的人口结构发挥积极作用， 体现 “人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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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是 “东亚模式” 下各经济体实现成功赶超的关键因素 （蔡昉， ２０１６） ［１５］。
２ 技术进步与国家枢纽地位

一国的技术进步方式会直接影响其动态比较优势和贸易模式， 而实现技术进步

的基本脉络体现在其在技术进步过程中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研发的选择上， 而选择

技术引进和合作创新是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可行路径 （林毅夫， ２００２） ［１６］。
Ｓｔｅｈｒｅｒ 和 Ｗｏｒｚ （２００３） ［１７］在讨论技术趋同、 动态比较优势和贸易模式的关系时指

出， 后发国赶超先行国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技术趋同方式大致可分为三种： “连续收

敛法” “阶梯式爬升法” 和 “跳跃式爬升法”。 后发国若遵循 “连续收敛法” 进行

技术赶超， 会增加国家各行业的进出口额； 若实行 “阶梯式” 赶超法， 则各行业

市场份额将曲线上升； 若实行 “跳跃式” 赶超法， 则高技术行业的净出口会增加，
但是低技术行业的出口额增加不明显。 可见一国技术进步方式的选择会影响一国的

贸易模式， 从而影响其枢纽地位。 技术和知识投资可以创造比较优势促进贸易的观

点也得到了众多研究的支持 （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１８］； Ｍａｒｑｕｅｚ⁃Ｒａｍｏ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１９］）。

（二） 交易比较优势与国家枢纽地位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认为交易效率的提升将增加分工网络中所涉及的商品种类数

量， 扩大分工网络规模， 而一国的开放程度、 制度环境会对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交

易效率产生重要影响。
１ 开放程度与国家枢纽地位

一国提升对外开放程度、 降低关税水平， 一方面有利于国内企业以更低成本和

更高效率获得进口品， 从而进一步促进出口贸易； 另一方面有利于增加企业利润，
促进出口增长 （田巍和余淼杰， ２０１３）， 从而提升国家枢纽地位。 Ａｎｄｒｅａ 等

（２０１６） ［２０］在研究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年间国家运输、 关税对葡萄酒贸易的影响时发现， 关

税下降会带来葡萄酒贸易额的增加。 盛斌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 ［２１］通过研究发现减让中

间品关税有利于提高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
２ 制度支持与国家枢纽地位

《２０１８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指出一国的制度质量是影响其物质、 人力资本和技

术进步的重要因素， 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保障一国生产率的提升和经济的长期增

长。 在契约不完全情况下， 稳定、 有效的制度质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市场不确

定性和契约摩擦， 降低协调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 有利于吸引转移工序的流入， 促

进国际投资和贸易， 进而促进国家枢纽地位的提升 （ Ａｎｔｒａ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２２］；
Ｃｏｓｔｉｎｏｔ， ２００９［２３］）。 许和连等 （２０１５） ［２４］指出政府效率等制度因素有利于促进高端

制造业贸易的发展。 Ｌｅｖｃｈｅｎｋｏ （２００７） ［２５］ 的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 契约执行质

量和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等制度环境影响一国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 戴翔和郑岚

（２０１５） ［２６］对中国的研究表明制度质量的完善程度对其全球价值链攀升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 杜运苏和彭冬冬 （２０１９） ［２７］ 认为一国的制度质量通过影响企业专用性投

资、 交易成本以及创新影响其制造业分工地位。 制度质量高的国家， 有利于吸收资

源和贸易流， 从而提升国家枢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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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母国市场优势与国家枢纽地位

市场规模决定了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接收程度和吸纳能力。 如今在国际贸易网

络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多为发达国家， 要素禀赋差异可从表面解释各国在国际分工体

系的不同角色， 但更深层意义上来说， 发达国家之所以可以主导全球价值链， 不仅

源于其对核心技术等高端要素禀赋的竞争优势， 更为重要的是其对控制和垄断全球

需求市场的诉求。 母国市场规模是一国能否实现其生产要素投入价值和增加值的重

要影响因素 （张杰和刘志彪， ２００７）。 庞大的市场空间为各种资金、 技术和创新的

进入留有充足的空间， 有利于提升一国产出水平， 促进进出口贸易， 提升国家枢纽

地位。
技术进步、 人口结构、 开放程度、 制度环境和国内市场规模等国家特征要素构

成了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 国际分工存在一个传递和拓展的过程， 在国际

生产链条上， 各国发展阶段和所承担角色各异。 在不同历史时期， 对于不同国家、
不同产品贸易网络， 各优势要素也会各自产生不同程度的作用。 因此我们有如下假

说： 在国际分工网络中， 一国所具备的技术进步、 人口结构、 开放程度、 制度环境

和国内市场规模等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的生产和交易比较优势， 都有利于提升其分工

网络的枢纽地位。 同时， 国家异质性及产品贸易网络异质性存在一定的影响差异，
不同优势要素在不同阶段也会显示出其不同的重要性。

二、 模型设定、 变量和数据

（一）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为验证以上假说， 本文构建国际分工网络下国家枢纽地位影响因素方程：
ｌ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ｓｔ ＝ α０ ＋ α１ ｌｎ Ｔａｒｉｆｆｓｔ ＋ α２ ｌ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ｓｔ ＋ α３ ｌｎＲＴＡｓｔ ＋
　 　 　 　 　 　 　 α４ ｌ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ｔ ＋ α５ ｌ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 ＋ α６ ｌｎ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 ＋
　 　 　 　 　 　 　 α７ ｌｎＬａｂｏｒｓｔ ＋ ϕｓ ＋ ϕｔ ＋ εｓｔ （１）
（１） 式中， ｓ 代表国家， ｔ 代表时间； 因变量 ｌ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ｓｔ 表示 ｓ 国在 ｔ 期的国

