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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 从双向国际

直接投资 （ＦＤＩ） 的视角深入剖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程

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 （１）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

将降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程度， 但提高其在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 （２） 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影响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程度， 通过

ＦＤＩ 和 ＯＦＤＩ 影响价值链分工地位， 其中 ＯＦＤＩ 发挥的中介效应大于 ＦＤＩ； （３） 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以及关于进出口规

模的门槛效应。 本研究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国内投资的影响研究拓展至跨国

投资领域， 并延伸至价值链升级层次， 不仅揭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全球价值链

嵌入关系的黑箱， 加深了人们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效应的理解， 还为推动中国

制造业向价值链更高层次攀升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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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各国基于不同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生产分工体系， 所获得

的收益却不尽相同。 其中， 中国主要是依赖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加

工组装环节， 仅获得了微弱的附加值收益。 典型案例是， 在苹果公司发起和主导的

ｉＰａｄ 和 ｉＰｈｏｎｅ 价值链中， 中国通过加工组装环节仅得到苹果产品增加值的 ２％收

益， 而负责产品设计、 软件开发等业务的美国获得了大部分增加值。
为改变这一现状， 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以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

级， 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指出 “要以 ‘一带一路’ 建设为重点， 坚持引进来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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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并重， 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这些政策的出台在引导我国经

济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 然而， 现有文献主要侧重于分

析单个经济政策的得失， 却忽略了经济政策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及其对中国经济转

型升级的影响。 实际上，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大企业决策难度， 影响宏观经济和

微观企业行为， 促使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形式与深度发生改变 （Ｈａｎｄｌ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１］。 仅考察单个经济政策的得失， 并不能充分反映经济政策调整背后的经济

含义以及我国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由此引申出一系列研究问题：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有何影响， 作用机制是

什么等。
跨国企业作为宏观经济的微观主体， 通过 ＦＤＩ 和 ＯＦＤＩ 促成全球价值链形成的

同时， 也面临准入壁垒、 关税、 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风险。 从企业跨国投资的角度

出发， 建立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全球价值链嵌入” 的分析

框架， 可以打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的黑箱， 帮助人们更好

地理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效应。 因此， 本文以企业跨国投资为切入点，
深入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的作用机制。

关于全球价值链的早期研究主要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来描述特定行业或国家的

国际分工特征 （Ｇｅｒｅｆｆｉ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 ［２］， 而随着投入产出表和国家、 地区间贸易数据

的不断完善， 一些学者开始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测算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和地位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３］； 王直等， ２０１５［４］ ）。 此后， 大量学者基于量化指标进行实

证检验， 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进口高质量的中间品、 对外直接投资、 模仿和学习

先进技术等方式， 削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自上而下的绝对优势地位， 达到突破 “低
端锁定” 的目标 （Ｋｅｅ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５］； 魏悦羚和张洪胜， ２０１９［６］ ）。 但是， 现有

文献主要集中在经济政策静态的框架展开， 忽略了现实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持续

上升， 及其对价值链攀升构成的巨大挑战。
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关的文献， 主要分析其对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行为的影

响。 在宏观经济层面，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加剧了宏观经济变量波动和金融资

产变 量 波 动 （ Ｋｏ ａｎｄ Ｌｅｅ， ２０１５［７］； Ｂａｌｃｉｌａ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８］； Ｄｅｍｉｒ ａｎｄ Ｅｒｓａｎ，
２０１８［９］）， 还会对 ＧＤＰ、 产出、 消费、 就业等带来冲击， 阻碍经济复苏 （金雪军等，
２０１４） ［１０］。 在微观企业层面， 学者们不仅关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税收规避、 技

术创新和金融化的关系 （陈德球等， ２０１６［１１］； 顾夏铭等， ２０１８［１２］； 彭俞超等，
２０１８［１３］）， 还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饶品贵， ２０１７）［１４］。 不

过， 这些研究大多侧重于讨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国内投资的影响， 而忽略了

以跨国企业为主要载体的国际间投融资行为发展迅速， 双向 ＦＤＩ 并行发展逐渐成为

趋势。
少量学者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跨国投资行为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

Ｓｈｅｐｏｔｙｌｏ 和 Ｓｔｕｃｋａｔｚ （２０１７） ［１５］以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乌克兰制造业企业为样本， 分析了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 ＦＤＩ 流入的影响作用。 Ｎｇｕｙｅｎ 等 （２０１８） ［１６］ 基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来自八个东亚国家的 ８８１ 家非金融公司数据， 发现跨国企业倾向于对经济政策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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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水平较低的国家进行投资。 杨永聪和李正辉 （２０１８） ［１７］发现中国在东道国的对

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显著正相关。 然而， 上述研究仅考察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 ＦＤＩ 或 ＯＦＤＩ 影响的客观表现， 忽略了 ＦＤＩ 和 ＯＦＤＩ 在全球价

值链上发挥的作用， 割裂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国投资、 跨国投资与全球价值链

这两个领域的联系， 并不能充分反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效应。
鉴于此， 本文建立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全球价值链嵌

入” 的分析框架， 深入剖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程度与分

工地位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 第一， 不同于以往研究讨论单个

经济政策的得失， 本文从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的现实背景出发， 着重探

讨经济政策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
第二， 结合双向 ＦＤＩ 并行发展的现实背景， 本文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国内投

资的影响研究拓展至跨国投资领域， 并延伸至价值链升级层次。 这是对已有研究的

进一步深化， 加深了人们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效应的理解。 第三， 把企业跨国

投资行为置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之间进行考察， 深入剖析经济政

策不确定性影响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程度与分工地位的双向 ＦＤＩ 路径， 不仅有助

于揭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之间的黑箱， 还为中国在经济政策不确

定性的背景下合理实施 “引进来” 和 “走出去” 相并重战略以实现价值链攀升提

供了理论依据。

二、 机理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双向 ＦＤＩ
１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 ＦＤＩ 的影响

