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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增加值碳排放成本吗

—基于制造业数据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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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今国际分工模式下全球价值链呈现更多区域化特征， 积极嵌入区域性

价值链成为各经济体破解低端锁定局势的重要手段。 本文构建了区域价值链的简单

嵌入度和复杂嵌入度指标， 且推导出增加值境内碳排放成本测算方法。 研究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制造业对欧盟、 北美、 东亚、 金砖四大区域的嵌入度对境内增

加值碳排放成本的影响， 结论如下： （１） 提升区域价值链简单嵌入度增加了中国

制造业增加值境内碳排放成本， 尤其中国嵌入欧盟、 东亚地区以资源型高碳型行业

为主， 其影响效应更为显著。 （２） 提升区域价值链复杂嵌入度， 利于降低中国境

内增加值碳排放成本， 但金砖地区例外。 （３） 四大区域价值链嵌入度对制造业增

加值境内碳排放成本的影响具有行业异质性。 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区域价值链嵌入度

均利于降低境内碳排放成本； 低技术制造业只有提升其复杂嵌入度水平才能降低成

本实现制造业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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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今全球价值链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ＧＶＣ） 分工已成为各国参与国际贸易的

主要模式， 在全球价值链概念基础上， Ｂａｌｄｗｉｎ （２０１２） ［１］ 提出了区域价值链概念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ＲＶＣ）， 并指出跨国产品各价值创造环节的全球化特征并不

明显， 更多的呈现出区域化特征。 因此， 研究一国嵌入区域价值链 （ＲＶＣ） 的特

征比研究其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特征更有意义。 Ｒｉｃａｒｄ 和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２０１８） ［２］明确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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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世界区域价值链， 研究指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全球生产链中确立了北美地区、 欧

盟地区及东亚地区的三大区域性价值链。 同时， 区域性的价值链组成依据不仅包括

地理位置和贸易协定， 还包括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模式 （Ｂａｃｋ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３］， 因此同为新兴经济体的金砖国家区域价值链成为全球价值链重要组成。
２０１４ 年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国外增加值为 ２８０６ ６ 亿美元， 其中增加值来源占比最多

的贸易区域为： 东亚地区占比 ２６％； 欧盟地区占比 １１ ２％； 北美地区占比 ９ ６％； 金

砖地区占比 ７ １％。①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大多产生于区域性价值链中， 形成嵌入 “北
美 ＲＶＣ、 欧盟 ＲＶＣ、 东亚 ＲＶＣ、 金砖 ＲＶＣ” 四大区域价值链为主的贸易格局。

在实现 “十三五” 碳减排目标的背景下， 中国对四大区域嵌入方式和嵌入程

度不同， 相应的境内增加值碳排放是否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不同技术水平的制

造业是否存在行业异质性？ 本文通过讨论中国制造业的四大区域价值链的嵌入方式

和嵌入程度， 研究其对境内碳排放成本的影响。 以上问题解决对于提升我国区域价

值链地位和制造业的低碳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一、 文献综述

目前， 关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及其环境效应问题的研究， 国内外学术界主要从三

个方面展开：
１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碳排放测度研究

传统关于贸易隐含碳的研究并未引入贸易增加值核算法。 随着全球价值链理论

框架的逐步完善， 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 （ＭＲＩＯ） 成为当前测算贸易隐含碳的主流

方法， 该模型根据各国各部门的投入产出关系分析出生产某一产品导致的全球碳排

放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４］； 赵玉焕和刘娅， ２０１５［５］）。 上述研究的缺陷在于无法

实现对贸易隐含碳的来源地、 排放地和贸易渠道的区分。 故而， Ｍｅｎｇ 等

（２０１８） ［６］将总贸易核算法引入贸易隐含碳测算研究中， 构建了一个全面的碳排放

核算体系， 以追溯和测度在全球价值链中不同国家不同部门的碳排放水平， 该碳排

放结构分解模型为测算碳排放成本提供理论依据。
２ 全球及区域价值链嵌入度的衡量研究

价值链嵌入度研究主要从两个不同视角切入。 一方面， 从贸易增加值视角测度

价值链嵌入。 Ｈｕｍｍｅｌｓ 等 （２００１） ［７］最早提出垂直专业化分工指数 （ＶＳＳ） 来表示

一国嵌入价值链程度。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Ｒｏｂｅｒｔ、 王直和魏尚进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能够全

面分解出口贸易流向及来源的 ＫＰＷＷ 和 ＷＷＺ 分解法， 并对一国价值链分工地位

和嵌入程度进行衡量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８］； ２０１４［９］；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１０］ ）。
以上提出的方法都是通过分析一国出口贸易增加值的构成来评估价值链的嵌入度。 另一

方面， 从生产链长度视角测度价值链嵌入。 Ｆａｌｌｙ （２０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２］） 提出贸易产品生

产长度的概念， 构建了衡量产品价值链长度的统计指标。 Ａｎｔｒａｓ 等 （２０１２［１３］， ２０１３［１４］）
构建上游度指标反映特定行业在价值链中所处位置高低， 以弥补贸易增加值价值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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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指数无法解释资源型国家高地位、 低获利的悖论。 直到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７ａ［１５］，
２０１７ｂ［１６］） 突破贸易增加值核算法， 从全球生产链视角出发， 研究一国不同类型贸易

活动的生产长度所占比重， 重新构建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指数， 从而具体量化不同地

区不同部门的价值链嵌入程度。 根据以上理论， 董虹蔚和孔庆峰 （２０１８） ［１７］初步探讨

了金砖区域贸易竞争性互补性和我国国家价值链的区域特征。 从生产链角度测算价值

链参与度为构建区域型价值链嵌入度指标提供科学的量化方法。
３ 价值链分工与贸易碳排放的关系研究

这方面的前期研究基础来自于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１９９３） ［１８］的研究。 该研究

发现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存在 “倒 Ｕ 型” 关系， 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曲线是由

环境的规模效应、 结构效应、 技术效应之间不同程度的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 之后

这方面的实证文献大量涌现。 李斌和彭星 （２０１３） ［１９］通过空间计量法， 实证分析了

中国制造业嵌入价值链环节对经济碳排放的影响， 研究发现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越

高， 碳排放量增长越快。 吕延方等 （２０１９） ［２０］运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研究并揭示了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贸易隐含碳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综上， 现有文献存在三点有待拓展之处。 首先， 关于区域价值链嵌入度的定义

