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关税水平
与贸易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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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构建理论模型， 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探究价值链参与程度及地位对关

税水平的影响， 利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 ２１ 个国家 （地区） １４ 个制造行业的面板数据

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显示： 一国 （地区） 相对于中国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地位

的提升会显著降低对我国的关税； 价值链参与和地位较高的国家 （地区）， 其价值

链地位提升对降低对我国关税的显著性更强， 对价值链参与和地位较低的国家

（地区）， 其价值链参与对关税的边际效应更大； 资源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
其价值链地位对关税的影响显著， 且资源密集型行业的边际效应更大， 劳动密集型

行业关税对两者的 “敏感性” 较低； 未与中国签署贸易协定的国家 （地区） 价值

链参与和地位对关税的影响不显著， 但已签署协定国家 （地区） 的价值链地位提

升对降低关税有显著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也印证了以上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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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自中国加入 ＷＴＯ 以来， 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下， 中国面临的关税水平不

断下降， 但近年来， 随着中国凭借成本、 人口红利以及制度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地位不断攀升， 各国纷纷设置贸易壁垒。
关税壁垒是最为直接明显的国际贸易摩擦表现形式， 传统贸易理论将关税看作

外生变量， 从三个方面阐述关税制定动机： 一是最优关税理论提出关税能够解决国

内市场扭曲问题并实现福利最大化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１９５３） ［１］； 二是幼稚工业理论认为关

税壁垒等贸易保护政策可以对国内一些尚未成熟但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起到保护作

用 （Ｌｉｓｔ ａｎｄ Ｃｏｌｗｅｌｌ， １８５６） ［２］； 三是战略性贸易保护理论认为关税使一国将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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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本国获取的超额利润转移回国内， 并增强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Ｂｒａ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Ｓｐｅｎｃｅｒ， １９９２） ［３］。 不少学者认为关税作为内生变量， 其设置与实施受到国内

外各类因素的影响。 相关利益集团在政府制定关税时通过施加政治影响、 游说等从

中受益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４） ［４］， 政府的政策选择也会考虑选民偏好以

获得最大的政治支持 （Ｒｏｄｒｉｋ， １９９５） ［５］。 外商直接投资、 进出口贸易平衡、 ＷＴＯ
的推动等均是影响关税的因素。 针对中国的研究则将制度、 所有制等因素考虑在

内， 分析其对关税的影响 （王元颖， ２００６［６］； 顾振华和沈瑶， ２０１７［７］）。
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 从价值链角度研究以关税壁垒为代表的国际贸易摩擦

已成为当下热点。 长期以来，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 发达国家 （地区） 掌握核心技术、
占据主导地位并攫取高额利润， 发展中国家 （地区） 则凭借资源成本优势承接低附加

值生产环节， 在获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大了陷入 “低端锁定” 陷阱的可能。 利益分

配不均、 贸易失衡 （张二震和马野青， ２０１０）［８］、 分工结构趋同 （柳剑平和张兴泉，
２０１１）［９］、 单方面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余振等， ２０１８）［１０］以及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行为

（尹翔硕等， ２００７）［１１］都会对贸易摩擦的产生造成一定影响。 尽管各国 （地区） 贸易实

践和学术理论都已证明贸易自由化是贸易发展的主流， 但发达国家为持续控制国际分工

主动权、 抑制发展中国家急速扩展的国际贸易业务， 必然会采取贸易保护措施， 关税壁

垒的设置就是一个明显的特征。 目前多数研究重点考察关税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大量文献证明贸易自由化使企业生产成本降低、 生产率提升， 有利于增加出口、 提升价

值链参与程度 （Ａｍｉｔｉ ａｎｄ Ｋｏｎｉｎｇｓ， ２００６［１２］； 余淼杰， ２０１１［１３］； Ｂｕｓｔｏｓ ａｎｄ Ｐａｕｌａ，
２０１１［１４］； 余淼杰和李乐融， ２０１６［１５］）， 也有利于企业通过 “学习效应” 创新研发和

技术赶超从而实现价值链升级 （刘斌等， ２０１５［１６］； 周茂等， ２０１６［１７］ ）。 而关税壁

垒则显著阻碍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实现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１８］。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 第一， 结合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等 （２０１６） ［１９］ 的模型， 将出口国外