家枢纽地位。 ｌｎＴａｒｉｆｆｓｔ 表示 ｓ 国在 ｔ 期的开放程度， 关税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一国政

府对外开放的政策宽松程度， 本文运用所有产品加权平均关税税率来衡量。
ｌ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ｓｔ 和 ｌｎＲＴＡｓｔ 分别表示国内的制度支持和外部制度环境。 ｌ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ｓｔ
表示国家制度环境， 使用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ＲＳ） 集团出版的国家风险指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ｉｓｋ Ｇｕｉｄｅ， ＩＣＲＧ） 中各国贪污腐败控制指数、 法律秩序指

数、 投资环境和政府稳定性的均值作为制度环境的衡量指标， 一国的制度环境指数

越高表明该国的制度质量越高； ｌｎＲＴＡｓｔ 表示 ｓ 国在 ｔ 期所签署的 ＲＴ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数量， 一国签署的 ＲＴＡ 越多表明该国具有更有利的外部制度环

境。 ｌ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ｔ 表示 ｓ 国在 ｔ 期的居民和非居民专利申请总数量， 一国专利申请

数量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国的技术支持 （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本文选用城

镇化水平 （ ｌｎ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 ） 和人口总数 （ ｌ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 ） 来表示一国市场规

模， ｌｎ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 使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进行衡量； ｌｎＬａｂｏｒｓｔ 表示 ｓ 国在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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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人口结构， 使用劳动力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进行衡量 （陆明涛等，
２０１６） ［２８］。

（二） 枢纽地位指标选取与测算

１ 指标选取

全球产品生产的分散化以及产生的中间品或最终品贸易组成了全球生产网络。
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家可以视为全球生产网络中的 “点”， 国家之间的贸易流可以

视为生产网络中的 “边”， 而有向的流动可以将各国的分散化生产构成一个有向性

网络 （Ａｍａｄｏｒ ａｎｄ Ｃａｂｒａｌ， ２０１７） ［２９］。 为透析全球分工网络结构， 本文搭建了有向

加权贸易网络图 Ｇ， 可表示为：
Ｇ ＝ （Ｖ， Ｅ， ｗ） （２）

其中， Ｖ ＝ ｛ｖ１， ｖ２， …， ｖｎ｝ 为节点集合， ｖｉ ∈ Ｖ 表示生产网络中的国家 （ ｉ ＝
１， ２， …， ｎ ）； Ｅ ＝ ｛ｅ１， ｅ２， …， ｅｍ｝ ⊆ Ｖ × Ｖ 为边集合， （ｖｉ， ｖｊ） ∈ Ｅ 表示国家 ｖｉ
向国家 ｖｊ 的出口关系， ｗ（ｖｉ， ｖｊ） 表示有向边 ｖｉ， ｖｊ( ) 的权重， 即国家 ｖｉ 向国家 ｖｊ 的
出口额。

由于全球生产网络结构复杂， 传统贸易衡量指标难以科学、 全面地分析国际分

工结构和贸易分布状况， 因此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对网络中各节点中心度

的分析是现有的重要研究对象。 Ｃａｉｅ 等 （２０１５） ［３０］和 Ａｌａｔａｓ 等 （２０１６） ［３１］将网络中

心度指标应用于人际网络知识技术溢出问题研究， Ｃａｒｖａｌｈｏ （２０１４） ［３ ２ ］ 将其应用于

风险传递问题研究， 也有学者将网络中心度应用于国际分工和贸易网络特征分析。
马述忠等 （２０１６） ［３３］基于 １９９６—２０１３ 年国家农产品贸易数据， 刻画了全球农产品

贸易网络的中心性、 联系强度和异质性特征。 Ｄｉａｋａｎｔｏｎｉ 等 （２０１７） ［３４］使用 ２０１１ 年

６１ 国的双边中间品贸易关联数据测算了各国的网络中心度， 并分析了国家中心度

与贸易便利化的关系。 Ｃｒｉｓｃｕｏｌｏ 和 Ｔｉｍｍｉｓ （２０１８） ［３５］ 基于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 ＯＥＣＤ
ＩＣＩＯ 数据， 从产业关联角度测算国家和行业层面的前向和后向中心度， 以揭示

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变动。 在贸易网络中， 国家的中心度可以反映一国的重要性和

枢纽地位， 中心度高的国家对资源有较强的获取和控制能力， 扮演着枢纽的重要

角色。
Ｂａｌｄｗｉｎ 和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２０１３） ［３６］指出全球生产网络结构可分为序贯式、 网状式

和混合式结构。 在有向网络中， 出入节点度、 特征向量、 接近度和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 等指

标均可表示网络中心度， 但是， 不同的中心度测度方法适用于不同的网络结构分

析。 Ｃｒｉｓｃｕｏｌｏ 和 Ｔｉｍｍｉｓ （２０１８） 指出出入节点度分析方法一般适用于序贯式生产

网络结构， 只能捕捉国家的直接贸易关联； 接近度中心度主要分析通过某国家连接

网络中任意两国的最短路径； 特征向量中心度测度的某国中心度容易受到其伙伴国

中心度高低的影响 （Ｂｏｒｇａｔｔｉ， ２００５） ［３７］。 而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 中心度指标可以同时反映国

