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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的角度， 全面透析了我国制造业

在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新体系中的动态变化趋势， 从信息化密度和信息技术能力两

个层面探讨了信息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作用机制。 文章利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 实证检验了全球价值链攀升中的信息化因素及

其作用效果。 研究发现， 信息化密度水平每提高 １ 个百分点， 将导致制造业全球价

值链参与程度提高 ０ ０３３， 但是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并不显著； 信息技

术能力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系数高达 ０ ０７４， 且远远高于其对全球价值链

嵌入程度的促进作用。 进一步研究表明， 信息化密度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在低

技术密集型行业不显著， 而信息技术能力提升不论是在中低技术密集型行业还是高

技术行业， 都显著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的攀升。 此外， 信息化密度和信息技术能力

的提高显著地推动了非国有化行业的全球价值链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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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伴随着全球化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新一代互联网信息技术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广泛

渗透与应用， 带来了知识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共享， 也引发了基于全球价值链的

新型国际分工与贸易体系深度调整。 突出表现在要素全球配置网络体系下传统制造

业地理空间集聚网络效应被弱化， 而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增值

环节 “片断化” 却日趋凸显。 借助掌控研发与设计、 标准制定、 渠道整合以及战

略资源等手段， 西方跨国公司牢牢地把持着价值链条的战略核心环节。 而位于价值

链中低端的生产型、 装配型制造业企业， 在不具有核心技术、 战略资源和高端渠道

的情形下毫无话语权， 最终只能长期被动陷入 “低端锁定” 困境。 我国虽然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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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丰裕廉价的劳动力要素嵌入了全球价值链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但是仅有少数制

造业企业能够成功实现国际化转型， 多数企业由于缺乏核心技术遭遇长期低端锁定

状态而难以实现价值链进一步攀升。 面对这一现实， 我国制造业企业需要更加清晰

地意识到如何培育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竞争新优势， 以更加敏锐的眼光寻求全球价值

链中新的增值环节， 同时实现嵌入环节和方式的转变， 而非单纯地寻求全球价值链

的简单嵌入。
自 Ａｍｓｄｅｎ （１９８９） ［１］提出新兴市场的企业在全球分工背景下可以通过由代工

向研发、 由贴牌生产向创建自主品牌的途径实现价值链升级和创新以后， 关于价值

链攀升的问题就成为国内外学界探讨的焦点。 如 Ｇｅｒｅｆｆｉ （２０１０） ［２］ 强调， 参与全球

价值链不仅对获得外部知识、 增强学习能力和创新具有重要作用， 而且也是产业转

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Ｊｏｈｎｓｏｎ 和 Ｎｏｇｕｅｒａ （２０１２） ［３］ 指出， 借助专业化分工嵌入全球

价值链能更好地实现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 也是改进和完善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制

度的有效途径。 中国制造业在国际贸易分工体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不论

是全球价值链嵌入深度还是分工地位都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 Ｆｏｎｔａｇｎé 等

（２００８） ［４］发现， 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对外出口结构基本一致， 但是出口商品单

位价格偏低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前者产品质量不高的尴尬事实。 Ｍａ 等

（２０１５） ［５］发现， 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复杂度呈持续增长趋势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

差距不断缩小。 国内学者对我国价值链攀升的现实状况也有大量有价值的研究，
如陈爱贞和刘志彪 （２０１１） ［６］发现， 外资主导的对外贸易模式是阻碍我国装备制

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重要因素， 而实现价值链攀升的主要途径则是持续打造全

球领导型企业以及大力发展专业化市场。 余珮 （２０１７） ［７］ 从产品出口价格的角度

判断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 发现中国中、 高技术产品出口价格

劣势十分突出。 此外， 还有许多学者从出口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 出口

上游度、 出口复杂度等视角探讨了我国制造业各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

分工地位。
我国制造业企业虽然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成功地实现了国际化经营的目标， 但

是依然不能摆脱长期处于 “低端锁定” 和 “悲惨增长” 的状态 （卓越和张珉，
２００８） ［８］。 究其原因， 全球价值链的增值环节随着国际竞争环境的改变而动态演

变， 我国制造业企业唯有改变全球价值链嵌入环节与嵌入方式才能实现价值链由

低到高的攀升， 才能突围现有全球价值生态体系造成的低端锁定困局。 那么， 中

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层级攀升都受到哪些关键因素制约呢？ 邱国栋等

（２０１６） ［９］认为， 技术嵌入性创新水平的加快是我国制造业价值链结构层次攀升

的根本途径； 而蒋含明和曾淑桂 （２０１８） ［１０］ 则认为， 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对

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一些学者观察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

之间的互动发展关系， 意识到生产性服务业所具有的知识技术密集化、 服务化特

征， 不仅能够将先进技术、 知识等要素融入制造环节， 还能够深化制造业价值链

内部分工、 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 从而促进制造业功能升级和价值链条攀升

（刘明宇等， ２０１０） ［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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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攀升过程中， 信息化密度提升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渗透

应用和深度积累的必然结果， 制造业信息化密度提升不仅能够增加产品的信息含

量、 提高产品附加值以获得更大的市场需求， 还能够显著地降低经营管理过程中的

内外部交易和决策成本， 直接作用于全球价值链攀升。 然而， 作为技术能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 企业信息技术能力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信息化投入所能创造的增量价

值水平的高低 （曾敏刚等， ２０１７） ［１２］。 基于此， 本文认为企业信息技术能力对于制

造业企业生产、 经营、 管理、 服务等环节的价值增值具有重要影响， 乃至于在重塑

整个制造业价值链方面都能够发挥显著作用。 因而， 制造业企业借助信息资源和信

息技术等方面的信息化投入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目标， 需要建立在企业自身所具有

的信息技术能力基础上。
鉴于此， 本文分析了制造业信息化密度、 信息技术能力对其价值链攀升的作用

机理， 测度了不同技术、 性质的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分工地

位， 并利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制造业的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信息化因素在其中的

作用。

一、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当前国际贸易体系下， 发达国家及其企业凭借着拥有先进技术、 知识资本、 营