和量化方法还存在一定缺陷。 已有区域价值链相关文献只研究某一合作区域内各地

区间的贸易关系， 而并未测度一国嵌入整体区域贸易的程度。 其次， 将一国贸易隐

含碳排放总量作为环境效应的指标不够全面。 在贸易隐含碳大量排放同时贸易增加

值同步增加， 因此考虑单位贸易增加值的境内环境成本更客观。 最后， 因碳排放系

数数据来源的客观限制， 对分行业碳排放数据一般只更新 ２００９ 年。
基于此， 本文试图在以下方面尝试突破。 第一， 构建衡量一国嵌入区域价值链

程度的指标。 根据一国 ＧＶＣ 生产活动中 ＲＶＣ 生产活动所占的比重来反映一国嵌入

某一区域价值链贸易的程度， 以期弥补现有衡量一国或部门参与价值链分工程度指

标上的不足。 第二， 基于 “贸易增加值境内碳排放成本” 的核心概念， 推导贸易增

加值境内碳排放成本指标， 拓展现有贸易环境成本理论和测度方法。 第三， 依据能源

投入和碳排放产出等比例法将指标数据更新至 ２０１４ 年， 在区域和行业异质性基础上，
分析测算中国制造业四大区域价值链嵌入度对增加值境内碳排放成本的影响。

二、 理论基础

（一） 理论模型

基于 Ａｎｔｗｅｉｌｅｒ 等 （２００１） ［２１］ 构建的环境污染与供给模型， 本文引入了区域价

值链嵌入度影响效应， 构造了融入区域价值链分工模式的碳排放成本分解模型。
基本假设： （１） 世界市场是只有两个国家的完全竞争开放经济体； （２） 市场

中只生产两种最终产品 Ｘ 和 Ｙ， Ｘ 和 Ｙ 规模报酬不变， 只使用两种生产要素资本 Ｋ
和劳动 Ｌ， 产品 Ｘ 和 Ｙ 的生产成本函数为 Ｃ ｆ（ＫＸ， ＬＸ） 和 Ｃ ｆ（ＫＹ， ＬＹ） ， 产品 Ｘ 和 Ｙ
的价格为 ＰＸ 和 ＰＹ； （３） 只考虑碳排放效应而忽略其他环境效应； （４）Ｘ产品的生产

参与了区域价值链的分工， δ 代表区域价值链嵌入度， δ 越大说明出口国对此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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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价值链的嵌入度越高。
假设经济中产品 Ｘ、 Ｙ 生产产量为： Ｘ ＝ ｆ（ＫＸ， ＬＸ） 　 　 Ｙ ＝ ｇ（ＫＹ， ＬＹ） （１）
其中， ＫＸ 和 ＬＸ 代表 Ｘ 产品的资本和劳动投入， ＫＹ 和 ＬＹ 代表 Ｙ 产品的资本和劳

动投入。
Ｘ 产品参与了区域价值链分工贸易， 并且存在国内碳减排政策限制， 则实际 Ｘ

产品生产量为：
Ｘ ＝ （１ － ｔ） ｆ（ＫＸ， ＬＸ） （２）

其中， ｔ 代表产品 Ｘ 国内投入减排的占比。
生产 Ｘ 产品过程中碳排放量为： 　 　 Ｃ ＝ φ（ ｔ） ｆ（ＫＸ， ＬＸ） （３）
其中， 碳排放函数 φ（ｔ） 是关于 ｔ 的减函数， 由于贸易规模的增加引致出口碳排

放增加， 但技术的进步将引致出口碳排放降低， 设定其表达式为 φ（ｔ） ＝
（１ － ｔ）１ ／ β ／ Ｔ ， φ′（ｔ） ＜ ０ ，φ″（ｔ） ＞ ０ ，０ ＜ β ＜ １ ，Ｔ 代表生产技术水平。代入式（３）可得：

Ｃ ＝ （１ － ｔ）１ ／ βｆ（ＫＸ， ＬＸ） ／ Ｔ （４）
由式 （２） 和 （４） 可推导出产品 Ｘ 的生产量为：

Ｘ ＝ （１ － ｔ） ｆ（ＫＸ， ＬＸ） ＝ （ＴＣ） β ｆ （ＫＸ， ＬＸ）１ － β （５）
当引入区域价值链嵌入度 δ 影响因素， Ｘ 产品过程中碳排放量为：

　 Ｃ ＝ φ（ ｔ） ｆ（ＫＸ， ＬＸ）ω（δ） ＝ （１ － ｔ）１ ／ βω（δ） ｆ（ＫＸ， ＬＸ） ／ Ｔ （６）
其中， ω（δ） 表示区域价值链嵌入程度 δ 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
由式 （６） 推导出在嵌入区域价值链的情况下， Ｘ 产品产量为：

Ｘ ＝ （１ － ｔ） ｆ（ＫＸ， ＬＸ） ＝ （ＴＣ） β ｆ （ＫＸ， ＬＸ）１ － βω（δ） －β （７）
ＴＣ 是考虑生产技术水平的出口碳排放， 设 θ１ 是对 Ｘ 产品征收的碳税税率， θ２

是对 Ｘ 产品征收的碳关税税率， 忽略运输成本和贸易摩擦成本。 根据企业成本最

小化原则可得：
Ｈ ＝ ｍｉｎ Ｃ ｆ（ＫＸ， ＬＸ） ｆ（ＫＸ， ＬＸ） ＋ （θ１ ＋ θ２）ＴＣ{ }

ｓ ｔ （ＴＣ） β ｆ （ＫＸ， ＬＸ）１ － βω（δ） －β ＝ １ （８）
构建拉格朗日函数， 分别对碳排放量 Ｃ 和产量 ｆ（ＫＸ， ＬＸ） 求导可得：

（θ１ ＋ θ２）Ｔ ＝ － βλＴβＣβ－１ ｆ （ＫＸ， ＬＸ）１ － βω（δ） －β

Ｃ ｆ（ＫＸ， ＬＸ） ＝ － （１ － β）λＴβＣβ ｆ （ＫＸ， ＬＸ） － βω（δ） －β （９）
其中， λ 是拉格朗日乘数， 将 （９） 中两式相除可得：

θ１ ＋ θ２ ／ Ｃ ｆ（ＫＸ， ＬＸ） ＝ βｆ（ＫＸ， ＬＸ） ／ （１ － β）ＴＣ （１０）
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利润为 ０， 有 ＰＸＸ － Ｃ ｆ（ＫＸ， ＬＸ） ｆ（ＫＸ， ＬＸ） － （θ１ ＋ θ２）ＴＣ