根据实物期权理论， 企业拥有的投资机会被视作其持有的看涨期权。 不确定性

程度的上升将提高等待行使期权的收益， 促使企业采取观望态度， 主动延迟投资，
从而导致企业投资意愿有所降低 （Ｇｕｌｅｎ ａｎｄ Ｉｏｎ， ２０１６） ［１８］。 跨国企业推迟对外投

资， 毫无疑问会造成流入中国市场的外资水平降低。 此外， 从跨国企业区位选择的

角度看， 宏观经济环境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持续上

升， 跨国企业的决策难度不断加大， 其更倾向于对市场环境或经济政策环境更为稳

定的国家进行投资 （Ｎｇｕｙ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１６］。
由此可见，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对 ＦＤＩ 流入产生抑制作用。
２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 ＯＦＤＩ 的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首先，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

会加大企业管理层对未来经济形势判断的难度， 促使他们在投资决策时更为谨慎，
甚至降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 以规避企业未来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和关税风险等

（饶品贵等， ２０１７） ［１４］。 其次， 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持续上升， 作为主要债权

人的银行会变得更为谨慎， 从而导致银行贷款额度下降或贷款利率上升。 这在一定

程度上减少了企业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或增加了维持投资的成本， 使得企业被迫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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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投资规模， 进而抑制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Ｄｉｂ， ２００８） ［１９］。
然而， 一些学者认为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作用下， 大量企业走出去。 当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持续上升， 企业在母国投资和经营的风险增大， 其倾向于将投资从国

内市场转向经济政策较为稳定的海外市场， 以获得更高的期望收益， 进而出现海外

投资与国内投资此起彼落的现象 （杨永聪和李正辉， ２０１８） ［１７］。
由此可见，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 ＯＦＤＩ 的影响作用具有不确定性。
（二） 双向 ＦＤＩ 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

本文在梳理双向 ＦＤＩ 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关系的基础上， 结合经济政策不确

定性持续上升的现实背景， 提出相关研究假设。
１ ＦＤＩ 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影响

ＦＤＩ 流入有助于提高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 理由如下： 第

一， 外资企业来华投资主要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与进口的高新技术零配

件和中间产品进行加工组装后再出口。 这样的投资生产模式在促进我国国外中间品

进口的同时， 提高了出口产品中国外增加值率的比重， 进而深化了我国在价值链体

系中的嵌入程度 （唐宜红和张鹏杨， ２０１７） ［２０］。 第二， ＦＤＩ 的流入有助于缓解企业

面临的融资约束及信贷歧视等问题， 使得东道国企业可以拥有更多的资金用于生产

经营活动， 从而提高企业出口规模， 促进东道国企业参与更多的国际分工活动

（罗长远和陈琳， ２０１１） ［２１］。
结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 ＦＤＩ 的负向关系， 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 ＦＤＩ

降低， 将抑制国外中间品的进口和增强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 从而导致中国制

造业价值链嵌入程度降低。 本文特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 １：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抑制 ＦＤＩ 流入， 降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嵌入

程度。
２ ＯＦＤＩ 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影响

大量学者认为 ＯＦＤＩ 将降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 理由如

下： 第一， 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会引起国内资本存量下降， 使得资本脱离

实体经济， 导致中国制造业 “空心化”。 “空心化” 现象意味着中国制造业产出

能力降低， 将生产更少的产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相应地， 会抑制企业对

国外中间品和零部件的需求， 减少出口产品中国外增加值率的比重， 从而导致中国

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有所下降 （刘海云和聂飞， ２０１５） ［２２］。 第二，
ＯＦＤＩ 有助于规避关税或其他贸易壁垒， 能有效降低中间品运输成本等， 使得之前

由母公司向东道国出口的产品改由海外分支机构或子公司在东道国生产和销售， 从

而导致中国制造业参与更少的国际分工活动 （Ｄａｎｉｅｌｓ ａｎｄ Ｒｕｈｒ， ２０１４） ［２３］。 第三，
如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是为了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或其他战略资源， 通过技术溢

出效应可以有效提高 ＯＦＤＩ 企业生产效率， 进一步替代母国企业对东道国同类产品

的出口。
然而， 部分学者表示 ＯＦＤＩ 将提高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 首

先， 如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基于市场或者自然资源动机， 为了充分利用东道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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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资源， ＯＦＤＩ 企业在东道国建立分公司或者部门机构时， 会从母国进口必要的

生产经营设备、 原材料、 中间产品等等， 进而促使中国制造业参与更多的国际分工

活动 （Ｍａｒｋｕｓｅｎ， １９９５） ［２４］。 其次， 跨国公司往往是将不具有比较优势或相对薄弱

的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 ＯＦＤＩ 的生产地转移效应将导致母国从产品出口国转为进

口国。 即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生产的产品大量返销到母国， 从而使得中国制造业在

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有所提高。
综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 ＯＦＤＩ 的正负影响， 本文特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２ａ：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提高 ＯＦＤＩ， 降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嵌入

程度。
假设 ２ｂ：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抑制 ＯＦＤＩ， 提高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嵌入

程度。
假设 ２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提高 ＯＦＤＩ， 提高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嵌入

程度。
假设 ２ｄ：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抑制 ＯＦＤＩ， 抑制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嵌入

程度。
（三） 双向 ＦＤＩ 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本文在梳理双向 ＦＤＩ 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关系的基础上， 结合经济政策不确

定性持续上升的现实背景， 提出相关研究假设。
１ ＦＤＩ 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大量学者认为 ＦＤＩ 有助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理由如下： 第一， ＦＤＩ
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 模仿示范效应等， 提高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水平， 推进中国

制造业由劳动力优势向资本和技术优势转变， 从而实现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８） ［２５］。 第二， 价值链高端工序往往是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生