家间直接和间接的贸易关联， 也弱化了伙伴国的中心度的影响。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 中心度

源于 Ｇｏｏｇｌｅ 的网络排名指数测算， 用于体现网页的相关性和重要性。 故而基于国

际分工网络的复杂性考虑， 使用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 中心度算法更能准确地衡量国家在分工

网络中的中心度和枢纽地位。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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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 指标说明

Ｇｏｏｇｌｅ 网络排名遵循马尔可夫链。 本文在国际贸易网络框架下， 对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
指标进行解释。

在国际分工网络中存在 Ｎ 个国家， 每个国家都处于一种状态 ｖｉ （ ｉ ＝ １， …，
Ｎ ）。 假设在分工网络外存在一个国家， 该国处于事前启动状态 ｖ０ 。 与任何国家进

行贸易往来的概率收敛。 与国家 ｖｉ 进行贸易的概率越高， 国家 ｖｉ 的中心度越高。 国

家 ｖｉ 中心度和他国与 ｖｉ 进行贸易的概率之间的比例系数为 １ ／ α ， α为阻尼系数， α表

示在任意时刻、 每两个国家间继续维持贸易往来的概率， １ － α表示每两个国家间终

止贸易关系、 重新寻找贸易伙伴的概率。
在给定状态 ｖｊ 的情况下， 进入状态 ｖｉ 的转移概率是 ｐｖｊ， ｖｉ ， 对于 ｖｊ ， 满足

∑ ｖｉ
ｐｖｊ， ｖｉ

＝ １ 。

ｐｖｊ， ｖｉ
＝ α
ｄｏｕｔ ｖｊ( )

·Ａ （３）

其中， Ａ 是表示 ｖｉ 、 ｖｊ 之间贸易关系的矩阵， 当两国存在贸易往来时， Ａ（·） ＝ １；
当两国不存在贸易往来时， Ａ（·） ＝ ０， 则 ｐｖｊ， ｖｉ

＝ ０； ｄｏｕｔ ｖｊ( ) 表示 国家 ｖｊ 出口目的国

数量。
假定状态 ｖｉ 的定态概率是 πｖｉ 。 根据马尔可夫链定理， 该概率满足以下线性

方程：

πｖｉ
＝ ∑

Ｎ

ｊ ＝ ０
πｖｊ ｐｖｊ， ｖｉ， ｉ ＝ ０， １， …， Ｎ （４）

∑
Ｎ

ｉ ＝ ０
πｖｉ

＝ １ （５）

当 ｉ＝ ０ 时，

π０ ＝ ∑
Ｎ

ｊ ＝ ０
πｖｊ ｐｖｊ， ０ ＝ ∑

Ｎ

ｊ ＝ ０
πｖｊ（１ － α） ＝ １ － α( ) ∑

Ｎ

ｊ ＝ ０
πｖｊ

＝ １ － α( ) （６）

πｖｉ
＝ π０ ｐ０， ｖｉ

＋ ∑
Ｎ

ｊ ＝ １
πｖｊ ｐｖｊ， ｖｉ

＝ １ － α( )
α
Ｎ

＋ ∑
Ｎ

ｊ ＝ １
Ａ ｊ， ｉ πｖｊ

α
ｄｏｕｔ ｖｊ( )

（７）

公式两边同时乘以
１
α

：

１
α
·πｖｉ

＝ １ － α( )

Ｎ
＋ ∑

Ｎ

ｊ ＝ １
Ａ ｊ， ｉ

１
α
·πｖｊ

æ

è
ç

ö

ø
÷

α
ｄｏｕｔ ｖｊ( )

（８）

令 Ｃｐ（ｖｉ） ＝ １
α
·πｖｉ ， 得到：

Ｃｐ（ｖｉ） ＝ １ － α( )

Ｎ
＋ ∑

Ｎ

ｊ ＝ １
Ａ ｊ， ｉ Ｃｐ（ｖｊ）

α
ｄｏｕｔ ｖｊ( )

， ｉ ＝ １， ２， …， Ｎ （９）

由此得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 中心度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Ｃｐ（ｖｉ） ＝ α∑
Ｎ

ｊ ＝ １
Ａ ｊ， ｉ

Ｃｐ（ｖｊ）
ｄｏｕｔ（ｖｊ）

＋ １ － α
Ｎ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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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Ｃｐ（ｖｉ（ ｊ）） 表示国家 ｖｉ（ ｊ） 的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 表示国家中心度； ｄｏｕｔ ｖｊ( ) 表示 国家

ｖｊ 出口目的国数量； Ｎ 表示贸易网络中的国家数量； Ａ ｊ， ｉ 为邻接矩阵 （ Ｎ × Ｎ ）， 表

示国家间的贸易状态； α 为 阻尼系数， 本文采用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 算法中 α 的经验值 ０ ８５。

∑
Ｎ

ｉ ＝ １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ｖｉ） ＝ １， 一国的 Ｃｐ 值越高， 表明该国在全球分工网络中越趋于 “中