＝ ０， 将式 （１０） 带入可得：
Ｘ ＝ （θ１ ＋ θ２）ＴＣ ／ βＰＸ （１１）

将式 （１１） 带入 （３）， 则碳排放函数为：
φ（ ｔ） ＝ Ｃ ／ Ｘ ＝ β·ＰＸ ／ （θ１ ＋ θ２）·Ｔ （１２）

则式 （６） Ｘ 产品过程中碳排放量改写为：
Ｃ ＝ φ（ ｔ） ｆ（ＫＸ， ＬＸ）ω（δ） ＝ Ｍ·Ｓ·φ（ ｔ）·ω（δ）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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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Ｍ 为规模效应， Ｓ 为规模效应， Ｍ ＝ ＰＸ·Ｘ ＋ ＰＹ·Ｙ ， Ｓ ＝ ＰＸ·Ｘ ／ （ＰＸ·Ｘ ＋
ＰＹ·Ｙ） 。

将式 （１２） 代入式 （１３）， 可得增加值碳排放成本的效应分解模型为：

ＰＶ ＝ Ｃ
ＤＶＡ

＝ Ｍ·Ｓ· β·ＰＸ

（θ１ ＋ θ２）·Ｔ
·ω（δ）

ＤＶＡ
（１４）

两边取对数可得：

ｌｎＰＶ ＝ ｌｎ β·ＰＸ ／ （θ１ ＋ θ２）·ＤＶＡ[ ] ＋ ｌｎＭ ＋ ｌｎＳ － ｌｎＴ ＋ ｌｎω （１５）

其中， ｌｎ β·ＰＸ ／ （θ１ ＋ θ２）·ＤＶＡ[ ] 为常数。

根据式 （１５） 贸易增加值碳排放成本模型， 贸易增加值碳排放成本是由规模

效应 ｌｎＭ 、 结构效应 ｌｎＳ 、 技术效应 ｌｎＴ 、 区域价值链效应 ｌｎω 共同决定的， 以上

模型构建为探求制造业的区域性价值链嵌入度与境内碳排放成本的关系提供了理论

基础。
（二） 效应分析

１ 区域价值链效应

区域价值链效应是指出口国嵌入世界主要区域性价值链的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

对碳排放成本的影响。 当以一次跨境贸易活动为主要方式嵌入区域性价值链时， 出

口国主要承接了加工组装等技术含量较低、 能源消耗较大的环节， 会造成碳排放成

本的增加。 当以跨境两次以上的中间品贸易活动为主要方式嵌入区域性价值链时，
出口国则主要负责上游高端零部件生产或者商品研发设计等环节， 较少的资源消耗

降低了碳排放成本。
２ 规模效应

规模效应是指随着出口规模的扩张， 出口商品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和能源消

耗， 从而导致碳排放的大量增加。 但同时， 出口规模的扩大也引起出口贸易增加值

大幅增加。 尤其对于劳动力资源丰富、 处于全球价值链末端的加工制造环节的地区

来说， 出口规模增加引致的碳排放增加程度与贸易增加值提升程度的大小关系难确

定， 所以出口贸易增加值碳排放成本的规模效应不能确定。
３ 结构效应

结构效应是指对出口产品投入的要素比例的不同导致其能源资源消耗不同从而

产生不同的碳排放量。 当出口产品密集使用人力资本要素， 意味着资源能源的利用

效率较高， 碳排放会降低。 当出口产品密集使用固定资本要素， 意味着传统产业的

升级进度较低， 碳排放会增加。
４ 技术效应

技术效应是指提高出口产品技术水平减少出口碳排放量。 技术进步对于出口贸

易的碳排放量降低和贸易增加值提升都有显著效果。 出口国可通过引进清洁技术、
提高生产率以及技术外溢效应， 达到降低碳排放成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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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证设计

（一） 区域价值链嵌入度指数的构建

区域价值链参与度是指一国的 ＧＶＣ 生产活动中 ＲＶＣ 生产活动所占的比重， 一

国对某区域价值链嵌入度越大， 则表示该国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中越倾向与此区域内

的国家进行贸易合作。 区域价值链嵌入程度是根据生产活动方式区分的， 故本文采

用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７ａ， ｂ） 生产链分解模型测算。
根据多区域投入产出 （Ｇ 个国家） 平衡条件， 总产出表示为：

Ｘ ｉ ＝ ＡｉｉＸ ｉ ＋ ∑ ｊ≠ｉ
ＡｉｊＸ ｊ ＋ Ｙｉｉ ＋ ∑ ｊ≠ｉ

Ｙｉｊ ＝ ＡｉｉＸ ｉ ＋ Ｙｉｉ ＋ Ｅｉ∗ （１６）

将式 （１６） 整理可得：
Ｘ ｉ ＝ （１ － Ａｉｉ） － １Ｙｉｉ ＋ （１ － Ａｉｉ） － １Ｅ ｉ∗ ＝ ＬｉｉＹｉｉ ＋ ＬｉｉＥ ｉ∗ ＝ ＬｉｉＹｉｉ

＋ Ｌｉｉ∑ Ｇ

ｊ≠ｉ
Ｙｉｊ ＋ Ｌｉｉ∑ Ｇ

ｊ≠ｉ
ＡｉｊＸ ｊ 　 　 　 　 　 　 　 　 　 　 （１７）

其中， Ｌｉｉ 表示国内里昂惕夫逆矩阵。 Ｅ ｉ∗ 表示 ｉ 国总出口列向量。
根据式 （１７） 推导出一国总增加值生产分解为：

其中， Ｂ ｊｋ 表示里昂惕夫逆矩阵的分块矩阵。 Ｖ^ｉ 表示 ｉ 国增加值系数对角线矩阵。
由式 （１８） 可知， 一国地区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可分解为四部分： ①用于