销网络等高端要素的优势， 占据全球价值链条的高端位置， 而那些依靠初级劳动

力、 自然资源等传统低端要素嵌入价值链条的后发国家或企业则面临更高层级攀升

的难题。 随着以互联网、 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逐渐融入企

业的生产制造过程中， 使得信息化水平提升、 信息要素积累已成为促进企业转型升

级的核心因素之一。 由于企业信息化过程本质上反映了信息资源在生产实践中的有

效使用， 因此， 信息化资源投入密度的提高不仅对企业价值创造具有突出的增值功

能， 为企业质量管理、 生产资源计划、 客户关系管理等方面注入了强大的技术能力

支持， 还能够以更加智慧的方式将大量零散、 无序的信息和知识应用到组织管理、
流程制造、 绩效考核等诸多领域。 可以说， 企业信息化建设提升了信息化资源投入

密度， 同时也增进了企业信息技术能力。 于是本文分别探讨信息化密度、 信息技术

能力对企业价值创造的促进机制， 并阐释二者在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中的作用

机理。
（一） 信息化密度与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行为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与传统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 广大实体企业得益于互联网

融合带来的 “信息技术红利” 而掀起了信息化资源投入和信息技术应用的热潮。
一方面， 这种 “信息技术红利” 表现在信息化资源投入密度的提升便于企业从事

数字化设计、 网络化和智能化生产， 从而将传统制造模式拓展为以柔性制造、 虚拟

制造和绿色制造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信息化生产方式， 这不仅降低了企业生产制造环

节的成本， 还能显著地促进企业的产品质量提升以及生产工艺创新。 另一方面， 信

息化资源被广泛运用于企业组织管理过程中， 不仅大大降低了企业搜集、 传递和处

理信息要素的成本， 还将有助于企业组织结构的重组和优化。 尤其是依靠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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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建立起的管理信息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 可以显著改善企业的信息沟通效率，
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负面作用 （Ｆｒｅｕｎｄ ａｎｄ Ｗｅｉｎｈｏｌｄ， ２００４） ［１３］。 总之， 互

联网信息技术在帮助企业管理内部知识、 提高创新产出、 获取和吸收外部知识等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国内学者还发现信息化密度高的企业往往具有更强烈的出口倾

向， 是一国或地区出口比较优势的重要体现 （李坤望等， ２０１５） ［１４］。
尽管我国制造业企业在由本土化向全球化跨越过程中已全面嵌入全球价值链，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已然处于较高位置， 更不意味着其参与全球价值

链的程度较高。 如何全面实现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位置攀升是当前经

济结构转型升级以及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郝凤霞和张璘， ２０１６） ［１５］。
审视当前形势可以发现，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深刻影响着世界制造业格

局， 以互联网、 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了革命性突破和

交叉融合， 引发新一轮产业变革， 同时带来制造业生产模式、 技术格局发生深刻改

变。 制造业信息处理、 生产管理过程与新一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 必将有

助于我国制造业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并占据全球价值链的有利位置。 可见， 制造

业企业通过一系列优化信息网络设施、 信息资源开发、 信息化人才储备等措施， 能

够显著提升企业信息化投入的密集程度， 进而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适应

能力。
本文认为， 信息化密度提高可以通过多个途径促进产品价值创造能力的提

升。 首先， 较高水平的信息化资源投入能够促进制造业企业与其上游企业或者供

应商之间围绕中间产品的价格、 质量、 仓储等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 有利于企业

利用更多有效信息要素实现对劳动、 资本和能源等物质要素一定程度的替代和节

约， 降低产品制造成本和贸易成本， 巩固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其次， 生

产环节的信息化密度提高可以提升产品在制造过程中的自动化、 智能化和个性化

程度， 在改进产品性能、 结构、 功能和质量的同时转变我国制造业企业长期专注

于低附加值环节的总体格局。 最后， 制造业企业信息化密度的提高有助于降低企

业产品制造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成本， 提高企业跻身高端价值链的机会。
（二） 信息技术能力与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行为

面对外部竞争环境的不确定性， 企业竞争优势并不主要来自于信息化资源投

入， 拥有难以复制的信息技术能力才是整合各类离散资源实现价值链攀升的关键因

素。 究其原因， 全球价值链在本质上是产品或服务价值链条的跨区域性空间分割，
由于企业产品或者服务的价值链条一般由上下游企业之间的链条、 产品生产和改进

环节的链条、 市场营销和销售环节的链条以及与终端消费者之间的链条等共同组

成， 因此信息化密度推动企业价值链条攀升的过程需要各个产品价值链环节的同步

升级。 相对信息化密度而言， 信息技术能力衡量了企业发现和使用信息技术资源的

能力， 其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仅限于基础性、 支持性的作用， 故而其驱动企业价

值创造和价值链攀升的机制与信息化密度并非完全一致。
作为企业技术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信息技术能力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不仅

仅体现在生产、 管理和服务等环节的有效资源配置上， 而且在重构价值链、 优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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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管理结构和重塑核心竞争力等方面都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 如 Ｄｅｗａｎ 和 Ｒｅｎ
（２０１１） ［１６］指出， 随着企业信息技术能力的提升， 研发活动中的信息化投入不仅能

够显著提升企业利润水平， 更能给企业带来新的机遇。 王念新等 （２０１２） ［１７］ 则发

现， 信息技术能力可以通过提高结构柔性和支持企业竞争战略而间接地影响企业价

值创造能力。 总之， 作为衡量企业软硬件实力、 管理水平、 技术状态的集合体， 信

息技术能力衡量了企业整合信息技术资源与其他资源的能力， 其对企业价值创造及

价值链攀升的间接作用主要体现为应用信息要素整合其他资源、 重组优化生产业务

流程、 改善管理水平和提升价值创造能力等。
从价值链的主要活动来看， 企业研发设计、 产品生产和市场销售等环节都是价

值增值的来源， 故而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本质上是实现低价值增值环节向高价值增

值环节的跃升。 王铁栋和任冠华 （２０１２） ［１８］认为， 相对生产运营环节， 研发设计和

市场销售环节是更重要的增值环节， 因此处于价值链高端的企业往往将生产活动外

包而专注于研发设计、 市场营销。 考虑到信息要素在生产环节的有效投入将极大地

降低生产成本并转化为竞争优势， 因此， 信息技术能力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

途径将贯穿于各个价值链增值环节。 一方面， 信息技术能力的增进有助于将信息要

素根植于企业研发设计活动中的感知、 控制、 决策和执行等环节， 从而推进制造业

企业研发设计环节的全球价值链攀升； 另一方面， 新一轮科技革命使全球价值链发

生了结构性变化， 在制造业服务化的产业融合下营销服务环节的全球价值链攀升已

成为未来发展趋势， 故而信息技术能力的增进将为制造业服务化注入新动力而有益

于全球价值链攀升。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 信息化密度提高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具有积极的