产环节， 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 而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的融资约束问

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进行自主研发， 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从低端工序向高端

工序延伸的难度加大。 ＦＤＩ 流入则有效缓解了这一问题， 使得东道国企业可以拥有

更多的可支配资金用于自主研发活动 （张鹏杨和唐宜红， ２０１８） ［２６］。 结合经济政策

不确定性对 ＦＤＩ 的负向影响作用， 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 ＦＤＩ 降低， 将阻碍

企业通过技术外溢等方式提高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然而， 一些学者对 ＦＤＩ 的价值链升级效应持有怀疑态度， 认为 ＦＤＩ 可能固化我

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分工格局 （李平等， ２０１８） ［２７］。 理由如下： 第一， 在以发

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 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依赖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负责全球生产网络中低利润、 低附加值的生产加工环节。 大量 ＦＤＩ 流入容易导致发

展中国家过多强调劳动力资源带来的短期收益， 陷入 “比较优势陷阱”。 第二， 发

达国家会通过技术封锁、 品牌控制等手段， 着力挤压后发工业国向上攀升的空间，
促使 ＦＤＩ 的技术溢出效应相对有限， 进而导致发展中国家难以通过 ＦＤＩ 的技术外溢

实现价值链升级。 第三， “低端嵌入” 获得的 ＦＤＩ 技术溢出本身就相对有限， 大量

ＦＤＩ 流入可能造成东道国企业存在 “拿来主义” 的倾向， 试图通过更经济、 更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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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引进方式来提高企业技术水平， 以降低前期研发投入等。 长期以往， 这会导

致发展中国家难以摆脱技术引进方式下对国外技术的依赖， 无法依靠本国力量独立

开发新技术， 进而被牢牢钳制在价值链低端。 结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 ＦＤＩ 的抑制

作用， 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 ＦＤＩ 降低， 将倒逼企业自主研发与创新， 反而

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突破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困境。 本文特提出研究假设 ３ａ 和 ３ｂ：
假设 ３ａ：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抑制 ＦＤＩ 流入， 降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

地位。
假设 ３ｂ：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抑制 ＦＤＩ 流入， 提高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

地位。
２ ＯＦＤＩ 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 ＯＦＤＩ 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的先进

技术和管理经验等， 促进价值链向更高层次攀升 （刘斌等， ２０１５［２８］； 杨连星和罗

玉辉， ２０１７［２９］）。 具体体现在： 第一， ＯＦＤＩ 企业在发达国家进行绿地投资或跨国

并购时， 可以近距离地接触到东道国企业的研发机构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技

术封锁等问题， 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第二， ＯＦＤＩ
企业可以更快捷地追踪到发达国家的最新技术发展趋势， 并通过雇佣当地研发人才

等， 提高企业对先进技术的吸收和模仿能力， 促进企业技术进步。 在此背景下， 如

果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那么越来越多的企业可以更近距离

地接触到国外领先的技术资源， 将海外投资获取的技术经验带到国内生产实践中，
有助于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提升。 相反， 如果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对外直接

投资， 那么大量企业将无法通过 ＯＦＤＩ 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推动制造业价值链攀

升。 本文特提出研究假设 ４ａ 和 ４ｂ：
假设 ４ａ：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提高 ＯＦＤＩ， 提高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

地位。
假设 ４ｂ：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降低 ＯＦＤＩ， 降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

地位。
然而， 部分学者认为 ＯＦＤＩ 并不利于价值链升级。 首先， 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发

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 可能由于自身技术水平和吸收能力的限制， 无法有效

地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其次， 东道国企业会通过技术垄断、 知识产权

保护等方式压缩 ＯＦＤＩ 企业技术提升空间， 从而导致 ＯＦＤＩ 的技术溢出效应相对有

限。 且 ＯＦＤＩ 的技术溢出效应容易导致 ＯＦＤＩ 企业对外部技术产生依赖， 降低企业

自主研发与创新的积极性和动力， 并不利于中国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最后，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往往具有一些 “比较优势” （如： 雄厚资金、 地理优势等）。 这

些优势会在短期内增加企业预期收益， 但容易导致企业过度强调比较优势带来的短

期好处， 忽略了研发创新的重要性， 从而陷入 “比较优势陷阱”。 在此背景下， 如

果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那么技术依赖效应和比较优势陷阱

会促使 ＯＦＤＩ 企业固化在全球价值链低端位置， 并不利于中国制造业经济结构转型

升级。 相反， 如果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那么外部技术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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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性将倒逼企业进行更多自主研发与创新活动， 以提高竞争优势。 本文特提出研

究假设 ４ｃ 和 ４ｄ：
假设 ４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提高 ＯＦＤＩ， 降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

地位。
假设 ４ｄ：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降低 ＯＦＤＩ， 提高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

地位。

三、 计量模型、 变量描述和数据来源

（一） 计量模型的建立

本文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来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嵌入

程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

　 　 ｇｖｃｉｔ ＝ β０ ＋ β１ｃｅｐｕｉｔ ＋ β２ ｔｉｉｔ ＋ β３ ｉｉｉｔ ＋ β４ｒｄｉｔ ＋ β５ｋｉｔ ＋ β６ｈｉｔ ＋ β７ｖｄｉｉｔ
　 　 　 　 　 ＋ β８ａｓｄｉｔ ＋ β９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ｔ ＋ β１０ｅｒｉｔ ＋ λ ｔ ＋ θｉ ＋ εｉｔ （１）

式 （１） 中， 下标 ｉ 表示第 ｉ 个行业， ｔ 表示第 ｔ 年。 ｇｖｃ 表示中国制造业全球价

值链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 ｃｅｐｕ 表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ｔｉ 表示技术引进； ｉｉ 表示模