国内消费的生产活动 （即 Ｖ^ｉＬｉｉＹｉｉ ）， 用 Ｖ＿ Ｄ 表示； ②用于生产最终出口品的传统

贸易活动 （即 Ｖ^ｉＬｉｉ∑ Ｇ

ｊ≠ｉ
Ｙｉｊ ）， 用 ＶＲＴ 表示； ③跨境一次的简单 ＧＶＣ 生产活动 （即

Ｖ^ｉＬｉｉ∑ Ｇ

ｊ≠ｉ
ＡｉｊＬ ｊｊＹ ｊｊ ）， 用 ＶＧＶＣＳ 表示； ④跨境二次以上的复杂 ＧＶＣ 生产活动 （即

Ｖ^ｉＬｉｉ∑ Ｇ

ｊ≠ｉ
Ａｉｊ∑ Ｇ

ｋ
（Ｂ ｊｋ∑ Ｇ

ｌ
Ｙｋｌ） － Ｖ^ｉＬｉｉ∑ Ｇ

ｊ≠ｉ
ＡｉｊＬ ｊｊＹ ｊｊ ）， 用 ＶＧＶＣＣ 表示。 据此， 构建一国

的区域价值链简单嵌入度指标 ＲＶＣＳｉＲ 和区域价值链复杂嵌入度指标 ＲＶＣＣ ｉＲ 。
ＲＶＣＳｉＲ 表示 ｉ 国家对区域 Ｒ 的简单嵌入度， 即出口国 ｉ 对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

所有传统贸易活动和跨境一次的中间品贸易活动中， 有多少比例来自于区域 Ｒ 中

的国家地区。

ＲＶＣＳｉＲ ＝
Ｖ^ｉＬｉｉ∑ Ｒ

ｊ≠ｉ
Ｙｉｊ ＋ Ｖ^ｉＬｉｉ∑ Ｒ

ｊ≠ｉ
ＡｉｊＬ ｊｊＹ ｊｊ

Ｖ^ｉＬｉｉ∑ Ｇ

ｊ≠ｉ
Ｙｉｊ ＋ Ｖ^ｉＬｉｉ∑ Ｇ

ｊ≠ｉ
ＡｉｊＬ ｊｊＹ ｊｊ

（１９）

ＲＶＣＣ ｉＲ 表示 ｉ 国家对区域 Ｒ 的复杂嵌入度， 即出口国 ｉ 对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

所有跨境两次以上的中间品贸易活动中， 有多少比例来自于区域 Ｒ 中的国家地区。

２２１

贸易与环境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ＲＶＣＣ ｉＲ ＝
Ｖ^ｉＬｉｉ∑ Ｒ

ｊ≠ｉ
Ａｉｊ∑ Ｇ

ｋ
（Ｂ ｊｋ∑ Ｇ

ｌ
Ｙｋｌ） － Ｖ^ｉＬｉｉ∑ Ｒ

ｊ≠ｉ
ＡｉｊＬ ｊｊＹ ｊｊ

Ｖ^ｉＬｉｉ∑ Ｇ

ｊ≠ｉ
Ａｉｊ∑ Ｇ

ｋ
（Ｂ ｊｋ∑ Ｇ

ｌ
Ｙｋｌ） － Ｖ^ｉＬｉｉ∑ Ｇ

ｊ≠ｉ
ＡｉｊＬ ｊｊＹ ｊｊ

（２０）

（二） 增加值境内碳排放成本的测度

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环境成本， 是用价值链路径上每创造一个单位的贸易增加

值所产生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来衡量的 （Ｍｅｎｇ 等 ２０１８）。 则贸易增加值境内碳排

放成本为：
ＰＶ（ＥｓＲ） ＝ ＰＤ（ＥｓＲ） ／ ＶＡ（ＥｓＲ） （２１）

ＰＶ（ＥｓＲ） 表示国家 ｓ 对于区域 Ｒ 的单位贸易增加值碳排放成本水平， 反映出该

国嵌入区域价值链获得单位增加值所付出的境内环境成本。 该值越大表示该国付出

的境内碳排放成本越高， 不利于本国境内碳减排。 该值越小表示该国付出的境内碳

排放成本越低， 则有利于本国境内碳减排。
其中， ＰＶ（ＥｓＲ） 表示国家 ｓ 对于区域 Ｒ 的贸易增加值境内碳排放成本， ＰＤ（ＥｓＲ）

表示 ｓ国出口至区域 Ｒ的增加值境内碳排放量， ＶＡ（ＥｓＲ） 表示 ｓ国出口至区域 Ｒ的国

内增加值。
１ 国内增加值测算

根据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３） 的总贸易核算分解法， ｓ 国出口至区域 Ｒ 的国内增加

值为：

ＶＡ（ＥｓＲ） ＝ （ Ｖ ｓＢｓｓ） ′＃∑ Ｒ

ｒ≠ｓ
Ｙｓｒ ＋ （ Ｖ ｓＬｓｓ） ′＃（∑ Ｒ

ｒ≠ｓ
ＡｓｒＢｒｒＹｒｒ）　 　 　 　 　 　 　 　 　 　

　 　 　 ＋ （ Ｖ ｓＬｓｓ） ′＃（∑ Ｒ

ｒ≠ｓ
Ａｓｒ∑ Ｇ

ｔ≠ｓ， ｒ
ＢｒｔＹｔｔ） ＋ （ Ｖ ｓＬｓｓ） ′＃（∑ Ｒ

ｒ≠ｓ
ＡｓｒＢｒｒ∑ Ｇ

ｔ≠ｓ， ｒ
Ｙｒｔ）

　 　 　 ＋ （ Ｖ ｓＬｓｓ） ′＃（∑ Ｒ

ｒ≠ｓ
Ａｓｒ∑ Ｇ

ｔ≠ｓ， ｒ∑
Ｇ

ｕ≠ｓ， ｔ
ＢｒｔＹｔｕ） ＋ （ Ｖ ｓＬｓｓ） ′＃∑ Ｒ

ｒ≠ｓ
（ＡｓｒＢｒｒＹｒｓ）

＋ （ Ｖ ｓＬｓｓ） ′＃（∑ Ｒ

ｒ≠ｓ
Ａｓｒ∑ Ｇ

ｔ≠ｓ， ｒ
ＢｒｔＹｔｓ） ＋ （ Ｖ ｓＬｓｓ） ′＃（∑ Ｒ

ｒ≠ｓ
ＡｓｒＢｒｓＹｓｓ） （２２）

２ 增加值境内碳排放测算

根据总贸易分解法式 （２２） 可推导出贸易流的隐含碳排放分解框架， 则 ｓ 国出

口区域 Ｒ 的增加值境内碳排放量为：

其中， Ｆｓ 表示 ｓ 国各行业直接碳排放系数的 １ × Ｎ 行向量。 路径 （一） 是隐含

在最终产品出口的本国碳排放， 被进口国消费； 路径 （二） 是隐含在中间产品

出口的本国碳排放， 被进口国消费； 路径 （三） 是隐含在中间产品出口的本国

碳排放， 被第三国消费； 路径 （四） 是隐含在中间产品出口的本国碳排放， 折

返被本国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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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直接碳排放系数测算