心” 位置， 枢纽地位也就越高。
（三） 数据来源说明

测算国家枢纽地位的贸易数据来源于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 制度环境数据来自

ＰＲＳ 集团出版的国家风险指南； 关税、 居民和非居民专利申请数量、 人口总数、
人口结构、 城镇化水平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国家所签署 ＲＴＡ 数量的数据

来自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 基于数据可获得性和质量的考虑， 本文最终选取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 ７１ 个国家数据作为分析样本。 本文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 １。

表 １　 主要指标的描述统计

变量 解释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国家枢纽地位 １０６３ －４ ６５９６ １ ０２２０ －６ ２６７０ －１ ８５１１
ｌｎＴａｒｉｆｆ 加权关税税率 １０６３ １ ２６８５ ０ ９６３６ －４ ６０５２ ３ ５１１８
ｌｎＲＴＡ 签署 ＲＴＡ 数量 １０６３ ２ ９５３６ １ ２２７５ ０ ４ ５４３３

ｌ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国家制度环境 １０６３ １ ８２６９ ０ １８４４ １ １６５５ ２ １４８６
ｌ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国家技术支持 １０６３ ７ ９１２１ ２ １７０５ ０ ６９３１ １３ ９１２５
ｌ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国家人口总数 １０６３ １６ ８８８６ １ ６０６２ １２ ５０２２ ２１ ０３９０
ｌｎ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城镇化水平 １０６３ ４ １９４９ ０ ３４８５ ２ ８０３８ ４ ６０５２

ｌｎＬａｂｏｒ 国家人口结构 １０６３ －０ ７７５３ ０ １６５５ －１ ３８９７ －０ ４８８２

三、 实证分析

（一） 基准分析

表 ２ 报告了国际分工网络枢纽地位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因变量是基于国家间

双边总出口贸易网络所测算得到的国家枢纽地位。 模型 （１） 汇报了基于全样本分

析一国国家特征对其枢纽地位影响的结果， 结果显示： 关税 （ ｌｎＴａｒｉｆｆ ） 系数为

负， 但是显著性较低。 鞠建东和余心玎 （２０１４） ［３８］ 指出关税的降低主要发生在

１９８０ 年以前， 而国际贸易却在 １９８０ 年后增幅更大， 即关税降幅不足以解释同期国

际贸易的增幅， 此外 Ｙｉ （２００３） ［３９］ 指出只有关税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才会促进国际

贸易的产生。 区域贸易协定 （ ｌｎＲＴＡ ） 和国内的制度环境 （ ｌ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 系数

显著为正， 说明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以及国内的制度环境改善对提升该国的枢纽地

位具有积极作用。 国内的制度环境和区域贸易协定可以看作一国在国际分工网络中

国内和国外的制度支持， 一国的制度支持增强可以吸引国内外资源和贸易流的流

入， 提升该国的资源汇聚和获取能力。 城镇化水平 （ ｌｎ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的系数显著

为正， 表明城镇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提高该国枢纽地位。 城镇化水平提高有利于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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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国内市场需求， 资源和贸易流倾向于向消费者购买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集聚。 故

而， 一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提升该国枢纽地位具有积极作用。 人口数量

（ ｌ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系数为正， 但不显著。 劳动力人口占比 （ ｌｎＬａｂｏｒ ） 系数显著为

正， 劳动力人口占比提高为一国参与国际分工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 有利

于提升一国在国际分工网络中的重要性。
参照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等 （２０１８） ［４０］的研究， 为更加清晰地辨别在国家枢纽地位的决

定机制中各类因素的贡献度大小， 本文将国内的制度环境和区域贸易协定纳入国家

的制度支持考虑， 将国家人口数量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纳入母国市场大小的考虑， 并

分别从开放程度、 制度支持、 技术支持、 母国市场和人口结构这五个角度分别进行

回归得到拟合优度 Ｒ２ ， 表 ３ 中的模型 （１） 汇报了结果。 结果显示： 在样本期内

的总出口贸易网络中， 年份和国家固定效应对国家枢纽地位差异的解释力度 Ｒ２ 为

０ ０４８。 结果显示， 母国市场、 年份和国家固定效应的解释力度为 ０ ２０４， 表明母

国市场因素为解释国家枢纽地位的差异贡献了 １５ ６％， 在总出口贸易网络的枢纽

地位决定机制中， 母国市场起到的作用最大。 技术支持、 制度支持的贡献分别为

７ ５％和 ６ ８％； 人口结构为解释国家枢纽地位的差异贡献了 ３ ３％； 而开放程度的

贡献度最小， 仅为 ２ １％。 在总出口贸易网络分工中， 一国的市场优势、 技术创

新、 制度支持、 人口结构等优势要素对其枢纽地位的影响作用要大于开放程度等传

统优势要素。
（二） 异质性分析

１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分工网络中， 由于各国在发展阶段和参与生产链条工序上均有所不同，
由此不同国家特征对于不同国家枢纽地位的影响也会存在一定异质性。 故而， 本文

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深入分析。 表 ２ 中的模型 （２） —模型 （３） 汇报

了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 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 制度质量均对两者提升

枢纽地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税的降低对两者枢纽地位提升均没有显著影响。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 劳动力人口比例的提升对提高其在国际分工网络中的枢纽

地位有显著正向影响。 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 人口抚养比较高， 提高劳

动力人口比例、 降低人口抚养比， 可为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提供更多劳动力， 加强生