仿创新； ｒｄ 表示自主研发； ｋ 表示劳均物质资本； ｈ 表示劳均人力资本； ｖｄｉ 表示生产

非一体化程度； ａｓｄ 表示资产专用性； 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表示能源消费结构； ｅｒ表示环境

规制强度； λ， θ， ε 则分别表示时间效应、 个体效应和其他扰动项。 在模型选择方

面，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在 ５％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建立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 故本文采

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二） 变量说明

１ 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的测度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 各国之间的贸易对象不再是完整的产品而是细化

的 “工序” 贸易。 采用传统贸易统计方法把出口产品的所有价值增值计算在价值

链的最后环节， 将无法准确反映各国或地区在生产环节中的增加值贡献， 会造成一

定程度的统计偏差。 本文借鉴王直等 （２０１５） ［４］提出的增加值贸易分解框架， 运用

ＷＩＯＤ 数据计算得到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
出口品价值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 国内增加值 （ＤＶＡ）、 返回国内增加值

（ＲＶＡ）、 国外增加值 （ＦＶＡ） 和纯重复计算部分 （ＰＤＣ）。 在出口增加值分解的基础

上， 本文采用垂直专业化率来衡量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 具体

公式如下：

ＶＳＳ ＝ ＦＶＡ
Ｅｘ

＋ ＰＤＣ
Ｅｘ

（２）

垂直专业化率越高， 说明该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深。 考虑到国外增加

值的来源国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参考唐宜红和张鹏杨 （２０１７） ［２０］的做法， 将国外增

加值分解为来自发达经济体的国外增加值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国外增加值， 进而得

到由发达经济体引致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由发展中国家引致的全球价值链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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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如果一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它主要通过向其他国家提供中间品参与

全球生产； 相反， 如果一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它就会大量使用别国的中

间品来生产最终品。 参考刘斌等 （２０１５） ［２８］的研究， 采用中间品出口的国内增加值

率来衡量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位。 中间品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

是指， 中间品出口的国内增加值 （ＤＶＡ＿ ＩＮＴ） 和中间品出口第一个进口国， 再出口

到第三国的国内增加值 （ＤＶＡ＿ ＩＮＴ＿ ＲＥＸ） 之和与国内增加值 （ＤＶＡ） 的占比。 具体

公式如下：

ＤＶＡＳ＿ ＩＮＴ ＝ ＤＶＡ＿ ＩＮＴ
ＤＶＡ

＋ ＤＶＡ＿ ＩＮＴ＿ ＲＥＸ
ＤＶＡ

（３）

２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

本文采用 Ｂａｒｋｅｒ 构建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对中国经济政策

不确定性进行评估。 为得到研究所需的年度数据， 本文将月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

数进行算数加总平均。 从发展趋势看， 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不断上升。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为 ６５４ ７０９， 而这一指数在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只

有 １９２ ９１２。
３ 控制变量

用技术引进经费支出、 技术改造经费支出、 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与产品销售收

入或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分别表示技术引进、 模仿创新和自主研发； 劳均物质资本用

固定资产均值年平均余额或固定资产净值与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或年末从业人员数的

比值来表示； 劳均人力资本用研究与发展人员 ／年末从业人员数来表示； 生产非一体

化程度用中间投入与总产出的比值来表示； 资产专用性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

流动资产年平均余额的比值来表示； 能源消费结构用行业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耗总量

的比重来表示； 环境规制强度用工业废水和废气治理年度运行费用表示。
（三） 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以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作为研究对象。 考虑到统计口径的

一致性， 本文将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中 ２７ 个制造业细分行业与 ＷＩＯＤ 数据库中

的制造业细分行业进行匹配， 最终得到 １６ 个制造业细分行业。 不考虑家具制造业、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制造业。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分工地

位的相关数据来源于 ＷＩＯＤ 数据库， 各种能源消耗数据来源于 《中国能源统计年

鉴》， 其他数据分别来源于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中国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

计年鉴》、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和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

报》 等。 采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２ 软件。
选择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作为研究期间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１） 行业标准不一

致。 国家统计局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间执行国家经济行业分类 ２００２ 标准， ２０１２ 年起执行

的 ２０１１ 标准与 ２００２ 标准差异不大， 可以进行合并， 而 ２００３ 年前执行的行业标准与

２００２ 年标准差异较大。 且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以外， 相关数据严重缺失。 （２） ＷＩＯＤ 数据

库 （２０１６ 版） 仅公布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的世界投入产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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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证估计与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 １ 展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的实

证检验结果。 模型 （１） 的回归结果显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将显著降低中

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 说明， 在经济政策不确定的背景下， 中国制

造业将参与更少的跨国生产加工活动。 模型 （２） 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

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发现估计系数为 ０ ０００６０５５， 在 １％水平上显著。
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将显著提高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 与张夏

等 （２０１９） ［３０］的结论类似。

表 １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ｃｅｐｕ
－０ ０００１２４８∗ ０ ０００６０５５∗∗∗

（－１ ７９） （３ ０９）

ｔｉ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５
（３ ４８） （１ ５５）

ｉｉ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１ ２０） （０ ２１）

ｒｄ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９∗∗∗

（０ ４４） （－３ ２０）

ｋ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２２∗∗∗

（４ ５５） （－３ ７１）

ｈ
－０ １２０７ ２ １９４０∗∗∗

（－０ ５５） （３ ５５）

ｖｄｉ ０ １６８２∗ －０ １６９３
（１ ８０） （－０ ６４）

ａｓｄ
－０ ０３６２∗∗∗ ０ ０８９８∗∗∗

（－２ ９７） （２ ６２）

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０ ００３１ －０ １２９７

（０ １０） （－１ ４７）

ｅｒ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４３） （０ ０６）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 ０７６６ ０ ６３３６∗∗∗