采用增加值境内碳排放分解模型， 需要将出口国直接碳排放系数 Ｆｓ 的行业分

类与 ＷＩＯＤ 的行业分类整合一致， 且现有碳排放系数数据只到 ２００９ 年更新不足。
本文参考王文举等 （２０１１） ［２２］、 Ｗｉｅｂｅ 等 （２０１２） ［２３］ 的能源投入和碳排放等比例

法， 将 ＷＩＯＤ 中的 “炼焦成品油” 行业的中间产出在各国家各行业的货币比例关

系分解到各国的二氧化碳总碳排放量， 将数据更新至 ２０１４ 年。

Ｆｓ
ｊ ＝ Ｐｓ

ｊ ／ Ｘｓ
ｊ ＝ ＰｓＺｓ

ｊ ／ Ｘｓ
ｊ∑Ｎ

ｊ
Ｚｓ

ｊ （２４）

其中， Ｆｓ
ｊ 表示 ｓ国 ｊ行业的直接碳排放量系数， Ｐｓ

ｊ 表示 ｓ国 ｊ行业的碳排放量。 Ｘｓ
ｊ

表示 ｓ 国 ｊ 行业的总产出， 直接采用 ＷＩＯＤ 表总产出数据。 Ｐｓ 表示 ｓ 国的碳排放总

量， 数据来源于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数据库。 Ｚｓ
ｊ 表示 ｓ 国 ｊ 行业对各国 “炼焦成品油” 行业

的消耗量， 以 ＷＩＯＤ 各国的 “ｒ１０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ｋｅ ａｎｄ ｒｅｆｉｎｅｄ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行业对 ｓ 国 ｊ 行业的中间投入量总和表示。

（三） 实证计量模型构建

由理论机制可知， 一国某行业的贸易增加值境内碳排放成本效应是由规模效应、
结构效应、 技术效应、 区域价值链效应共同作用。 因此， 将区域价值链效应分为简单

ＧＶＣ 嵌入效应和复杂 ＧＶＣ 嵌入效应， 结合环境库兹涅兹效应， 构建模型如下：
ｌｎＰＶｉｔ ＝ β０ ＋ β１ ｌｎＲＶＣＳｉｔ ＋ β２ ｌｎＲＶＣＣ ｉｔ ＋ β３ ｌｎＣ ｉｔ ＋ β４ ｌｎＣ ｉｔ

２

＋ β５ ｌｎＳｉｔ ＋ β６ ｌｎＴｉｔ ＋ μｔ ＋ ηｉ ＋ εｉｔ 　 　 　 　 （２５）
其中，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ＰＶｉｔ 表示对各行业的贸易增加值境内碳排放成本的影响水

平； 核心解释变量 ｌｎＲＶＣＳｉｔ 是区域价值链简单嵌入效应； ｌｎＲＶＣＣ ｉｔ 是区域价值链复

杂嵌入效应。 ｉ 代表行业， ｔ 代表时间， μｔ 为时间效应， ηｉ 为行业异质性， εｉｔ 为随机扰

动项。 ｌｎＣ ｉｔ 是规模效应， 以行业出口总额表示； ｌｎＣ ｉｔ
２ 为环境库兹涅茨效应； ｌｎＳｉｔ 是

结构效应， 用分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合计与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之比表

示； ｌｎＴｉｔ 是技术效应， 用分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与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的工业销售产值之比表示。
（四） 数据来源

核心解释变量 ＲＶＣＳ 和 ＲＶＣＣ 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ＷＩＯＤ 计算得出。 被解

释变量 ＰＶ 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ＷＩＯＤ、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数据库计算得出。 分行业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数据来源于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分行

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合计、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工业销售产值来源于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和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２０１２ 年后）， 其中 ２００４ 年数

据从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中摘录得出。 因统计口径不同， ２０１２ 部分数据从 Ｗｉｎｄ 和

《中国统计年鉴》 中摘录。 本文考察中国制造业对欧盟、 北美、 东亚、 金砖①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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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欧盟地区： 奥地利、 比利时、 塞浦路斯、 德国、 西班牙、 爱沙尼亚、 法国、 希腊、 芬兰、 爱尔兰、 立

陶宛、 意大利、 卢森堡、 拉脱维亚、 马耳他、 荷兰、 葡萄牙、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保加利亚、 捷克、 丹

麦、 克罗地亚、 匈牙利、 波兰、 罗马尼亚、 瑞典。 北美地区： 美国、 加拿大、 墨西哥。 金砖地区： 巴西、 印

度、 俄罗斯。 东亚地区： 印度尼西亚、 日本、 中国台湾地区、 韩国。



域嵌入度对贸易增加值境内碳排放成的本影响， 将 ＷＩＯＤ 的 １８ 个行业与 《中国工

业经济统计年鉴》 的 ２９ 个行业匹配， 合并为 １７ 个制造业， 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行业合并匹配一览表

分类 合并后行业 ＷＩＯＤ 行业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行业

低技术

制造业

食品饮料烟草 ｒ５ 农副食品加工、 食品制造、 饮料制造、 烟草制品

纺织品及皮革制品 ｒ６ 纺织业、 服装鞋帽制造、 皮革毛皮制品

木材及其制品 ｒ７ 木材加工及木草制品

纸浆、 纸制品 ｒ８ 造纸及纸制品

印刷及音像制品 ｒ９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复制

煤炭石油炼焦燃料 ｒ１０ 石油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橡胶及塑料制品 ｒ１３ 橡胶制品、 塑料制品

其他非金属矿物 ｒ１４ 非金属矿物制品

基础金属品 ｒ１５ 金属制品

人工合成金属制品 ｒ１６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家具及其他制造业 ｒ２２ 家具制造、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制造、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

高技术

制造业

化学原料及其制品 ｒ１１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化学纤维制造

基本医药品 ｒ１２ 医药制造

电子及其光学仪器 ｒ１７ 通信设备制造、 计算机及电子设备制造

电气设备 ｒ１８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机器制造 ｒ１９ 通用设备制造、 专用设备制造

交通设备 ｒ２０ ｒ２１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资料来源： 行业分类参考谢会强等 （２０１８） ［２４］ 。

四、 实证检验

（一） 基准回归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利用 Ｒ 软件对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首先， 根