产资料和资源的汇聚力， 有利于提升国家在国际分工网络中的重要性。 外部制度支

持、 技术发展、 人口总量、 城镇化发展水平等因素对发达国家提升枢纽地位并没有

显著的影响；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其外部制度环境弱、 技术水平较低、 城镇化

水平普遍较低， 因而签订区域贸易协定、 增加技术支持、 加快城镇化水平都有利于

显著提升一国的枢纽地位。 而劳动力人口比例提高对提升发展中国家枢纽地位并没

有显著影响。 模型 （３） 显示： 在分样本回归系数差异检验中， 基本上所有国家特

征变量的回归系数差异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枢纽地位差异产生了显著影响。
表 ３ 中的模型 （２） 和模型 （３） 汇报了在国际分工网络中影响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枢纽地位的各因素的贡献度结果。 对发达国家而言， 年份和国家固定效应

对国家枢纽地位差异的解释力度 Ｒ２ 为 ０ ３４４。 人口结构在发达国家的枢纽地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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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机制中所起到的作用最大， 人口结构对解释发达国家枢纽地位差异贡献了

１０ １％；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制度支持和母国市场对其枢纽地位决定的作用最大。
年份和国家固定效应对国家枢纽地位差异的解释力度 Ｒ２ 为 ０ ３２５， 制度支持、 年

份和国家固定效应的解释力为 ０ ４４２， 表明制度支持为解释发展中国家枢纽地位的

差异贡献了 １１ ７％， 母国市场为发展中国家枢纽地位的差异贡献了 １１ ４％。 再者，
在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枢纽地位的因素中， 关税降低的贡献率和作用最小。

２ 构建不同产品贸易网络

由于各国要素禀赋和技术水平的差异， 在不同产品和分工类别下， 各国的枢纽

地位及其所发挥的作用也会有所差异。 不同技术含量的产品， 对于国家分工角色和

贸易的要求不同， 故而， 为更细致考察各国提升国际分工枢纽地位机制， 有必要区

分不同产品网络进行分析。 基于此， 本文依据范爱军和常丽丽 （２０１０） ［４１］对高科技

产品的划分方法， 将贸易网络按照产品技术含量的不同， 划分为高技术产品贸易网

络和中低级产品贸易网络。①

表 ２　 国际分工网络枢纽地位的影响因素分析

因变量：
ｌ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１） （２） （３） （４）

全样本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回归系数
差异检验

ｌｎＴａｒｉｆｆ
－０ ０３８９∗ ０ ０２０６ －０ ０２７７ 　 ０ ０４８３∗∗∗

（－１ ７３） （０ ６５） （－０ ８２） （０ ０３８８）

ｌｎＲＴＡ ０ ０４９３∗∗∗ ０ ０２６８ ０ ０６２７∗∗∗ －０ ０３５９∗∗∗

（２ ２６） （１ ４７） （２ ０６） （０ ０２２３）

ｌ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０ ３３０３∗∗∗ ０ ３１５１∗∗∗ ０ ３９９９∗∗∗ －０ ０８４８∗

（３ ５５） （３ ０７） （４ ０５） （０ ０６１１）

ｌ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０ ０４８７∗ －０ ０１４７ ０ ０７０７∗∗∗ －０ ０８５４∗

（１ ８１） （－０ ６０） （２ ３７） （０ ０７９８）

ｌ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 ００１３ －０ ３３３３ －０ ５１２３∗ ０ １７９０∗

（０ ００） （－０ ６９） （－１ ８８） （０ ０７９６）

ｌｎ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１ ３１８３∗∗∗ －０ １８４５ ０ ８６１８∗∗ －１ ０４６３∗∗∗

（３ ３８） （－０ ４０） （２ ０４） （０ ００６５）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０ ９５６３∗∗∗ １ ７２７１∗∗∗ －０ ３４１７ ２ ０６８８∗∗∗

（２ ６７） （４ ２０） （－０ ９３） （０ ００３１）

截距项
－１０ ２５１０∗ ３ ６７６６ －１ ４３５３
（－１ ９６） （０ ３９） （－０ ３１）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 ０６３ ５２７ ５３６
拟合优度 Ｒ２ ０ ３２７ ０ ９９３ ０ ９７６

注： 模型 （１） —模型 （３） 中的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 回归系数差异检验项括号内为 Ｐ 值， 回归系数检验采用

的是 Ｃｈｏｗ ｔｅｓｔｓ 检验。∗∗∗、∗∗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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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借鉴范爱军和常丽丽 （２０１０） 对高科技产品的划分方法， 将生物技术、 生命科学技术、 光电技术、 电

子技术、 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 材料技术、 航空航天技术、 计算机与通信技术和其他技术等 ９ 类列为高科技

产品类别。



表 ３　 各因素对国家枢纽地位差异的贡献度分析

Ｒ２ （１） （２） （３）
全样本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所有变量 ０ ３２７ ０ ９９３ ０ ９７６
ＦＥ ０ ０４８ ０ ３４４ ０ ３２５

开放程度＋ＦＥ ０ ０６９ ０ ３４８ ０ ３３８
制度支持＋ＦＥ ０ １１６ ０ ３９９ ０ ４４２
技术支持＋ＦＥ ０ １２３ ０ ３４９ ０ ３９８
母国市场＋ＦＥ ０ ２０４ ０ ３５９ ０ ４３９
人口结构＋ＦＥ ０ ０８１ ０ ４４５ ０ ３３９