（１ １７） （３ ４２）
观测值 １９２ １９２

Ｒ２ ０ ７７１ ０ ４３９

注：∗∗∗、∗∗、∗分别表示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 Ｔ 值。 下同。

（二）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机制检验

１ 中介效应模型的设定

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 从双向 ＦＤＩ 的视角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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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机制检验。 以 ＦＤＩ 机制为例， 构建如下

回归模型：

ｖｓｓｉｔ ＝ β０ ＋ β１ｃｅｐｕｉｔ ＋ β２ ｔｉｉｔ ＋ β３ ｉｉｉｔ ＋ β４ｒｄｉｔ ＋ β５ｋｉｔ ＋ β６ｈｉｔ ＋ β７ｖｄｉｉｔ
　 　 　 　 　 ＋ β８ａｓｄｉｔ ＋ β９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ｔ ＋ β１０ｅｒｉｔ ＋ λ ｔ ＋ θｉ ＋ εｉｔ （Ｐａｔｈ ａ）

ｆｄｉｉｔ ＝ α０ ＋ α１ｃｅｐｕｉｔ ＋ α２ｋｉｔ ＋ α３ｈｉｔ ＋ α４ｏｓｉｔ ＋ α５ｒｄｉｔ ＋ α６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ｔ
　 　 　 　 　 　 ＋ λ ｔ ＋ θｉ ＋ εｉｔ （Ｐａｔｈ ｂ）

ｖｓｓｉｔ ＝ β０ ＋ β′１ｃｅｐｕｉｔ ＋ β′２ ｔｉｉｔ ＋ β′３ ｉｉｉｔ ＋ β′４ｒｄｉｔ ＋ β′５ｋｉｔ ＋ β′６ｈｉｔ ＋ β′７ｖｄｉｉｔ
　 　 　 　 　 ＋ β′８ａｓｄｉｔ ＋ β′９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ｔ ＋ β′１０ｅｒｉｔ ＋ β′１１ ｆｄｉｉｔ ＋ λ ｔ ＋ θｉ ＋ εｉｔ （Ｐａｔｈ ｃ）

其中， ｖｓｓｉｔ 为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程度； ｆｄｉｉｔ 为中介因子； ｏｓｉｔ 为所有权结构， 用国

家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重表示。 检验 ｆｄｉ 是否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制造业价值链

嵌入程度的关系起到中介传导作用， 主要分为以下三步： 第一步， 检验经济政策不

确定性对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影响， 观察 Ｐａｔｈ ａ 的回归系数 β１； 第二步， 检

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介因子的影响， 观察 Ｐａｔｈ ｂ 的回归系数 α１； 第三步， 将

中介因子加入基准回归模型 （１） 中， 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中介因子对制造业

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影响， 观察 Ｐａｔｈ ｃ 的回归系数 β′１和 β′１１。 中介传导机制成立需满

足以下条件： Ｐａｔｈ ａ 的回归系数 β１ 显著， Ｐａｔｈ ｂ 的回归系数 α１ 显著， Ｐａｔｈ ｃ 的回归

系数 β′１１ 显著的同时， Ｐａｔｈ ｃ 的回归系数 β′１ 不再显著或显著低于 Ｐａｔｈ ａ 的回归系数

β１， 且满足 ＳｏｂｅｌＺ 值统计上显著。
若中介效应成立， 将 Ｐａｔｈ ａ 中的系数 β１ 来衡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制造业

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总效应， 并把 Ｐａｔｈ ｂ 和 Ｐａｔｈ ｃ 的系数乘积 α１β′１１ 表示为 ＦＤＩ 的中

介效应， 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 ＦＤＩ 影响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大小。
２ 机制检验结果分析

表 ２ 报告了双向 ＦＤＩ 机制检验结果， 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以通过 ＯＦＤＩ 路
径影响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程度， 通过 ＦＤＩ 和 ＯＦＤＩ 路径影响中国制造业价值链

分工地位， 其中 ＯＦＤＩ 发挥的中介效应大于 ＦＤＩ。
Ｐａｎｅｌ Ａ 展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程度的 ＦＤＩ 和

ＯＦＤＩ 机制检验结果。 就 ＦＤＩ 路径检验而言， Ｐａｔｈ ｂ 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系

数显著为负， 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促使跨国企业主动推迟投资， 进而导

致外资流入水平降低。 Ｐａｔｈ ｃ 中 ＦＤＩ 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回

归系数 β′１ 不显著低于 Ｐａｔｈ ａ 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回归系数 β１， Ｓｏｂｅｌ Ｚ 检验也不

显著。 意味着，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程度之间的 ＦＤＩ 路径并

不成立， 不支持研究假设 １。 然而， 在 ＯＦＤＩ 路径检验中， Ｐａｔｈ ｂ 中经济政策不确

定性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 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作用下， 企业倾向于减少

国内投资， 将战略目标转向国外市场。 当把 ＯＦＤＩ 加入基准模型 （１） 之后， Ｐａｔｈ ｃ
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回归系数不再显著， ＯＦＤＩ 的回归系数显著， 并通过 Ｓｏｂｅｌ Ｚ
检验。 说明，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程度之间存在 ＯＦＤＩ 影响路

径， 验证了研究假设 ２ａ。 可能是因为，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基于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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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动机， 而不是自然资源或市场动机， 会对国内资本存量和母国企业出口产生挤

出效应， 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提高 ＯＦＤＩ， 会降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程度。
Ｐａｎｅｌ Ｂ 报告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 ＦＤＩ 和

ＯＦＤＩ 机制检验结果。 在 ＦＤＩ 和 ＯＦＤＩ 路径检验中， Ｐａｔｈ ａ 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回

归系数显著为正； Ｐａｔｈ ｂ 中 ＦＤＩ 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 ＯＦＤＩ 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
在 Ｐａｔｈ ｃ 中 ＦＤＩ 和 ＯＦＤＩ 显著的同时，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回归系数下降， 并通过