推动作用， 信息技术能力增进与全球价值链攀升之间不仅存在直接的反馈机制， 而

且还能在企业研发设计、 产品生产和市场销售等环节的价值链跃升中发挥明显作

用。 于是， 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说并在后续的实证分析中进行检验。
假说 １： 信息化密度与信息技术能力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存在规

模、 效应的差异。
假说 ２： 信息化密度与信息技术能力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存在一定

的行业异质性特征。

二、 模型设定、 变量与数据

（一） 模型设定

基于上文理论分析， 本文将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我国制造业领域的信息化建

设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 具体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ＪＺＬ＿ ｃｙｃｄｉｔ ＝ ａ０ ＋ ａ１ＪＺＬ＿ ｃｙｃｄｉｔ－１ ＋ ａ２ＸＸＨＭＤｉｔ ＋ ａ３ＸＸＪＳＮＬｉｔ ＋ βＸ ｉｔ

＋ ηｋ ＋ μｔ ＋ εｉｋｔ （１）
　 ＪＺＬ＿ ｆｇｄｗ ｉｔ ＝ λ０ ＋ λ１ＪＺＬ＿ ｆｇｄｗ ｉｔ－１ ＋ λ２ＸＸＨＭＤｉｔ ＋ λ３ＸＸＪＳＮＬｉｔ ＋ γＸ ｉｔ

＋ ηｋ ＋ μｔ ＋ εｉｋ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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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下标 ｉ 、 ｋ和 ｔ分别表示为行业、 地区和年份； 被解释变量 ＪＺＬ＿ ｃｙｃｄ ｉｔ 代

表行业 ｉ 在时期 ｔ 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 ＪＺＬ＿ ｆｇｄｗ ｉｔ 代表行业 ｉ 在时期 ｔ 的全球

价值链分工地位； 解释变量 ＸＸＨＭＤ ｉｔ 代表行业 ｉ在时期 ｔ的信息化密度； ＸＸＪＳＮＬ ｉｔ

代表行业 ｉ 在时期 ｔ 的信息技术能力； Ｘ ｉｔ 表示控制变量集合； ηｋ 和 μ ｔ 分别表示地

区和年份固定效应； ε ｉｋｔ 为随机误差项。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不仅受到行业信

息化建设水平的影响， 还可能与比较优势、 贸易规模及结构和制度质量水平等因

素密切相关。 因此， 为了提高模型的准确性， 还需要控制其他相关变量， 如经济

自由度、 资本密集度、 市场开放程度、 人力资本存量、 研发强度、 行业集中

度等。
（二） 变量选取与测度

１ 被解释变量

（１） 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 （ ＪＺＬ＿ ｃｙｃｄ ）。 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下， 出口商品的

所有价值增值部分不仅包含本国范围内的增值， 也涵盖了通过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

形式出口到其他国家或地区所形成的价值增值。 所以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

借鉴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７） ［１９］的方法， 运用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反映一国制造业各个行

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程度。 但是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在计算过程中需要借助所

有双边贸易伙伴的联合投入产出表。 而目前 ＴＩＶＡ 数据库仅能获取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 年的

数据， 为了得到反映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动态变化的时间序数据， 本文

借鉴杨继军和范从来 （２０１５） ［２０］的做法， 用加工贸易占比作为反映我国制造业在全

球价值链中重要性的代理变量。 即一国某行业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 （ ＧＶＣ ｉｔ ） 由

价值 链 分 工 下 他 国 从 中 国 的 进 口 （ ＧＶＣ＿ ｉｍｃｈｉｎａ
ｉｔ

） 和 他 国 对 中 国 的 出 口

（ ＧＶＣ＿ ｅｘｃｈｉｎａ
ｉｔ

） 共同组成。 即， ＧＶＣ ｉｔ ＝ ＧＶＣ＿ ｉｍｃｈｉｎａ
ｉｔ

＋ ＧＶＣ＿ ｅｘｃｈｉｎａ
ｉｔ

。
（２）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 ＪＺＬ＿ ｆｇｄｗ ）。 一般来讲， 位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

企业往往专注于技术复杂度较高的研发设计、 关键零部件生产等环节， 而处于价值

链低端的企业通常集中于简单零部件生产、 原材料供应等低技术型环节。 因此， 一

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可以反映在生产和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上。 就如

何测度一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这一问题， 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 本

文借鉴姚博和魏玮 （２０１２） ［２１］等学者的测度方法， 采用制造业各个行业出口产品的

技术复杂度衡量一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 考虑到传统的出口产品技

术含量测算方法没有将出口产品中涵盖的进口产品技术成分剔除， 因此简单地运用

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会高估一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层次。 因此， 本文参考姚洋和张

晔 （２００８） ［２２］的方法， 利用投入产出表将出口产品中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品的技术

含量剔除， 进而得到能够代表一国或地区出口产品国内生产环节的技术含量指数。
即： ＺＬ＿ ｆｇｄｗ ｉ ＝ ＤＴＣ ｉ 。 计算方法如下：

　 　 ＤＴＣ ｉ ＝
ＶＤ

ｉ

Ｖｉ

＝
∑

ｊ
λ ｊｉ １ － πｉ( ) ＴＳＩ ｊ ＋ １ － ∑

ｊ
λ ｊｉ( ) × ＴＳＩｉ

∑
ｊ
λ ｊｉＴＳＩ ｊ ＋ １ － ∑

ｊ
λ ｊｉ( ) × ＴＳＩｉ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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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ＤＴＣ ｉ 为行业 ｉ 的技术含量指数， ＶＤ
ｉ 为行业 ｉ 国内技术含量水平， Ｖ 为行业

ｉ 生产全部产品的技术含量， ＴＳＩｉ 为行业 ｉ 的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指数。
２ 核心解释变量