样本量 １ ０６３ ５２７ ５３６
注： 表中汇报了各变量分别对被解释变量国家枢纽地位 （ ｌ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 回归时所得到的 Ｒ２ 值； ＦＥ 为年份固
定效应和国家固定效应。 “开放程度＋ＦＥ” 表示在关税水平 （ ｌｎＴａｒｉｆｆ ） 对国家枢纽地位 （ ｌ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 回
归时， 同时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和国家固定效应， 以此类推。

表 ４　 不同产品贸易网络下国家枢纽地位的影响因素分析

因变量： ｌ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高技术产品
贸易网络

中低级产品
贸易网络

（１） （２）

ｌｎＴａｒｉｆｆ 　 －０ １２２７∗∗∗ 　 －０ ０２３８
（－４ ２１） （－０ ８６）

ｌｎＲＴＡ
０ ０２２４ ０ ０５０８∗∗∗

（０ ８２） （２ ３８）

ｌ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０ １９８０∗ ０ ３７６５∗∗∗

（１ ９０） （３ ９３）

ｌ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０ ０６７７∗ ０ ０４４４∗

（１ ９２） （１ ７５）

ｌ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 ２７４０ ０ １５２３

（－０ ７７） （０ ５２）

ｌｎ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０ ７８３９∗ １ １９２５∗∗∗

（１ ８４） （３ ２８）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１ ０９９４∗∗∗ ０ ８２７３∗∗∗

（２ ７９） （２ ３１）

截距项
－２ ９５９０ －１２ ４４６６∗∗∗

（－０ ４９） （－２ ４７）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１ ０６３ １ ０６３
拟合优度 Ｒ２ ０ ２１１ ０ ３２５

　 注： 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
显著性水平。

　 　 表 ４ 中的模型 （１） 报告了高

技术产品贸易网络枢纽地位的影

响因素分析结果。 结果显示， 在

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中， 降低关

税 （ ｌｎＴａｒｉｆｆ ） 对提升国家枢纽

地位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中间品

在参与分工的国家间的往返次数

越多， 越会放大降低关税、 扩大

开放所产生的效应 （Ｙｉ， ２００３）。
劳动力人口结构 （ ｌｎＬａｂｏｒ ） 对

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中的国家枢

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发达国家

通常不会在本国完成高技术产品

的整个生产流程， 而是将较低附

加值的高技术产品组装加工环流

转移或外包至发展中国家进行，
这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将充足的人

口资源转换为具有比较优势和竞

争性的产品， 从而兑换人口红利。
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 劳动力人

口占比提升有利于为高端制造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供给， 促进发达国家的高端制造

业流入， 从而进一步提高资源汇聚能力。 制度环境 （ ｌ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 的改善有利于降

低当地生产和交易成本； 技术支持 （ ｌ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的增加有利于提高国家科研技术

水平； 城镇化水平 （ ｌｎ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

提升， 以上三个因素均对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中国家的枢纽地位有促进作用。 区域贸易

协定 （ ｌｎＲＴＡ ） 和国家人口数量 （ ｌ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在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中枢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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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决定机制中起到的作用不明显。 不同于中低级产品， 高技术零部件的设计与研

发源于技术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 而其生产多分布在加工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
导致高技术产品零部件的贸易流向多以技术水平和当地产品生产、 交易低成本为导

向， 对于市场导向性并不敏感。 故而， 增加区域贸易协定 （ＲＴＡ） 签订虽可促进

贸易流动， 但是对国家在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中的枢纽地位提升并没有显著影响。
人口数量影响最终品消费， 其在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中对国家枢纽地位的影响不

明显。
表 ５ 的模型 （２） 报告了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中各影响因素的贡献度结果。

年份和国家固定效应对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中国家间枢纽地位差异的解释力度为

０ ０３０， 降低关税为解释国家枢纽地位差异贡献了 ６ ４％。 在高技术产品贸易网

络的枢纽地位决定机制中， 全面降低关税、 提高开放程度所起到的作用最大。 但

需要注意的是， 一国在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中枢纽地位的提升， 并不完全意味着

它们对高技术产品分工的控制力增强， 只能说明高技术产品流和贸易流的相对

集中。
表 ４ 中的模型 （２） 报告了中低级产品贸易网络枢纽地位的影响因素分析结

果。 不同于高技术产品， 中低级产品的生产工序较短， 完成中低级产品所需要的

跨国次数较少， 故而关税的降低 （ ｌｎＴａｒｉｆｆ ） 对中低级产品贸易网络中国家的枢

纽地 位 提 升 并 没 有 显 著 影 响。 区 域 贸 易 协 定 （ ｌｎＲＴＡ ） 和 制 度 环 境

（ ｌ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 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一国国内和国外的制度支持和环境的改

善对于提升该国在中低级产品贸易网络中的枢纽地位具有积极作用， 这可能是由

于中低级产品的贸易性导向较强。 技术支持 （ ｌ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城镇化水平

（ ｌｎ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和劳动力人口结构 （ ｌｎＬａｂｏｒ ） 对中低级产品贸易网络中的国

家枢纽地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但国家人口数量 （ ｌ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对其的影响并