Ｓｏｂｅｌ Ｚ 检验。 说明，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之间存在 ＦＤＩ 和
ＯＦＤＩ 的影响路径， 验证了研究假设 ３ｂ 和 ４ａ。 其中， ＦＤＩ 发挥的中介效应为

０ ００００９５５； ＯＦＤＩ 发挥的中介效应为 ０ ０００１５４２， 分别占总效应的 １５ ７７２％ 和

２５ ４６７％。 由此可见，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以通过双向 ＦＤＩ 影响中国制造业在全球

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 且 ＯＦＤＩ 发挥的中介效应要大于 ＦＤＩ。 相较于 ＦＤＩ， ＯＦＤＩ 属
于主动型投资， ＯＦＤＩ 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战略需要， 更有针对性地、 更快捷地学习

和模仿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推动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而 ＦＤＩ 降低

的倒逼效应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东道国企业进行自主研发与创新， 但碍于企

业自身技术水平有限以及研发产出的滞后性， 导致 ＦＤＩ 带来的价值链攀升效应并不

突出。

表 ２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的机制分析

变量
Ｐａｎｅｌ Ａ： 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

ＦＤＩ 路径检验 ＯＦＤＩ 路径检验
Ｐａｔｈ ａ Ｐａｔｈ ｂ Ｐａｔｈ ｃ Ｐａｔｈ ａ Ｐａｔｈ ｂ Ｐａｔｈ ｃ

ｃｅｐｕ 　 －０ ０００１２４８∗ 　 －０ ０３８２∗∗ 　 －０ ０００１２６３∗ 　 －０ ０００１２４８∗ 　 ０ １０２８∗∗∗ 　 ０ ０００６３４
（－１ ７９） （－２ １８） （－１ ７８） （－１ ７９） （６ ３９） （０ ９８）

Ｗ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１８∗∗∗

（－０ １２） （－７ ５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９２ １９２ １９２ １９２ １９２ １９２
Ｐ 值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Ｒ２ ０ ７７０９ ０ ５２３ ０ ７７１ ０ ７７０９ ０ ３７９ ０ ８３２

Ｓｏｂｅｌ Ｚ
Ｐ 值

０ １１８ －４ ８６７∗∗

（０ ９０６） （０ ０００）

变量
Ｐａｎｅｌ Ｂ：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ＦＤＩ 路径检验 ＯＦＤＩ 路径检验
Ｐａｔｈ ａ Ｐａｔｈ ｂ Ｐａｔｈ ｃ Ｐａｔｈ ａ Ｐａｔｈ ｂ Ｐａｔｈ ｃ

ｃｅｐｕ 　 ０ ０００６０５５∗∗∗ 　 －０ ０３８２∗∗ 　 ０ ０００４７４１∗∗ 　 ０ ０００６０５５∗∗∗ 　 ０ １０２８∗∗∗ 　 ０ ０００４４９９∗∗

（３ ０９） （－２ １８） （２ ４７） （３ ０９） （６ ３９） （２ １３）

Ｗ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１５∗

（－３ ７６） （１ ９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９２ １９２ １９２ １９２ １９２ １９２
Ｐ 值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Ｒ２ ０ ４３８６ ０ ５２３ ０ ４８５ ０ ４３８６ ０ ３７９ ０ ４５１

Ｓｏｂｅｌ Ｚ
Ｐ 值

１ ８８８∗ １ ８３０∗

（０ ０５９） （０ 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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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拓展研究

（一） 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来源国对比分析

鉴于国外增加值的来源国存在显著差异， 表 ３ 报告了国外增加值来源国的分组

回归检验结果。 Ｐａｔｈ ａ 的实证结果表明，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是降低由发达国家

引致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 对发展中国家引致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并没有显著

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 在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中， 通

过对外贸易流入中国市场的中间产品大多来源于发达国家。
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以通过 ＯＦＤＩ 影响中国制造业由发达国

家引致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 但不存在 ＦＤＩ 影响路径。 在 ＦＤＩ 路径检验中， 虽然

Ｐａｔｈ ｃ 中 ＦＤＩ 的回归系数显著， 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回归系数不低于 Ｐａｔｈ ａ 中的

回归系数， 且 Ｓｏｂｅｌ Ｚ 检验不显著； 在 ＯＦＤＩ 路径检验中， Ｐａｔｈ ｃ 中 ＯＦＤＩ 的回归系

数显著的同时，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回归系数显著低于 Ｐａｔｈ ａ 中的回归系数， 且通

过 Ｓｏｂｅｌ Ｚ 检验。

表 ３　 国外增加值来源国的分组回归

变量
中国制造业由发达国家引致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

ＦＤＩ 路径检验 ＯＦＤＩ 路径检验
Ｐａｔｈ ａ Ｐａｔｈ ｂ Ｐａｔｈ ｃ Ｐａｔｈ ａ Ｐａｔｈ ｂ Ｐａｔｈ ｃ

ｃｅｐｕ 　 －０ ０００２４４７∗∗∗ 　 －０ ０３８２∗∗ 　 －０ ０００２６３８∗∗∗　 －０ ０００２４４７∗∗∗ 　 ０ １０２８∗∗∗ 　 －０ ０００１３８２∗∗∗

（－５ ２１） （－２ １８） （－５ ５９） （－５ ２１） （６ ３９） （－３ ００）

Ｗ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１０∗∗∗

（－２ ２２） （－５ ９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９２ １９２ １９２ １９２ １９２ １９２
Ｐ 值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Ｒ２ ０ ８７１ ０ ５２３ ０ ８７５ ０ ８７１ ０ ３７９ ０ ８９５