据面板数据 Ｆ 检验的结果， 固定效应优于混合回归。 其次， 根据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

果可知， 固定效应优于随机效应。 最后， 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考

虑一阶自相关， 采用异方差稳健型估计。 实证估计结果见表 ２ 。
表 ２ 第 （１） 列显示的是中国制造业嵌入欧盟区域价值链程度对增加值境内碳

排放影响的结果。 简单嵌入度 ＲＶＣＳ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复杂嵌入度 ＲＶＣＣ 的回

归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中国对欧盟传统贸易和跨境一次的中间品贸易活动会增加碳排

放成本， 同时中国对欧盟跨境两次以上的中间品贸易则会减少碳排放成本。 简单

ＧＶＣ 活动是由价值链下游的加工贸易模式形成， 中国承担了欧盟的机器制造和交通

设备制造的终端组装贸易任务造成我国境内产生大量碳排放； 多次跨境的复杂 ＧＶＣ
贸易活动是由价值链上游模式的中间品贸易形成， 具备较高的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

有利于碳减排 （谢会强等， ２０１８）， 中国的化学原料制造业和家具制造业以上游位置

嵌入欧盟价值链， 生产效率提升则利于降低碳排放成本。 第 （１） 列中， 结构效应显

著为正， 说明人均固定资本的提高会增加碳排放成本， 技术效应显著为负， 表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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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的增加会提高行业清洁生产能力降低碳排放成本。 规模效应不显著但平方项显

著， 则说明随着中国出口规模的增加， 碳排放成本同步呈现大幅增强的非线性趋势，
中国出口欧盟的境内碳排放成本规模效应未呈现库兹涅茨现象。

表 ２ 第 （３） 列显示的是中国制造业嵌入北美区域价值链程度对增加值境内碳

排放影响的结果。 复杂嵌入度 ＲＶＣＣ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简单嵌入度 ＲＶＣＳ 的回

归系数却不显著。 表明中国出口北美的贸易活动中， 跨境两次以上的制造业中间品

贸易利于降低境内碳排放成本， 但传统贸易及跨境一次贸易活动对于我国碳排放成

本却不产生影响。 第 （３） 列中的结构效应显著为正， 技术效应显著为负， 符合理

论假设。 但规模效应及其平方项形成正 “Ｕ” 型， 呈现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相反的

特征。 随着中国出口美国规模增加， 在前期阶段中国的贸易增加值增长幅度大于中

国境内碳排放量增长幅度； 在后期阶段由于产业结构升级限制， 出口品的贸易增加

值增长动力不足， 但境内碳排放量仍不断增加。
表 ２ 第 （５） 列显示的是中国制造业嵌入东亚区域价值链程度对增加值境内碳

排放影响的结果。 简单嵌入度 ＲＶＣＳ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复杂嵌入度 ＲＶＣＣ 的回

归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中国对东亚的简单 ＧＶＣ 贸易活动增加了碳排放成本， 而复

杂 ＧＶＣ 贸易活动会减少碳排放成本， 这同欧盟地区的影响效应一致。 中国以高耗

能高排放的煤炭石油炼焦业和化学制品业为主嵌入东亚价值链末端， 处于低端加工

制造环节， 故其简单嵌入度提升会增加碳排放成本； 同时以电子光学仪器和交通设

备为代表的高技术制造业处于东亚价值链前端， 依靠核心技术出口低碳化的高端零

部件等中间品， 故其复杂嵌入度提升会降低碳排放成本。 第 （５） 列中的结构效应

和技术效应的系数显著， 符合理论假设。 规模效应也呈现了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相

反的正 “Ｕ” 型特征， 说明中国出口东亚同出口北美的规模效应一致， 在贸易规模

扩张的后期陷入国内增加值提升受限但碳排放仍快速增长的困境。
表 ２ 第 （７） 列显示的是中国制造业嵌入金砖区域价值链程度对增加值境内碳

排放影响的结果。 简单嵌入度 ＲＶＣＳ 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特别的是， 复杂嵌入度

ＲＶＣＣ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与以上三个地区的 ＲＶＣＣ 效应结果不同。 可能的原因

是金砖国家从中国进口上游中间产品进行组装加工生产， 通过 “干中学” 技术外

溢效应减少本地区生产碳排放而造成出口国碳排放成本提高 （刘洪愧和谢谦，
２０１７） ［２５］。 金砖地区简单嵌入度对中国境内碳排放成本的影响不显著， 是因为中国

与其他金砖国家贸易相似度较高， 中国资源型行业相对并不具备竞争优势。 第

（７） 列中的规模效应及其平方项的系数显著呈现正 “Ｕ” 型。 结构效应和技术效

应的系数显著， 符合理论假设。
为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检验采用工具变量法， 以区域价值链嵌入度指标一

阶滞后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 结果见表 ２ 的第 （２） 列、 第

（４） 列、 第 （６） 列和第 （８） 列。 欧盟地区的 ＲＶＣＳ 和 ＲＶＣＣ 回归系数仍然显著，
北美地区、 金砖地区仍然只有 ＲＶＣＣ 回归系数显著， 以上三地区检验结果与固定效

应模型结果相同， 东亚地区略有差异， ＲＶＣＳ 回归系数不显著但 ＲＶＣＣ 回归系数仍

然显著。 其他控制变量也与基准回归没有大差异， 说明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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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中国制造业的区域价值链嵌入度对增加值境内碳排放成本的影响

变量

对欧盟嵌入度
为解释变量

对北美嵌入度
为解释变量

对东亚嵌入度
为解释变量

对金砖嵌入度
为解释变量

ＦＥ ＩＶ ＦＥ ＩＶ ＦＥ ＩＶ ＦＥ ＩＶ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ｏｇ（ＲＶＣＳ）
　 ０ １５５∗∗∗ 　 ０ ２４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５４ 　 ０ １６１∗ ０ ０７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６０
（３ ８５７） （５ ６３３） （０ ０９３） （１ ０５７） （２ ２４７） （０ ９２２） （０ ３０６） （－１ ７４９）

ｌｏｇ（ＲＶＣＣ）
－０ ４５８∗∗∗ －０ ８５０∗∗∗ －０ ５４６∗∗∗ －０ ５８９∗∗∗ －０ ５６７∗∗∗ －０ ４２７∗∗ ０ ２８７∗∗∗ ０ ３７８∗∗∗