（１） 信息化密度 （ ＸＸＨＭＤ ）。 信息化密度刻画了企业经营过程中信息技术的

应用水平和依赖程度， 国内学者分别从企业层面和产业层面对信息化密度进行了测

度。 为了兼顾行业层面与企业层面指标的优缺点， 在对特定企业的信息化密度进行

合理测度的同时考虑不同行业之间的可比性， 本文借鉴李坤望等 （２０１５） 的方法，
首先选择企业软硬件 ＩＴ 设备投资占总销售收入的比重来反映企业信息化设施投入

水平 （ ｘｘｈｍｄ＿ １）， 并采用企业电子信息以及网络等方面支出占总销售收入的比重

反映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用于信息化服务方面的支出水平 （ ｘｘｈｍｄ＿ ２）， 继而得到

企业和行业的信息化密度水平 （ ｘｘｈｍｄ ） 分别为：
　 　 　 　 　 　 　 ｘｘｈｍｄｓ ＝ ｘｘｈｍｄ＿ １ｓ ＋ ｘｘｈｍｄ＿ １ｓ （４）

　 　 　 　 　 　 　 ＸＸＨＭＤｉｔ ＝ ∑
ｎ

ｓ ＝ １
ｘｘｈｍｄｓｔ × θｓｔ （５）

其中， ｓ 代表企业； ＸＪＨＭＤｉｔ 为 ｉ行业 ｔ期的信息化密度水平； θｉｔ 为行业 ｉ中企业

ｓ 的权重， 计算方法为 ｔ 年企业 ｓ 工业产值在行业 ｉ 中所占份额。
（２） 信息技术能力 （ ＩＴＣ ）。 本文参考吴金南和黄丽华 （２０１４） ［２３］的方法， 使

用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历年发布的信息化 ５００ 强排名测量企业信息技术能力。 “中
国企业信息化 ５００ 强” 评价采取了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 以定量评价为主

的方法。 具体评价不仅仅考虑企业规模和投入， 还包括企业信息化战略、 盈利能

力、 人力资源、 信息化应用、 信息化效能、 决策支持能力、 企业灵敏度、 电子商务

状况、 合作能力、 创新与发展能力等， 指标计算采用综合评分法， 最终的 “中国

企业信息化 ５００ 强” 名单根据有关计算结果并经过多轮的专家评审后确定。 因此，
本文采用该测评结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准确揭示我国现阶段制造业信息技术能力水

平。 即利用 “中国企业信息化 ５００ 强” 相关信息得到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我国制造业不

同行业的信息技术能力 （ ＩＴＣ ）， 企业 ｓ 在第 ｔ 期的信息技术能力 （ ｉｔｃｓｔ ） 可由下

式计算得到①：

ｉｔｃｓｔ ＝ Ｎｕｍｂｅｒｓ × ＭＢＩｓｔ （６）

其中， Ｎｕｍｂｅｒｓ 是企业 ｓ 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进入 “中国企业信息化 ５００ 强” 排名

榜单的次数； ＭＢＩｓｔ 为企业 ｓ 在第 ｔ 期的主营业务收入在行业 ｉ 中所占比重。 继而行

业信息技术能力水平 （ ＩＴＣ ） 可以由行业内全部样本企业的信息技术能力加总得

到， 计算公式如下：

ＩＴＣ ｉｔ ＝ ∑ ｓ∈ｉ
ｉｔｃ

ｓ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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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控制变量

参照已有研究， 选取如下控制变量： （１） 经济自由度 （ ｚｙｄ ）。 选择经济自由

度主要是为了考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面临的制度环境因素， 借鉴赵增耀和沈能

（２０１４） ［２４］的做法选取各制造业细分行业私有经济比重反映经济自由度。 （２） 资本

密集度 （ ｚｂｍｊ ）。 借鉴李小平和朱钟棣 （２００５） ［２５］的做法， 采用行业固定资本存量

与制造业从业人员数量之比测度。 （３） 人力资本存量 （ ｒｌｚｂ ）。 人力资本存量的提

升显著地提高了制造业行业的产出水平， 从而能够显著影响到行业贸易结构及增加

值的创造。 根据陈钊等 （２００４） ［２６］的做法， 用从业人员数量乘以平均受教育年限得

出行业人力资本存量。 （４） 市场开放程度 （ ｋｆｃｄ ）。 参照盛斌和吕越 （２０１２） ［２７］

的方法， 采用外资企业的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比重来衡量我国制造业各行业市场开

放程度。 （５） 研发强度 （ ｙｆｑｄ ）。 参照董明放和韩先锋 （２０１６） ［２８］ 的做法， 以企

业研发经费与销售收入比值测度企业研发强度， 并加权平均得到行业研发强度。
（６） 行业集中度 （ ｈｙｊｚｄ ）。 目前学界普遍采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或 Ｌｅｒｎａ 指

数测度产业集中度， 囿于数据可获性， 本文选择后者。
（三） 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涉及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工业部门的数据， 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７ 年。 其中， 制造业各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及其分工地位的测度涉及

的微观企业数据包括工业企业规模、 进出口、 企业总产值、 企业固定资产、 行业间

直接消耗系数和进口品比率等， 主要来源于历年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中国

工业企业数据库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 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和中国经济普査年

鉴。 在计算行业的产品技术含量过程中需要利用投入产出表得到行业 ｊ 投入到行业

ｉ 的直接消耗系数， 但是在 《中国统计年鉴》 中所获取的行业投入产出消耗系数表

并非连续编制， 目前已公布了 １９９５ 年、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 本文用相近

年份数据的平均值作为缺失年份的数值， 用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的行业投入产出消耗系

数的算术平均值作为 ２００８ 年的投入产出消耗系数。 同理， 用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投入产出消耗系数

的算术平均值分别作为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６ 年的行业投入

产出消耗系数。 由于本文的实证分析建立在行业面板数据的基础上， 行业的确立则

基于 ２０１１ 年我国实施新的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将 ＨＳ 分类的贸易数据转

换到按 ＧＢ ／ Ｔ 分类， 然后再进一步将 ＧＢ ／ Ｔ 分类下 ３０ 个制造业细分行业汇总成投

入产出表的 １６ 个行业。
样本企业整合方面， 虽然本文基于制造业领域的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但在信息化密度和信息技术能力指标测算中使用的部分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