不明显。 在中低级产品贸易网络的枢纽地位决定机制中， 母国市场所起到的作用最

大 ［见表 ５ 的模型 （３） ］。

表 ５　 不同产品贸易网络下各因素对国家枢纽地位差异的贡献度分析

Ｒ２
（１） （２） （３）

总出口贸易网络 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 中低级产品贸易网络

所有变量 ０ ３２７ ０ ２１１ ０ ３２５

ＦＥ ０ ０４８ ０ ０３０ ０ ０６８

开放程度＋ＦＥ ０ ０６９ ０ ０９４ ０ ０８０

制度支持＋ＦＥ ０ １１６ ０ ０４９ ０ １４６

技术支持＋ＦＥ ０ １２３ ０ ０８５ ０ １３６

母国市场＋ＦＥ ０ ２０４ ０ ０８８ ０ ２０５

人口结构＋ＦＥ ０ ０８１ ０ ０６２ ０ ０９７

样本量 １ ０６３ １ ０６３ １ ０６３
注： 表中汇报了各变量分别对被解释变量国家枢纽地位 （ ｌ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 回归时所得到的 Ｒ２ 值； ＦＥ 为年份固
定效应和国家固定效应； “开放程度＋ＦＥ” 表示在关税水平 （ ｌｎＴａｒｉｆｆ） 对国家枢纽地位 （ ｌ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回
归时， 同时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和国家固定效应， 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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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优势因素的演化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发达经济体发展疲软， 发展中经济体陷入低迷， 中国不

断深化改革开放， 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 不断释放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 国

际分工格局出现进一步变动。 为体现国际分工网络中国家枢纽地位决定机制中影响

因素的演化， 本文将全样本， 以 ２００７ 年国际金融危机为界， 划分为 １９９５—２００７ 年

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两个子区间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表 ６ 汇报了影响国家枢纽地位的因素的重要性演变分析结果， 模型 （１） 和模

型 （２） 的因变量是基于总出口贸易数据测算的国家枢纽地位。 结果显示： 内部制

度建设、 技术支持、 母国市场和人口结构等优势要素对提升一国枢纽地位作用越来

越强。 而关税系数不显著， 表明仅凭关税的降低不能带来枢纽地位的显著提升， 制

度质量、 技术环境、 母国市场 （人口、 城镇化水平） 和人口结构是关键因素。 巩

固中国在国际分工网络中的枢纽地位， 积极构建新的综合优势至关重要。
此外，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影响国家枢纽地位的因素变迁， 表

６ 中的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报告了结果， 因变量是基于中间品出口贸易数据测

算的国家枢纽地位。 结果显示， 实证结果基本稳健。

表 ６　 影响国家枢纽地位的特征因素变迁分析结果

因变量：
ｌ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总出口贸易网络 中间品贸易网络

１９９５—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 １９９５—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Ｔａｒｉｆｆ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２４９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６） （０ ３５） （－１ ０４） （０ ２２）

ｌｎＲＴＡ
０ ０４６０∗∗∗ ０ ０２２０ ０ ０３２３ ０ ０１４１

（２ ２０） （１ ０９） （１ ５２） （０ ９７）

ｌ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０ ３７１２∗∗∗ ０ ２６８９∗∗∗ ０ ３４５８∗∗∗ ０ ２０１４∗∗∗

（２ ７０） （３ ２３） （２ ８２） （２ ４９）

ｌ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０ ０２８９ ０ ０４３９∗∗ ０ ０１８９ ０ ０４１７∗∗

（１ ２１） （２ ４４） （０ ７８） （２ ３６）

ｌ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 ８２１１ １ ０８０６∗∗∗ －０ ６６２２ ０ ７９８０∗∗

（－１ ６２） （２ ６９） （－１ ３１） （２ １９）

ｌｎ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１ １７６０∗∗∗ ２ ０９７７∗∗∗ １ ２３８６∗∗∗ ２ ０７３６∗∗∗

（２ ３４） （３ ５３） （２ ８１） （３ ２７）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０ ６６３１ １ ０８３５∗∗∗ ０ ３８７４ ０ ９９８８∗∗∗

（１ １１） （２ ９９） （０ ７６） （２ ８６）

截距项
３ ９６２１ －３１ ７８１０∗∗∗ １ ００９６ －２６ ８２８５∗∗∗

（０ ４６） （－４ ６２） （０ １１） （－４ １７）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６３５ ４２８ ６３５ ４２８
拟合优度 Ｒ２ ０ ２５０ ０ ３９６ ０ ２４９ ０ ３４４

注： 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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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　 论

本文主要从国家比较优势角度分析国际分工网络中的国家枢纽地位的决定机

制。 在机制分析中， 将技术支持和劳动力人口结构归类为生产比较优势， 将开放程

度和制度支持归类为交易比较优势， 从生产、 交易和市场优势角度阐述国家比较优

势对枢纽地位演进的影响。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 （１） 在国际分工中， 一国比较优

势的改善可以带来其枢纽地位的提升， 且市场优势、 技术创新、 制度支持、 人口结

构等优势要素对其枢纽地位的影响作用要大于开放程度等传统优势要素。 进一步

地， 国家异质性和产品贸易网络异质性的影响存在差异。 （２） 改善制度质量、 提

高劳动力人口占比有利于促进发达国家提高枢纽地位， 而改善制度质量、 提升技术

支持、 扩大母国市场是发展中国家提升枢纽地位的关键因素。 （３） 降低关税、 提

高开放程度在提升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中枢纽地位中所起的作用最大； 而扩大母国