（－４ １３） （－７ ３８３） （－５ ６５４） （－５ ８２） （－５ ３３６） （－３ ２８４） （３ ９１７） （４ ５７）

ｌｏｇ（ＳＣＡＬＥ）
－０ ０３７ －０ ０１７ －０ ５０３∗∗∗ －０ ５０８∗∗∗ －０ ２８１∗∗∗ －０ ２８１∗∗∗ －０ １３４∗∗∗ －０ １５８∗∗∗

（－１ １６５） （－０ ５５２） （－６ ８３１） （－６ ９８） （－５ ４８７） （－４ ９６５） （－４ ４９５） （－４ ９２５）

ｌｏｇ（ＳＣＡＬＥ） 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３∗∗∗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３∗∗∗

（４ ５１７） （４ １９１） （８ ４１１） （８ ６３３） （５ ９９８） （５ ８９１） （５ ０９６） （５ ６９９）

ｌｏ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０ ３５３∗∗∗ ０ ２９７∗∗∗ ０ ４３７∗∗∗ ０ ４４８∗∗∗ ０ ５１９∗∗∗ ０ ５４８∗∗∗ ０ ３８８∗∗∗ ０ ３８９∗∗∗

（１０ ９６１） （８ ９０６） （１３ １００） （１２ １３７） （１３ ０５０） （１２ ５０１） （９ ４１５） （８ ２７２）

ｌｏ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０ ０６０∗∗ －０ ０２９ －０ ０６０∗∗ －０ ０５１∗ －０ ０４７∗ －０ ０２９ －０ ０５４∗ －０ ０３８

（－３ ３８０） （－１ ７１５） （－２ ９１８） （－２ ４２０） （－２ ０６１） （－１ ２２１） （－２ ２３１） （－１ ５３４）
行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８７３ ０ ８８６ ０ ８２０ ０ ８２９ ０ ７９３ ０ ７７７ ０ ７２６ ０ ７３６
观测值 ２４２ ２２５ ２５５ ２３８ ２５５ ２３８ ２５４ ２３７

注： 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５， ０ １ 的水平下显著。

（二） 行业异质性分析

为考察中国制造业的区域价值链嵌入度对增加值境内碳排放成本影响是否存在

行业的异质性， 将制造业分为高技术制造业和低技术制造业分别进行四大区域的估

计检验。 结果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第 （１）、 （３）、 （５）、 （７） 列显示的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嵌入四大区域价

值链程度对增加值境内碳排放成本影响。 结果显示： 第一， 对欧盟和东亚地区， 高

技术制造业复杂嵌入度 ＲＶＣＣ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且欧盟地区提升复杂嵌入度对

降低碳排放成本的促进作用大于东亚地区。 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电子光学仪器和化

学原料为代表的高技术制造业， 均以较高的复杂嵌入度参与到欧盟和东亚的区域价

值链， 且处于价值链上游地位。 这些高技术行业凭借较高的科研投入提高生产效

率， 则利于降低境内增加值碳排放成本。 由于中国嵌入东亚地区复杂度较高的行业

以高碳行业交通设备和化学原料及制品为主， 故而对碳排放成本的降低程度小于欧

盟地区。 第二， 对北美地区， 高技术行业简单嵌入度 ＲＶＣＳ 的提升， 可以降低中国

增加值境内碳排放成本。 在中美贸易量大于中国与其他地区贸易量的情况下其影响

系数却小于其他地区。 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中， 中间产品占绝大多数， 且显著高

于美国从中国进口中间产品的比重； 而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最终产品份额则显著高于

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最终产品份额 （樊海潮张丽娜， ２０１８） ［２６］， 中国高端制造业主要

以最终品贸易形式出口至美国， 所以提升中国对北美地区的简单嵌入度意味着只增

加简单嵌入度中的一次跨境中间品贸易的部分， 对中国境内碳排放成本降低程度影

响较小。 从侧面也说明中国的高端制造业相对固定在北美区域价值链的末端。 第

三， 中国高技术制造业金砖地区嵌入度对境内碳排放成本的影响不显著。 虽然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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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金砖区域贸易快速发展， 但由于各国产业互补性竞争性并存， 金砖地区尤其高技

术制造业领域仍需进一步释放合作潜力。

表 ３　 中国制造业分行业的区域价值链嵌入度对增加值境内碳排放成本的影响

变量

对欧盟嵌入度
为解释变量

对北美嵌入度
为解释变量

对东亚嵌入度
为解释变量

对金砖嵌入度
为解释变量

高技术 低技术 高技术 低技术 高技术 低技术 高技术 低技术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ｏｇ（ＲＶＣＳ）
０ ０２９ 　 ０ ２４４∗∗∗ －０ １５２∗∗ －０ ０４１ ０ ０３９ 　 ０ ２０６∗ ０ ０５２ ０ ０００

（０ ３５１） （４ ９６８） （－２ ７８６） （－０ ５６８） （０ ５２６） （２ ２０２） （１ ５４５） （０ ０２４）

ｌｏｇ（ＲＶＣＣ）
－０ ５１４∗ －０ ３３２∗ －０ ０３７ －０ ７４５∗∗∗ －０ ２３５∗ －０ ６５１∗∗∗ ０ １４２ ０ ２６４∗∗

（－２ ６０６） （－２ ４９０） （－０ ４１７） （－４ ９９０） （－２ ５７８） （－４ ６８９） （１ ５５５） （２ ８１９）

ｌｏｇ（ＳＣＡＬＥ）
０ ０２０ ０ ０４３ －０ ４６２∗∗ －０ ４６３∗∗∗ ０ ０３７ －０ ４１９∗∗∗ ０ ０８１∗ －０ １７４∗∗∗

（０ ３６５） （０ ９３５） （－３ ０５３） （－４ ６９０） （０ ７９８） （－５ ３７５） （２ ４１４） （－３ ８６１）

ｌｏｇ（ＳＣＡＬＥ） 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０ －０ １７４∗∗

（２ ６６７） （０ ６４９） （４ ８２２） （５ １０６） （２ ９６２） （５ ００１） （０ １３４） （－３ ８６１）

ｌｏ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０ ２４７∗∗∗ ０ ４２９∗∗∗ ０ ２９８∗∗∗ ０ ４８３∗∗∗ ０ ２６８∗∗∗ ０ ５７７∗∗∗ ０ ２５７∗∗∗ ０ ０１２∗∗∗

（４ ００２） （１１ １５２） （８ ０７８） （１０ ３９３） （８ ４７３） （１０ １７４） （６ ４８３） （３ ０７６）

ｌｏ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０ ０６９ －０ ０７１∗∗∗ －０ ０６８∗∗ －０ ０６３∗ －０ ０７５∗∗ －０ ０６４∗ －０ ０６４ ０ ４８１∗