业数据库。 由于该数据库存在 ２００８ 年前后样本匹配不一致、 指标存在缺失和异常

以及测量误差等问题， 因此， 本文首先参考龚关等 （２０１５） ［２９］的方法， 利用企业名

称、 企业法人代码、 省地县码、 电话号码等企业基本信息识别面板对样本企业进行

匹配。 其次， 为了与前文确立的信息技术能力测度方法匹配， 本文从国家信息化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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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心发布的 “中国企业信息化 ５００ 强”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 榜单的全部企业中选取

制造业类别的企业， 共计 ２９３ 家。 结合本文测算行业信息化密度的需要， 本文按照

如下步骤对 ２９３ 家样本企业进行筛选： （１） 剔除从业人员数量、 研发经费、 销售

收入、 资产利润等各个变量相关数据不完整企业 １９ 家； （２） 剔除财务状况恶化的

ＳＴ 公司 ７ 家； （３） 剔除销售收入低于 ５００ 万、 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低于

１０００ 万的样本企业 １１ 家。 最终保留的样本企业为 ２５６ 家。

三、 实证分析

（一） 基准估计

本文分别以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 （ ＪＺＬ＿ ｃｙｃｄ ） 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 ＪＺＬ＿ ｆｇｄｗ ） 为被解释变量， 以我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并建立了行业动态面板数

据进行计量分析。 对相关变量的共线性以及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 被解

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所有变量均不平

稳， 但它们的一阶差分均平稳， 说明各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协整关系， 所以不

存在虚假回归或者伪回归的问题。 由于模型引入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

（ ＪＺＬ＿ ｃｙｃｄ ） 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 ＪＺＬ＿ ｆｇｄｗ ） 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
常规的估计方法不能保证参数回归结果的一致和无偏， 因此， 本文采用广义矩估计

（ＧＭＭ） 方法进行估计， 并以普通最小二乘 （ＯＬＳ） 估计结果作为对照。 估计结

果如表 １ 所示。 Ｓａｒｇａｎ 统计量、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ｎｄ 差分后的 ＡＲ （１） 的统计量、 ＡＲ
（２） 统计量的值表明模型设定合理。 考虑到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能比差分广义

矩估计更多的样本信息， 特别是差分广义矩估计量容易受到弱工具变量的影响而

产生有偏估计， 因此， 本文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结果进行解释。
由系统广义矩估计结果可以发现， 滞后一期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

（ ＪＺＬ＿ ｃｙｃｄ ） 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 ＪＺＬ＿ ｆｇｄｗ ） 的回归系数显著大于 ０， 说

明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融入和地位攀升均表现出显著的惯性特征。 但是制造

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滞后效应仅为 ０ ００４， 表明一国当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

工地位显著受到过去分工状态的影响， 而过去时期全球价值链融入程度不断提高

所呈现出来的惯性效应则并不能持久存在。 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统广义矩回归结

果可以看出， 信息化密度水平 （ ＸＸＨＭＤ ） 每提高 １ 个百分点， 直接导致制造业

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提高 ０ ０３３， 但是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提高的

作用仅为 ０ ０１７ 且不显著。 这一分析结果与李坤望等 （２０１５） 基于微观企业数

据的实证研究结论十分吻合， 即信息化密度高的企业或行业通常拥有较强的边际

出口倾向， 而出口规模的扩大必然有助于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 而信息技术能

力 （ ＩＴＣ ） 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系数高达 ０ ０７４ 且显著， 远远高于其

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促进作用。 事实上， 自 ２００７ 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全球价

值链的参与程度及其全球分工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这一动

态演化趋势是在我国制造业信息化转型升级、 不断向纵深推进的大背景下发

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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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ＯＬＳ 估计 ＤＩＦ－ＧＭＭ 估计 ＳＹＳ－ＧＭＭ 估计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ＪＺＬ＿ｃｙｃｄ ＪＺＬ＿ ｆｇｄｗ ＪＺＬ＿ｃｙｃｄ ＪＺＬ＿ ｆｇｄｗ ＪＺＬ＿ｃｙｃｄ ＪＺＬ＿ ｆｇｄｗ

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３∗∗

（１ ４９） （１ ６６） （２ １１） （２ １１）

ＸＸＨＭＤ 　 ０ ０４２∗∗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８ ０ ０３３∗∗∗ ０ ０１７
（２ ７７） （１ １９） （３ ２８） （０ ８８） （４ ７３） （０ ８２）

ＩＴＣ ０ ００６∗ ０ ０８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６７∗∗∗ ０ ００９∗ ０ ０７４∗∗∗

（１ ５７） （２ ４２） （１ ７９） （３ ２４） （１ ８１） （３ ２９）

ｚｙｄ ０ １３８∗∗ ０ ０７４∗∗ ０ １０７∗∗ ０ ０８５∗∗ ０ １１３∗∗∗ ０ ０７７∗∗∗

（２ ５２） （２ ４９） （２ ６６） （２ ５４） （３ １２） （３ ２６）

ｚｂｍｊ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７４） （０ ８６） （０ ６６） （０ ７９） （０ ３５） （０ ６１）

ｋｆｃｄ ０ ２３５∗∗∗ ０ ２２６∗∗∗ ０ ２４８∗∗∗ ０ ２３２∗∗∗ ０ ２４７∗∗∗ ０ ２１１∗∗∗

（４ ６４） （３ ７７） （４ ６２） （４ ９６） （４ ７３） （４ ５５）

ｒｌｚｂ ０ ０３７∗∗ ０ ０７７∗∗ ０ ０４２∗∗ ０ ０８９∗∗∗ ０ ０３３∗∗∗ ０ ０７４∗∗∗

（２ ５７） （２ ６１） （２ ４９） （３ ２２） （３ ５４） （３ ２６）

ｙｆｑｄ ０ ０４８∗∗ ０ １０７∗∗ ０ ０５１∗∗ ０ １０７∗∗ ０ ０４９∗∗ ０ １１７∗∗

（２ ７３） （２ ６６） （２ ４３） （２ ７１） （２ ２９） （２ ４３）

ｈｙｊｚｄ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２∗

（１ ３３） （１ ２６） （１ １９） （１ ５２） （１ ３３） （１ ４８）

ｃ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１∗ ０ ０７４ ０ ０６６∗ ０ ０２９ ０ １１７∗

（１ ４６） （１ ４３） （０ ８９） （１ ２５） （０ ９３） （１ ３６）
时间 ／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后 Ｒ２ ０ ８６３ ０ ８３７ ０ ８５９ ０ ８７７ ０ ８４２ ０ ８７１
Ｓａｒｇａｎ 统计量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１