Ｓｏｂｅｌ Ｚ
Ｐ 值

１ ５５７ －４ ３７０∗∗

（０ １２０） （０ ０００）

变量
中国制造业由发展中国家引致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

ＦＤＩ 路径检验 ＯＦＤＩ 路径检验
Ｐａｔｈ ａ Ｐａｔｈ ｂ Ｐａｔｈ ｃ Ｐａｔｈ ａ Ｐａｔｈ ｂ Ｐａｔｈ ｃ

ｃｅｐｕ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３８２∗∗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１０２８∗∗∗ ０ ００００

（０ ２１） （－２ １８） （０ ４４） （０ ２１） （６ ３９） （０ ５０）

Ｗ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１ ３２） （－０ ８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９２ １９２ １９２ １９２ １９２ １９２
Ｐ 值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Ｒ２ ０ ５３４ ０ ５２３ ０ ５３９ ０ ５３４ ０ ３７９ ０ ５３６

Ｓｏｂｅｌ Ｚ
Ｐ 值

－１ １２７ －０ ７９３
（０ ２６０） （０ ４２８）

（二）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的门槛特征分析

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过程中， 涉及大量中间品的进口和出口。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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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当企业进出口规模超过一定阈值之后， 企业才能形成规模效应， 拥有较强的议价

能力、 技术创新水平和竞争优势等， 进而有效避免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 （余泳泽，
２０１２） ［３１］。 那么，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之间

是否存在进出口规模的门槛效应？
１ 门槛模型的设定

在基准模型 （１） 的基础上， 设定进出口规模的单一、 双重和多重 （三重） 模

型分别为：
　 ｖｓｓｉｔ ＝ β０ ＋ β１ｃｅｐｕｉｔ × Ｉ（ｘｉｔ ≤ γ） ＋ β２ｃｅｐｕｉｔ × Ｉ（ｘｉｔ ＞ γ） ＋ β３ ｔｉｉｔ ＋ β４ ｉｉｉｔ
　 　 　 　 ＋ β５ｒｄｉｔ ＋ β６ｋｉｔ ＋ β７ｈｉｔ ＋ β８ｖｄｉｉｔ ＋ β９ａｓｄｉｔ ＋ β１０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ｔ
　 　 　 　 ＋ β１１ｅｒｉｔ ＋ λ ｔ ＋ θｉ ＋ εｉｔ

　 ｖｓｓｉｔ ＝ β０ ＋ β１ｃｅｐｕｉｔ × Ｉ（ｘｉｔ ≤ γ１） ＋ β２ｃｅｐｕｉｔ × Ｉ（γ１ ＜ ｘｉｔ ≤ γ２） ＋ β３ｃｅｐｕｉｔ

　 　 　 　 × Ｉ（ｘｉｔ ＞ γ２） ＋ β４ ｔｉｉｔ ＋ β５ ｉｉｉｔ ＋ β６ｒｄｉｔ ＋ β７ｋｉｔ ＋ β８ｈｉｔ ＋ β９ｖｄｉｉｔ
　 　 　 　 ＋ β１０ａｓｄｉｔ ＋ β１１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ｔ ＋ β１２ｅｒｉｔ ＋ λ ｔ ＋ θｉ ＋ εｉｔ

　 ｖｓｓｉｔ ＝ β０ ＋ β１ｃｅｐｕｉｔ × Ｉ（ｘｉｔ ≤ γ１） ＋ β２ｃｅｐｕｉｔ × Ｉ（γ１ ＜ ｘｉｔ ≤ γ２） ＋ β３ｃｅｐｕｉｔ

　 　 　 　 × Ｉ（γ２ ＜ ｘｉｔ ≤ γ３） ＋ β４ｃｅｐｕｉｔ × Ｉ（ｘｉｔ ＞ γ３） ＋ β５ ｔｉｉｔ ＋ β６ ｉｉｉｔ ＋ β７ｒｄｉｔ

　 　 　 　 ＋ β８ｋｉｔ ＋ β９ｈｉｔ ＋ β１０ｖｄｉｉｔ ＋ β１１ａｓｄｉｔ ＋ β１２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ｔ ＋ β１３ｅｒｉｔ ＋ λｔ ＋ θｉ ＋ εｉｔ

其中， ｃｅｐｕｉｔ 为受到门槛变量影响的解释变量， ｘｉｔ 为门槛变量， γ 为门槛估计值。
本文的门槛变量包括： 制造业的出口规模 （ｅｘｐｉｔ） 和进口规模 （ ｉｍｐｉｔ） ， 分别用出口

／行业销售产值和中间品进口 ／中间品总消耗表示。
２ 门槛检验结果分析

表 ４ 展示了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嵌入

程度的影响作用中， 存在出口规模的双重门槛和进口规模的三重门槛效应。 其中，
出口规模的门槛估计值为 ０ ２０９ 和 ０ ５１１， 进口规模的门槛估计值为 ０ ０５６、 ０ １０８
和 ０ ２２２。 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作用中， 存在

出口规模的双重门槛和进口规模的单门槛效应。 其中， 出口规模的门槛估计值为

０ ０６３ 和 ０ １０３， 进口规模的门槛估计值为 ０ ０６７。

表 ４　 进出口规模门槛效应检验 （５００ 次）

变量
价值链嵌入程度 价值链分工地位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单一门槛检验

双重门槛检验

三重门槛检验

１８ ４３６∗∗∗ １０ ６３７ ７ １０７ １９ ３５２∗∗∗

（０ ００４） （０ １５８） （０ １８０） （０ ０００）
３５ ７６８∗∗∗ ３９ ３７２∗∗∗ １２ ８５１∗∗ ３ ４４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２） （０ ２９８）
５ ２８５ １１ ６２６∗∗ ２ ７６７ ４ １７２

（０ １０８） （０ ０３８） （０ ３５２） （０ ２０８）
注： 括号上方的数字为门槛检验对应的 Ｆ 统计量， 括号内为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方法反复抽样得到的 Ｐ 值。

表 ５ 报告了门槛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 首先， 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