附加值和出口国内附加值进一步延伸至价值链层面， 建立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最优关

税模型， 着重考察一国 （地区） 相对中国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地位对于对我国关税

水平的影响； 第二， 从多角度提供异质性分析， 为全球化时代的关税壁垒研究提供

了新的分析视角， 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应对不同国家 （地区） 差异化的贸易政策

建议； 第三， 在研究方法上， 运用工具变量法和代理变量法减小内生偏误， 并且变

换变量构造方法， 运用面板 Ｔｏｂｉｔ 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 保证结果的稳健性。

二、 理论模型及研究假设

假定存在 Ｃ ＝ １， ２， …ｉ， ｊ， …ｃ{ } 个国家， 每个国家均有最终产品行业 Ｘ ＝
１， ２， ……ｘ{ } 和基准产品行业 ｘ０。 基准品价格为 ｐｉ

０ ＝ １， 非基准品价格 ｐｉ
ｘ 。 每个

国家任一行业有数量、 偏好相同的劳动人口 Ｌ 和工资率 ｗ 。 ｉ 国总拟线性偏好为：

Ｕｉ ＝ ｄｉ
０ ＋ ∑

ｘ
ｕｘ（ｄｉ

ｘ） （１）

其中， ｄ 为产品消费量， ｕｘ 为消费 ｄｉ
ｘ 产生的效用， 效用函数可微且是严格凹函数，

消费者选择 ｄｉ
ｘ 实现效用最大化， 服从约束 ｄｉ

０ ＋ ∑
ｘ
ｐｉｘｄｉ

ｘ ≤ Ｉｉｘ ， Ｉｉｘ 为 ｉ 国 ｘ 行业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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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有用于价值增值的专有生产要素， 企业生产时使用无差异的劳动力和