ＡＲ （１） 统计量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ＡＲ （２） 统计量 ０ １８８ ０ １９４ ０ ２１９ ０ ２０７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的数值为对应估计值的 Ｚ 统计量。

初步回归结果表明， 信息化密度及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对于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

链攀升作用十分突出， 但是其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提高两个层

面却呈现了差异化特征。 究其原因， 一方面， 新一代互联网信息资源的广泛应用与

深度渗透融合提升了制造业信息化密度， 从而显著地降低了经营过程中的内外部交

易成本， 使得制造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更加便利； 另一方面， 作为评价企业发现

和使用信息技术资源能力指标， 信息技术能力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信息化密

度提高所能形成的技术复杂度高低， 故而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重要影

响。 控制变量的系数值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这里不详述。 此外， 模型 （１）、 模

型 （２） 的回归结果还表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与分工地位在资本密集度、
集中度不同的行业中并无明显差异。

（二） 内生性问题

正如前文所述， 企业信息化密度和信息技术能力能够显著影响一国或地区制造

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目标的实现。 然而， 制造业企业一旦拥有较高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

度及分工地位， 必将有助于在高端制造领域占据全球价值链的有利位置， 势必在信息

网络设施、 信息资源开发、 信息化人才储备等方面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 换句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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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过程中势必在强化新一代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上谋求

突破， 继而在拥有较高信息化密度的同时具备较强的信息技术能力。 因此， 信息化密

度、 信息技术能力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持续攀升之间存在相互影响。
为了克服内生性问题对本文结论的影响， 本文采取以下两种方式选择工具变量

并进行工具变量广义矩估计。 第一种方式， 参考王铁男和王宇 （２０１７） ［３０］的研究， 用

企业信息技术硬件投入和信息技术软件投入之和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来测度企

业信息化密度水平。 其中， 企业信息技术硬件投入具体为企业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中的

电子设备总额， 企业信息技术软件投入为企业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中的软件总额。 第二

种方式， 参照吴金南和黄丽华 （２０１４） 的方法， 以样本企业在 “中国企业信息化 ５００
强” 中的排序高低作为其信息技术能力水平值。①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如表 ２ 所示。 与表 １ 的基准回归结果相比可以发现， 在引入

工具变量控制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 信息化密度水平和信息技术能力工具

变量估计系数的显著性水平较表基准回归结果有大幅度提高。 从系数估计结果来

看， 工具变量回归系数较系统广义矩估计结果普遍呈现了一定幅度的下降， 如信息

化密度水平 （ ＸＸＨＭＤ ） 每提高 １ 个百分点导致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分

工地位分别上升 ０ ０２９ 和 ０ ０１７； 信息技术能力 （ ＩＴＣ ） 每提高 １ 个百分点会引起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上升 ０ ０４６， 而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影响仅仅为 ０ ００９。
可见， 与上述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信息化密度水平显著影响了制造业全球价值

链嵌入程度， 而信息技术能力则强化了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

表 ２　 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

变量
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 （ＪＺＬ＿ｃｙｃｄ）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ＪＺＬ＿ ｆｇｄｗ）

ＸＸＨＭＤ、 ＩＴＣ 为内生变量 ＸＸＨＭＤ、 ＩＴＣ 为内生变量

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２∗∗

（３ ２７） （２ ７１）

ＸＸＨＭＤ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７∗

（４ ０７） （１ ４４）

ＩＴＣ ０ ００９∗∗ ０ ０４６∗∗∗

（２ ７１） （４ ９３）

ｃ ０ ０７４∗ ０ ０５２∗

（１ １８） （１ ６１）
调整后 Ｒ２ ０ ８０２ ０ ８１９

Ｄ－Ｗ－Ｈ 内生性检验 ２２ ０７１∗∗ １９ ００４∗∗

异方差检验 ３ ２８７∗ ４ ０８８∗

最小特征值统计量
８６ ７２２ ８９ ５５７

［４９ ５１］ ［４７ ９３］

备注： 小括号内为 ｔ 值或者 ｚ 值， 中括号内为 Ｆ 值。∗、∗∗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限于

篇幅， 这里没有报告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 如有需求请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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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具体处理方式为： 设定企业 ｓ 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期间的平均排名是 λｓ， 则 λｓ ＝ １
６


２００８

ｔ ＝ ２００３
λｔ， λｓｔ 为企业 ｓ 在第

ＪＺＬ＿ ｃｙｃｄｉｔ 期的名次。 进而企业 ｓ 在第 ｔ 期的信息技术能力可由该年度的加权平均排名得到， 权重为企业 ＪＺＬ＿ ｆｇｄｗｉｔ

在第 ｔ 期的产品销售额。 最终由行业内样本企业的加权平均得到行业信息技术能力。



四、 进一步拓展研究

考虑到异质性行业的信息化密度与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动机差异， 本文进一步依

据行业技术密集属性和行业产权结构属性对制造业行业进行分组， 进而从技术异质

性和产权结构异质性双重视角进行检验， 并对估计结果进行反事实模拟。 为避免内

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上文构造的工具变量进行工具变量估计。
（一） 按行业技术密集属性分类

本文将制造业细分行业分为低技术密集型、 中度技术密集型、 高技术密集型三

类并分别进行估计。 表 ３ 分组回归 （１） 给出了不同技术密集类型下各个变量对制

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与分工地位的影响系数。 可以看出， 在高技术密集型制造

业行业， 信息化密度每提高 １ 个百分点， 导致企业全球价值链实现高达 ０ ０４４、
０ ０２７ 的攀升幅度。 相比较而言， 信息化密度在中度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作用仅为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９， 而在低技术密集型行业并没有显著作用。 不同行业技术密集属性估

计结果表明， 在现阶段探索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有效途径的一个重要前提是

全面把握制造业不同行业的技术性质和特征， 试图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 资源投入

以提升信息化密度的做法不能忽略行业技术密集度特征。
信息技术能力提升， 不论是在中、 低技术密集型行业还是高技术行业都显著引

起了全球价值链动态升级。 譬如低技术密集行业信息技术能力每提升 １ 个百分点，
导致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显著提高 ０ ０１７ 和 ０ ０２６， 而信息技术能力在

高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作用仅为 ０ ００７ 和 ０ ０１４。 由此可见， 相对于信息网络基础设