造业价值链嵌入程度的非线性影响。 从出口规模上看， 当出口规模较小时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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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小于 ０ ２０９），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程度没有显著的负向作

用。 当出口规模处于中等水平时 （出口规模大于 ０ ２０９ 小于 ０ ５１１）， 经济政策不

确定性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但随着出口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

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影响转为正向促进作用。 说明， 只有当出口规模超过一定

阈值之后，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才能显著提高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程度。 从进口规模上

看， 当进口规模较小时 （进口规模小于 ０ ０５６），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价值

链嵌入程度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随着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

向影响作用逐渐下降甚至转为正向的促进作用。 说明， 当进出口规模相对较高时，
企业存在规模效应， 可以有效降低产品生产成本， 参与更多的国际分工活动。

其次， 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非线性影响。 从出口

规模上看， 当出口规模较小时 （出口规模小于 ０ ０６３），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

业价值链分工地位没有明显的影响。 当出口规模处于中等水平时 （出口规模大于

０ ０６３ 小于 ０ １０３），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 而当出口规模较大时

（出口规模大于 ０ １０３），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作用变为正向。 从进口规模上

看， 当进口规模较小时 （进口规模小于 ０ ０６７），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没有显著的影

响作用。 而随着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作用显著为正。 由

此可见， 只有在进出口规模越过一定阈值之后，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才能显著提高制

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

表 ５　 进出口规模门槛特征的参数估计结果

变量
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ｃｅｐｕｄ１

（ｘｉｔ ≤ γ１）
ｃｅｐｕｄ２

（γ１ ＜ ｘｉｔ ≤ γ２）
ｃｅｐｕｄ３

（γ２ ＜ ｘｉｔ ≤ γ３）
ｃｅｐｕｄ４

（ｘｉｔ ＞ γ３）
控制变量

常数项

观测值

Ｒ２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７２） （－４ ０１） （１ ６１） （－０ ７７）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

（－４ ２３） （－１ １８） （－１ ８８） （３ １８）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２ ４５） （１ ９１） （１ ７１）
０ ０００６∗∗∗

（６ ３１）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０ １０１３ ０ ０５１９ ０ ２８９４ ０ ２２９９

（１ ３１） （０ ６８） （１ ６４） （１ ３１）
１９２ １９２ １９２ １９２

０ ５８６ ０ ６００ ０ ３３４ ０ ３３０

（三） 稳健性分析

１ 更换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衡量指标。 本文借鉴 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４） ［３］ 的

方法， 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进行了重新测算。 具体公式如下：

ＧＶ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 ＩＶ
Ｅｘ

＋ ＦＶＡ
Ｅｘ

＝ ＤＶＡ＿ ＩＮＴｒｅｘ
Ｅｘ

＋ ＦＶＡ＿ ＦＩＮ ＋ ＦＶＡ＿ ＩＮＴ
Ｅｘ

其中， ＩＶ 表示行业的间接增加值， ＦＶＡ 反映行业的国外增加值， Ｅｘ 为行业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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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值。 将国外增加值进一步分解为由发达国家引致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由发展

中国家引致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
本文对重新构建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指标进行了回归分析， 可知经济政策不

确定性的提高将显著降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程度， 并存在 ＯＦＤＩ 的影响路径。
从国外增加值来源国的分组回归结果可知，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是通过 ＯＦＤＩ 路
径， 来降低由发达国家引致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 但对发展中国家引致的全球价

值链嵌入程度没有显著影响， 进一步证实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 由于篇幅有限，
稳健性回归结果未在文中展示。

２ 更换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衡量指标。 本文采用中间品出口的国内增加值

率与最终品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之差来衡量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

位， 并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 发现，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以通过引进外资和对外直

接投资的方式， 来提高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 且 ＯＦＤＩ 的中介传

导效应 （２４ ３８８％） 大于 ＦＤＩ 的中介传导效应 （１３ ４３７％）。 由此可见， 更换核心

指标之后， 上述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本文的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六、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数据， 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

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以及这种影响

效果可能存在的分组特征和门槛特征。 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

上升将降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程度， 但提高其在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位。 第

二，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程度之间存在 ＯＦＤＩ 路径， 与制造业价

值链分工地位之间存在 ＦＤＩ 和 ＯＦＤＩ 路径。 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以通过 ＯＦＤＩ 路
径来降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程度， 通过 ＦＤＩ 和 ＯＦＤＩ 路径来提高中国制造业价

值链分工地位， 其中 ＯＦＤＩ 发挥的中介效应大于 ＦＤＩ。 第三， 从国外增加值的来源

国看，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是通过 ＯＦＤＩ 路径来降低由发达国家引致的全球价值

链嵌入程度， 但对发展中国家引致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没有显著影响。 第四， 经

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作用存在关于进出

口规模的门槛效应。 只有在进出口规模越过一定阈值之后，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才能

促进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的提升。
上述研究结论蕴含的主要政策含义如下： 第一， 尽管政府频繁推出经济政策带

来的不确定性正向影响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 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也

会带来负面影响， 即抑制 ＦＤＩ 流入和制造业价值链嵌入程度。 因此， 相关部门频繁

出台或调整经济政策以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时， 需客观认识经济政策变更所

蕴含的 “政策红利” 与风险， 并权衡经济政策不确定对不同经济活动的影响。 第

二， 在经济政策不确定的背景下， 中国政府应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 以充分发挥

ＯＦＤＩ 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推动中国制造业向价值链更高层次攀升。 同时， 相关

部门需避免企业过度对外直接投资， 使得大量国内资本流向海外， 导致中国实体经

济下行严重。 第三， 在经济政策不确定的背景下， 管理部门可以利用经济政策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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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嵌入影响的门槛效应， 大力鼓励进出口规模较大的制造业

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 并对进出口规模较小的制造业企业给予相应的支持与补

贴， 以避免小规模企业由于风险太大， 被迫退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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