（－１ ８０９） （－３ ５６９） （－２ ７７５） （－２ ４２５） （－３ １１５） （－２ ２２２） （－１ ９８７） （７ ９２５）
行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９０６ ０ ８７４ ０ ９５８ ０ ８０４ ０ ９６０ ０ ７５９ ０ ９３１ ０ ７０３
观测值 ８９ １５３ ９０ １６５ ９０ １６５ ９０ １６４

注： 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５， ０ １ 的水平下显著。

表 ３ 第 （２）、 （４）、 （６）、 （８） 列显示的是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嵌入四大区域价

值链程度对增加值境内碳排放成本影响。 结果显示： 第一， 对欧盟和东亚地区， 低

技术制造业复杂嵌入度 ＲＶＣＣ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简单嵌入度 ＲＶＣＳ 的回归系数

显著为正。 表明中国低端制造业参与欧盟、 东亚区域价值链的一次跨境简单贸易活

动增加碳排放成本， 而中间品跨境两次以上的复杂贸易活动减少碳排放成本。 中国

制造业分行业嵌入欧盟和东亚的区域价值链的上下游位置相对分散， 当处于价值链

低端的资源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提升其简单嵌入度则会增加碳排放成本， 当处于价

值链高端的技术型低碳型制造业提升其复杂嵌入度则会降低碳排放成本。 第二， 低

技术制造业对北美地区的复杂嵌入度 ＲＶＣＣ 越高， 越有利于降低增加值境内碳排放

成本， 且影响程度高于其他三大地区。 通过对北美地区嵌入度的测算发现中国的低

技术制造业更深刻融入北美价值链， 则低技术行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对碳减排的影

响效应更加明显。 因为中国低端制造业嵌入北美地区的程度高于其他三个地区， 故

其复杂嵌入度提升对碳减排成本的影响也最为显著。 第三， 提高低技术制造业金砖

地区复杂嵌入度会增加境内碳排放成本。 原因是中国嵌入金砖区域价值链复杂

ＧＶＣ 活动以资源型制造业为主， 提高这些低端制造业的复杂嵌入度会增加中国高

碳中间品的生产， 不利于境内碳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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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贸易增加值的价值链生产体系， 根据贸易增加值核算法和碳排放分解

模型， 构建区域价值链的简单嵌入度和复杂嵌入度指标， 并推导增加值境内碳排放

成本的核心指标。 实证检验并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嵌入四大区域程度对增加值境内碳

排放成本的影响， 以及影响效应的行业异质性。 研究主要结论为：
第一， 不同区域价值链的简单嵌入程度对国内环境成本影响差异显著。 中国参与东

亚和欧盟区域价值链分工增加了境内碳排放成本， 但中国对北美和金砖地区的简单嵌入

度较高的是劳动和资源密集型行业， 对增加值境内碳排放成本的影响不显著。
第二， 各区域价值链的复杂嵌入程度对国内环境成本影响以负效应为主。 提升

对各区域的复杂嵌入度均有利于降低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境内碳排放成本， 金砖地

区例外。 随着中国制造业高端化发展和结构升级， 提高三大主要贸易区域 （欧盟、
北美、 东亚） 的复杂嵌入度， 促进了中国价值链地位提升和制造业的技术革新，
有利于降低碳排放成本。

第三， 四大区域价值链嵌入度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境内碳排放成本的影响具有

行业异质性。 一方面， 就高技术制造业而言， 提升四大区域价值链的嵌入度利于降

低中国增加值境内碳排放成本。 加深对欧盟和东亚地区的嵌入程度， 可以通过复杂

ＧＶＣ 活动降低碳排放成本； 加深对北美地区的嵌入程度， 可以通过简单 ＧＶＣ 活动

降低碳排放成本。 另一方面， 就低技术制造业而言， 不同嵌入方式对中国增加值境

内碳排放成本的影响效应不同。 简单嵌入度的提升增加了碳排放成本， 复杂嵌入度

的提升利于降低碳排放成本。 由于金砖国家以资源型低技术制造业为主， 则低技术

制造业复杂嵌入度提升反而增加碳排放成本。
第四， 贸易规模对四大区域增加值境内碳排放成本的影响效应呈现与环境库兹

涅茨曲线相反的正 “Ｕ” 型特征。 随着中国出口规模增加， 国内贸易增加值增长幅

度， 在前期大于境内碳排放量增长幅度从而缓解碳排放成本压力， 但后期增长动力

有限而境内碳排放量不断增加， 致使碳排放成本提高。 尤其欧盟地区， 中国对其出

口规模的扩大反而以非线性增长趋势推动碳排放成本。
基于上述结论， 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 中国制造业应积极参与四大区域价值链分工， 针对不同区域价值链采取

不同的产业贸易政策， 以实现降低境内碳排放成本的目标。 对欧盟地区和东亚地区

的价值链分工中， 应维持并提升中国在高技术行业价值链上前端的优势地位， 推动

复杂嵌入度提升。 同时， 提高处于价值链低端行业的技术水平， 使其生产向低碳化

转变。 与北美地区合作中， 维系现有制造业行业分工模式。 由于中美贸易互补性的

存在， 中国制造业嵌入北美区域价值链分工对降低碳排放成本有一定促进作用。 在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环境下， 提高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的北美贸易区域价值链嵌入地

位， 是促进境内碳排放成本降低的有效途径。 与金砖地区合作中， 应提高中国的上

游中间品的低碳技术， 加强与金砖国家之间的高技术制造业的分工合作， 以达到降

低碳排放成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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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针对不同技术水平的制造业行业， 采取差异化的生产政策和区域价值链

合作方式。 对于高技术行业， 巩固其对各地区的复杂嵌入度， 促进高技术行业向区

域价值链的上游地位攀升， 发挥高技术低排放的技术优势降低碳排放； 对于低技术

制造业， 实行产业自身的技术革新和低碳化生产是关键， 在此基础上提升区域价值

链分工地位， 以实现我国绿色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第三， 实证结果显示， 减低人均固定资本率， 增加行业的研发经费投入， 有利

于降低增加值境内碳排放成本。 因此， 中国制造业参与价值链分工应脱离对低端高

能耗重工业的依赖， 促进区域价值链嵌入地位的提升， 扩大低碳化生产过程， 从而

降低境内碳排放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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