施及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等提高信息化密度的举措而言， 以传统制造业为代表的低技

术密度行业选择传统制造技术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 在制造业信息技术能力动态升

级过程中实现信息化、 网络化和智能化目标才是其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重要突破口。
（二） 按行业产权结构特征分类

按照产权结构特征将制造业分为高国有化行业和低国有化行业两类分别进行工

具变量估计①， 估计结果见表 ３ 分组回归 （２）。 可以发现，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

具有明显的行业产权结构异质性。 对比来看， 低国有化行业中信息化密度及信息

技术能力估计系数大都明显大于高国有化行业的估计系数。 这与高国有化程度行

业的特征有关， 尽管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相关的信息化资源在国有企业管理中应用

愈加广泛， 但是相比较而言， 低国有化行业在信息化建设的重视程度、 灵活的建

设体制机制保障以及信息化人才的储备等方面都要优于国有程度高的行业， 故而

信息化密度和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在推动低国有化行业全球价值链攀升方面能够发

挥十分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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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将 ＧＢ ／ Ｔ 分类下 ３０ 个制造业细分行业汇总成投入产出表的 １６ 个行业， 然后将 １６ 个行业按照国有

化程度由高到低进行排序， 并将国有化程度位列 １－８ 名的 ８ 个行业明确为高国有化行业组， 位列 ９－１６ 名的 ８
个行业确定为低国有化行业组。



表 ３　 分行业回归结果

变量

分组回归 （１） 分组回归 （２）
低技术密集型 中度技术密集型 高技术密集型 低国有化 高国有化

ＪＺＬ＿ｃｙｃｄ ＪＺＬ＿ ｆｇｄｗ ＪＺＬ＿ｃｙｃｄ ＪＺＬ＿ ｆｇｄｗ ＪＺＬ＿ｃｙｃｄ ＪＺＬ＿ ｆｇｄｗ ＪＺＬ＿ｃｙｃｄ ＪＺＬ＿ ｆｇｄｗ ＪＺＬ＿ｃｙｃｄ ＪＺＬ＿ ｆｇｄｗ

被解释变量
一阶滞后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２ ２４） （２ ３７） （２ １１） （１ ６３） （１ ８９） （１ ２２） （１ ４３） （１ ７９） （１ ６３） （１ ４４）

ＸＸＨＭＤ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９∗ ０ ０４４∗∗ ０ ０２７∗∗ ０ ０７∗∗∗ ０ ０４７∗∗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８∗∗

（０ ３４） （０ ８８） （１ ７９） （１ ３３） （２ ５２） （２ １３） （４ ３７） （２ ４４） （２ ９７） （２ １１）

ＩＴＣ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７∗∗ ０ ０５∗∗∗ ０ ０３３∗ ０ ０４∗∗∗

（２ ９１） （３ ４９） （２ ５５） （３ ０８） （１ ５１） （１ ６９） （２ ４１） （３ ６６） （１ ８２） （３ ３９）

ｃ
０ ２３３∗ ０ １７４∗ ０ １０９∗ ０ １１２∗ ０ １２７∗ ０ ０８７∗ ０ １４３∗ ０ １５５∗ ０ １７９∗ ０ １４７∗

（１ ５１） （１ ９３） （１ ７９） （１ ６６） （１ ３８） （１ ４２） （１ ４９） （１ ６７） （１ ４１） （１ ７７）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ｕ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２ ７１６ ２２ ２ ４７３ ６６ ２ ９４９ ０７ ２ ８７１ ５５ ２ ４６９ ３１ ３ １０８ ４６ ２ ００７ ６３ ２ ４９７ ８８ ３ ８４７ ０６ ３ ６９４ ２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Ｗａｌｄ ｒｋ Ｆ 统计量

７５５ ４３ ８４３ ２１ ８０６ ５４ ９１３ ７６ ８１１ ０７ ８３９ ４６ ８０８ ３３ ７７６ ４６ ７８８ ９１ ８６３ ７３

［７ ９３］ ［７ ９３］ ［７ ９３］ ［７ ９３］ ［７ ９３］ ［７ ９３］ ［７ ９３］ ［７ ９３］ ［７ ９３］ ［７ ９３］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ｕｂｉｎ
Ｗａｌｄ 统计量

４ ４３３ ０９ ４ １３９ ３３ ４ ４３７ ８１ ４ ８３３ ９２ ４ ５７３ ４６ ４ ６８８ ３３ ４ ４１７ ６２ ４ ７４６ ５５ ４ ６９１ ０７ ４ ８７３ ２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Ｓｔｏｃｋ－Ｗｒｉｇｈｔ ＬＭ
Ｓ 统计量

３ １２２ ４２ ３ ４３９ ５１ ３ ３０７ １６ ３ ７１１ ８３ ３ ６６１ ８５ ３ ２４２ ０７ ２ ８２５ ７７ ２ ２７６ ３１ ２ ３０４ ３９ ２ ９２１ ５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Ｒ２ ０ １６２４ ０ １５７４ ０ １８４４ ０ １７４６ ０ １６９４ ０ １６８５ ０ １４６６ ０ １５０３ ０ １４１６ ０ １７０９

注： 小括号内数值为 ｔ 值；∗、∗∗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限于篇幅， 这里没有报告各控
制变量的估计结果， 如有需求请向作者索取。

（三） 反事实模拟分析

前文通过计量回归分别实证考察了信息化密度与信息技术能力对制造业全球价

值链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的统计显著性， 那么二者在多大程度上共同影响制造业全

球价值链攀升呢？ 制造业企业信息化建设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净影响又是多大呢？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 本文进一步采用反事实模拟方法考察信息化建设对制造业全球

价值链攀升的影响。 本文反事实模拟中选择了 Ａ、 Ｂ、 Ｃ、 Ｄ 四种情形。 其中情形 Ａ
表示 ＸＸＨＭＤ 和 ＩＴＣ 均设定为初始值 （２００８ 年取值）， 情形 Ｂ 为 ＸＸＨＭＤ 取样本平

均值且 ＩＴＣ 为样本初始值， 情形 Ｃ 为 ＸＸＨＭＤ 取初始值且 ＩＴＣ 为样本均值， 情形 Ｄ
为 ＸＸＨＭＤ 和 ＩＴＣ 均设定为样本均值。 反事实模拟结果显示①： 在信息技术能力既