市场在提升中低级产品贸易网络中枢纽地位中起到的作用最大。 （４） 通过分析国

家枢纽地位影响因素重要性的演变发现， 制度建设、 技术支持、 母国市场和人口结

构等优势要素对提升一国枢纽地位作用越来越强。
巩固中国在国际分工网络中的枢纽地位， 积极构建新的综合优势至关重要， 改

善制度质量、 提升技术水平、 统一母国市场是关键因素。 “抓改革、 补短板、 通市

场”： 加强市场化改革， 改善内部制度环境； 支持多边贸易体制， 促进自由贸易区

建设，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面对国际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中国可以选择加

大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 特别是推动亚洲一体化和亚欧经济进一步融合；
通过创新克服核心技术瓶颈， 以时不我待的精神补齐核心技术短板， 提升技术水

平； 消除地方保护主义， 发挥巨大的母国市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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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６， ４３（１）： ３１－５７

［２１］盛斌，毛其淋  进口贸易自由化是否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Ｊ］ 世界经济，２０１７（１２）：５２－７５
［２２］ＡＮＴＲＡＳ Ｐ， ＧＡＲＩＣＡＮＯ Ｌ， ＲＯＳＳＩ－ＨＡＮＳＢＥＲＧ 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Ｏｆｆｓｈｏｒｉ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Ｒ］．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０８， １２１９６
［２３］ＣＯＳＴＩＮＯＴ Ａ．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９， ７７（２）：

２５５－２６４
［２４］许和连，孙天阳，成丽红  “一带一路”高端制造业贸易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复杂网络的指数随机

图分析［Ｊ］ 财贸经济，２０１５（１２）：７４－８８
［２５］ＬＥＶＣＨＥＮＫＯ 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Ｊ］ ．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７， ７４

（３）： ７９１－８１９
［２６］戴翔，郑岚  制度质量如何影响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Ｊ］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５（１２）： ５１－６３
［２７］杜运苏，彭冬冬  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制度质量与制造业分工地位———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世界投入产

出表［Ｊ］ 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１９（１）： ４１－５３
［２８］陆明涛，袁富华，张平  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冲击与增长效率：国际比较的启示［ Ｊ］  世界经济，２０１６（１）：

２４－５１
［２９］ＡＭＡＤＯＲ Ｊ， ＣＡＢＲＡＬ 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Ｔｒａｄｅ［Ｊ］ ．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１７， ４０（７）： １２９１－１３１３
［３０］ＣＡＩＥ Ｊ， ＪＡＮＶＲＹ Ａ， ＳＡＤＯＵＬＥＴ 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ｓｕｒｅ ［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５， ７（２）： ８１－１０８
［３１］ＡＬＡＴＡＳ Ｖ，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Ａ， ＡＲＵＮ Ｇ Ｃ， ＨＡＮＮＡ Ｒ， ＯＬＫＥＮ Ｂ 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６， １０６（７）： １６６３－１７０４
［３２］ＣＡＲＶＡＬＨＯ Ｖ． Ｆｒｏｍ Ｍｉｃｒｏ ｔｏ Ｍａｃｒｏ ｖｉ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２０１４， ２８

（４）： ２３－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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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马述忠，任婉婉，吴国杰  一国农产品贸易网络特征及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基于社会网络分析

视角［Ｊ］ 管理世界，２０１６（３）：６０－７２
［３４］ＤＩＡＫＡＮＴＯＮＩ Ａ， ＥＳＣＡＩＴＨ Ｈ，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Ｍ， ＶＥＲＢＥＥＴ Ｔ．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Ｒ］． ＷＴＯ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７
［３５］ＣＲＩＳＣＵＯＬＯ Ｃ， ＴＩＭＭＩＳ Ｊ． ＧＶＣｓ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Ｋｅｙ Ｈｕｂｓ， Ｓｐｏｋ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Ｒ］． ＯＥＣＤ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２０１８
［３６］ＢＡＬＤＷＩＮ Ｒ，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Ａ Ｊ． Ｓｐ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ｎａｋｅｓ： Ｏｆｆｓｈ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３， ９０（２）： ２４５－２５４
［３７］ＢＯＲＧＡＴＴＩ 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ｌｏｗ，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 ． ２００５， ２７（１）： ５５－７１
［３８］鞠建东，余心玎  全球价值链研究及国际贸易格局分析［Ｊ］ 经济学报，２０１４（２）：１２６－１４９
［３９］ＹＩ Ｋ Ｍ． Ｃａｎ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０３，

１１１（１）： ５２－１０２
［４０］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Ｊ Ｖ， ＳＱＵＩＲＥＳ Ｔ， ＳＴＯＲＥＹＧＡＲＤ Ａ， ＷＥＩＬ 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Ｎａ⁃

ｔｕ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ｅ［Ｊ］ ．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２０１８，１３３（１）： ３５７－４０６
［４１］范爱军，常丽丽  中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与互补关系———基于出口相似性指数的实证分析［ Ｊ］  世界

经济研究，２０１０（４）：３９－４３

（责任编辑　 张　 洁）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ＨＯＮＧ Ｊｕｎｊｉｅ　 ＳＨＡＮＧ Ｈｕ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ｅｄ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ｅｎ⁃

ｔｒ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Ｂ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ｉｔ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ｉｚ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ａｖｅ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ｔｈ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ｗｉｌｌ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ｌｓｏ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ｃｈ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ｎｅｗ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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