专有生产要素。 设基准品 ｘ０ 使用劳动力在规模报酬不变下生产； 非基准品 ｘ 使用

本国劳动力 ｌｉｘ 、 本国专有生产要素 ｖｉｘｉ 和国外专有生产要素 ｖｉｘ∗
→

生产， 生产函数为：

ｑｉ
ｘ ＝ ｆ（ ｌｉｘ， ｖｉｘｉ， ｖｉｘ∗

→
）， （∀ｉ ∈ Ｃ， ∗ ∈ Ｃ － ｉ） （２）

最终产品市场完全竞争， 生产者利润 πｉ
ｘ 用于支付生产要素 πｉ

ｘ ＝ ｐｉ
ｘｑｉ

ｘ － ｗｌｉｘ ＝

∑
ｃ∈Ｃ

ｒｉｘｃｖｉｘｃ ， ｒｉｘｃ 为 ｉ 国 ｘ 行业使用 ｃ国专有生产要素的价格。 由于专有要素从生产中获

取所有剩余利润， 因此专有生产要素价格随 ｐｉ
ｘ 和要素使用总量 ｖｉｘｃ

→
内生变化。

Ｉｉｘ 包括关税收入 Ｒ ｉ
ｘ 、 劳动收入 ｗｌｉｘ 、 本国专有要素在本国生产获得的价值增

值、 本国专有要素在外国生产获得的价值增值， 即：

Ｉｉｘ ＝ Ｒ ｉ
ｘ ＋ ｗｌｉｘ ＋ ｒｉｘｉｖｉｘｉ ＋ ∑

ｃ≠ｉ
ｒｃｘｉｖｃｘｉ， （∀ｉ ∈ Ｃ， ｃ ∈ Ｃ， ｘ ∈ Ｘ） （３）

Ｒ ｉ
ｘ ＝ （ｐｉ

ｘ － ｐ ｊ
ｘ）Ｍｉ

ｘｊ ＋ ∑
ｃ≠ｉ， ｊ

（ｐｉ
ｘ － ｐｃ

ｘ）Ｍｉ
ｘｃ ， Ｍｉ

ｘ∗ 为 ｉ 国 ｘ 行业产品从别国的进口量。

工资标准化为 １， 劳动收入 ｗｌｉｘ ＝ Ｌ 。 生产者利润分解为 ｐｉ
ｘｑｉ

ｘ －∑
ｃ≠ｉ

ｒｉｘｃｖｉｘｃ ＝ ｒｉｘｉｖｉｘｉ ＋ ｗｌｉｘ ，

式 （３） 可表示为：

Ｉｉｘ ＝ （ｐｉ
ｘ － ｐ ｊ

ｘ）Ｍｉ
ｘｊ ＋ ∑

ｃ≠ｉ， ｊ
（ｐｉ

ｘ － ｐｃ
ｘ）Ｍｉ

ｘｃ ＋ ｐｉ
ｘｑｉ

ｘ － ∑
ｃ≠ｉ

ｒｉｘｃｖｉｘｃ ＋ ∑
ｃ≠ｉ

ｒｃｘｉｖｃｘｉ （４）

∑
ｃ≠ｉ

ｒｉｘｃｖｉｘｃ 为外国要素在本国生产获得的价值增值， 即国外增加值 ＦＶＡｉ
ｘ ＝ ｒｉｘｊｖｉｘｊ ＋

∑
ｃ≠ｉ， ｊ

ｒｉｘｃｖｉｘｃ 。∑
ｃ≠ｉ

ｒｃｘｉｖｃｘｉ 为本国要素在外国生产获得的价值增值， 即国内增加值 ＤＶＡｉ
ｘ ＝

ｒ ｊｘｉｖｊｘｉ ＋ ∑
ｃ≠ｉ， ｊ

ｒｃｘｉｖｃｘｉ 。

政府需要考虑自身利益和社会整体福利， 因此将政府目标函数调整为社会福利

和政治献金的加权函数：

Ｇ ｉ
ｘ ＝ Ｉｉｘ ＋ ξｉｘ（ｐｉ

ｘ） ＋ δｉｘ·πｉ
ｘ（ｐｉ

ｘ） ＋ δｉｘ∗·ＦＶＡｉ
ｘ ＋ δ∗

ｘｉ ·ＤＶＡｉ
ｘ （５）

Ｉｉｘ ＋ ξｉｘ ｐｉ
ｘ( ) ＋ δｉｘ·πｉ

ｘ ｐｉ
ｘ( ) 为社会福利， 消费者剩余 ξｉｘ ｐｉ

ｘ( ) ＝ ｕｘ ｄｉ
ｘ( ) － ｐｉ

ｘｄｉ
ｘ ， 消费

者权重标准化为 １， 生产者权重为 δｉｘ ， 企业利润为 πｉ
ｘ ｐｉ

ｘ( ) 。 δｉｘ∗·ＦＶＡｉ
ｘ ＋ δ∗

ｘｉ ·ＤＶＡｉ
ｘ

为政治献金， 是利益集团为获取贸易保护、 企业补贴等优惠措施向政府提供的经济

利益， 外国要素所有者权重为 δｉｘ∗ ， 本国要素所有者权重为 δ∗
ｘｉ 。

关税实行从价税， ｐｉ
ｘ ＝ τｉ

ｘｃｐｃ
ｘ， τｉ

ｘｃ ＝ １ ＋ ｔｉｘｃ（∀ｃ∈ Ｃ， ｃ≠ ｉ） 。 ｔｉｘｃ 为 ｉ 国对 ｃ国 ｘ 行

业产品进口的关税税率， 满足 ＷＴＯ 成员关税不高于最惠国待遇所实行关税的约

束， ｔｉ， ａｐｐｌｉｄｅ
ｘｃ ≤ ｔｉ， ＭＦＮ

ｘｃ ∀ｃ ∈ Ｃ， ｃ ≠ ｉ( ) 。 ｉ 国 ｘ 行业的最优关税为：

　 　 　 　 　 　 　 　 　 　 　 　

τｉ
ｘｃ ＝ ａｒｇｍａｘＧ ｉ

ｘ

ｓ ｔ ｐｉ
ｘ ＝ τｉ

ｘｃｐｃ
ｘ

ｔｉ， ａｐｐｌｉｄｅ
ｘｃ ≤ ｔｉ， ＭＦＮ

ｘｃ

（６）

由于本文主要关注进口国 ｉ 对出口国 ｊ 收取关税的情况， ｉ 国 ｘ 行业的政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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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为：
　 Ｇ ｉ