定情形下， 信息化密度提高 １ 个百分点导致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

分别上升 ０ ０１８ 和 ０ ０１５； 而信息化密度既定情形下信息技术能力每提高 １ 个百分

点导致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分别上升 ０ ００３、 ０ ０４７； 相比较而言，
信息化密度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综合影响程度明显低于信息技术能力。 对比

情形 （Ｄ） 与情形 （Ａ） 可知， 制造业信息化建设在总体上导致我国制造业全球价

值链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分别上升 ０ ０１７ 和 ０ 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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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 模拟结果的表格未给出， 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五、 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试图从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两个角度剖析中国制造

业整体及不同类型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和方式的动态变化趋势。 利用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７ 年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考察了信息

化密度、 信息技术能力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 研究发

现： 信息化密度水平每提高 １ 个百分点， 直接导致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提高

０ ０３３， 但是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不显著； 信息技术能力对全球

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系数为 ０ ０７４， 且影响程度远远高于其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程

度的影响。 进一步研究表明： 信息化密度对高技术密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

及分工地位的影响显著为正， 而对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不显著； 信息技术能力

不论是在中低技术密集型行业还是高技术行业， 都显著地促进了其全球价值链升

级。 此外， 信息化密度和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在推动低国有化行业全球价值链攀升方

面的积极作用相对高国有化行业更为明显。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 为了促进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攀升， 本文提出以下政

策建议。 一方面， 注重不同价值链环节、 不同制造类型企业信息化密度在全球价值

链攀升中差异化的边际作用， 鼓励信息化密度边际效应明显的行业和企业信息化投

入， 借助丰富的互联网信息要素获取信息资源禀赋效应和技术升级换代效应， 将巨

大的信息化密度优势转化为更高的全球价值链参与融合程度和分工地位。 政府部门

不仅需要进一步推动移动互联网、 云计算和大数据软硬件等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还需要为企业配置信息化资源提供集信息聚集、 共享、 流通、 交换等多功能于一体

的网络平台， 鼓励制造业企业由被动利用互联网信息化资源向主动创新利用转变。
另一方面， 还需要意识到制造业信息技术能力的提升显著地增强了信息化资源对全

球价值链攀升的溢出效应。 信息化技术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信息化资源在制造业

领域优化配置的效率水平， 这要求我们不仅要推进信息化资源、 信息基础设施的建

设， 还需要积极培育和提升企业信息技术能力的主动性开发、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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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 ２２： ３６９－３８８
［１７］ 王念新， 葛世伦， 苗虹  信息技术资源和信息技术能力的互补性及其绩效影响 ［ Ｊ］ ． 管理工程学报，

２０１２， ２６ （３）： １６６－１７５
［１８］ 王铁栋， 任冠华  从单一的比较优势到系统的竞争优势： 我国企业竞争力的演进路径 ［ Ｊ］ ． 国际贸易

问题， ２０１２ （７）： １０４－１１４
［１９］ ＷＡＮＧ Ｚ， ＷＥＩ Ｓ Ｊ， ＹＵ Ｘ 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ｙｃｌｅｓ

［Ｒ］．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３２２２， ２０１７
［２０］ 杨继军， 范从来  “中国制造” 对全球经济 “大稳健” 的影响———基于价值链的实证检验 ［Ｊ］ ． 中国社

会科学， ２０１５ （１０）： ９２－１１３
［２１］ 姚博， 魏玮  参与生产分割对中国工业价值链及收入的影响研究 ［Ｊ］．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２ （１０）： ６５－７６
［２２］ 姚洋， 张晔  中国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升级的动态研究———来自全国及江苏省、 广东省的证据 ［Ｊ］ ． 中

国社会科学， ２００８ （２）： ６７－８２
［２３］ 吴金南， 黄丽华  信息技术能力、 环境不确定性与财务绩效———来自经济下行时期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

证据 ［Ｊ］ ． 当代财经， ２０１４ （５）： ６９－８０
［２４］ 赵增耀， 沈能  垂直专业化分工对我国企业价值链影响的非线性效应 ［ 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４ （５）：

２３－３４
［２５］ 李小平， 朱钟棣  中国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基于分行业面板数据的研究 ［ Ｊ］ ． 管理世界，

２００５ （４）： ５６－６４
［２６］ 陈钊， 陆铭， 金煜  中国人力资本和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 对于面板数据的估算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０４

（１２）： ２５－３１
［２７］ 盛斌， 吕越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的影响———来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Ｊ］ ． 中国社会科

学， ２０１２ （５）： ５４－７５
［２８］ 董明放， 韩先锋  研发投入强度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 ［Ｊ］ ． 统计研究， ２０１６ （１：）： ４５－５３
［２９］ 龚关， 胡关亮， 陈磊  国有与非国有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分析———基于资源配置效率与平均生产率

［Ｊ］ ． 产业经济研究， ２０１５ （１）： ９３－１００ 
［３０］ 王铁男， 王宇  信息技术投资、 ＣＥＯ 过度自信与公司绩效 ［Ｊ］ ． 管理评论， ２０１７ （１）： ７０－８１

（责任编辑　 武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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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Ｃｌｉｍｂ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ａｏ　 ＷＡＮＧ Ｊｕｎｊｉ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 ＧＶ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ｓｔａｔｕ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ＧＶＣ， ａｎｄ ｄｉｓ⁃
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ＶＣ ｃｌｉｍｂ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７，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ｔｅｓ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ＶＣ ｃｌｉｍｂｉｎｇ．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ｐｏｉｎ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ａ ０ ０３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ＧＶ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ｕｔ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ＶＣ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ｖｉ⁃
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ＧＶＣ ｉｓ ａｓ ｈｉｇｈ ａｓ ０ ０７４，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ｍｕｃ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ｔ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ｉｎ ＧＶＣ．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ＧＶＣ ｃｌｉｍｂｉｎｇ ｉｓ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 ｌｏｗ⁃ｔｅｃｈ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ｉｎ ｌｏｗ⁃ｍｅｄｉｕｍ⁃ｔｅｃｈ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ｏｒ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ｒ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ＧＶＣ ｃｌｉｍｂｉｎｇ．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
ｍｏｔｓ ｔｈｅ ＧＶＣ ｃｌｉｍｂｉｎｇ ｏｆ ｎ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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