ｘ ＝ （ｐｉ
ｘ － ｐ ｊ

ｘ）Ｍｉ
ｘｊ ＋ Ｒ ｉ

ｘｃ ＋ ｐｉ
ｘｑｉ

ｘ ＋ ξｉｘ（ｐｉ
ｘ） ＋ δｉｘ·πｉ

ｘ（ｐｉ
ｘ） ＋ （δｉｘ∗ － １）ＦＶＡｉ

ｘ

　 　 　 ＋ （δ∗
ｘｉ ＋ １）ＤＶＡｉ

ｘ （７）
求解得最优关税 ｔｉｘｊ ①：

ｔｉｘｊ ＝
１
σｉ

ｘｊ

１ ＋
δｉｘｑｉ

ｘ

λ ｉ
ｘｊ Ｍｉ

ｘｊ

－
１ － δｉｘ∗( ) εｉ

ｘｊ

λ ｉ
ｘｊ ·ｐｉ

ｘＭｉ
ｘｊ

·ＦＶＡｉ
ｘｊ －

δ∗
ｘｉ ＋ １( ) εｒｊ

ｘｉ

ｐ ｊ
ｘＭｉ

ｘｊ

·ＤＶＡｉ
ｘｊ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Θｉ

ｘｃ （８）

第一项反映了关税的成本转移动机， 出口供给弹性 σｉ
ｘｊ 小， ｊ 国对 ｉ 国市场依赖

大， ｉ 国为实现利益最大化对 ｊ 国征收高关税。

第二项
ｑｉ
ｘ

Ｍｉ
ｘｊ

为进口渗透率的倒数，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ｉ 国市场开放程度， 开

放程度越高， ｉ 国越倾向于征收低关税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第三项 ＦＶＡｉ

ｘｊ 为 ｊ 国要素在 ｉ 国生产并被吸收的国外增加值。 ＦＶＡｉ
ｘｊ 越高， ｉ 国越

能广泛进口中间品进行加工并创造附加值， 即 ｉ 国后向关联度较高， 同时由于中间

品包含 ｊ 国要素， 因此 ＦＶＡｉ
ｘｊ 越高， 意味着 ｉ 国需要支付给 ｊ 国越多附加值。 ＦＶＡｉ

ｘｊ 越

高， ｉ 国越倾向制定低关税， 这是因为， 若 ｉ 国设置高关税， ｊ 国产品在 ｉ 国的售价提

升， 更多附加值流入到 ｊ 国， 并且高关税不利于 ｉ 国通过贸易自由化提升价值链参

与获利。 ｉ 国通过低关税吸引各国对 ｉ 国的出口， 进一步扩大其全球价值链参与， 促

使本国生产要素加速融入全球市场并获取附加值， 因此该国倾向开放国内市场带动

经济全面增长。 一般而言， 衡量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要考虑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

两个指标， 前者是本国出口作为中间品进入其他国家出口的部分， 后者是本国出口

中外国附加值的部分， 两指标和值越大， 该国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越高， 无论前者

还是后者增加， 都能使一国从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中获益 （乔小勇等， ２０１７） ［２０］。
由于前向关联度的测算需要比较复杂的假设条件， 并需细分本国附加值的不同类

别， 因此测算的准确性难以保证， 后向关联 ＦＶＡｉ
ｘｊ 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国的

全球价值链参与，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 ｉ 国相对 ｊ 国价值链参与程度提升， 会降低 ｉ 国对 ｊ 国的关税。
第四项 ＤＶＡｉ

ｘｊ 为 ｉ 国要素在本国生产并被 ｊ 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 是 ｊ 国支付给 ｉ
国要素的收入， 直接反映了 ｉ 的贸易获利能力。 ＤＶＡｉ

ｘｊ 越大， ｉ 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价值

捕获能力、 国际竞争力越强， 价值链地位越高 （吕越等， ２０１７） ［２１］。 ＤＶＡｉ
ｘｊ 越大， ｉ 国

越倾向制定低关税。 因为低关税会增加 ｉ 国对 ｊ 国产品的需求， ｊ 国为获取更多利润会

提升产品出厂价格 ｐｊｘ ， 由于产品中包含 ｉ 国要素， 进而 ｉ 国要素所有者收益增加。 ｉ 国
全球价值链地位较高， 可以控制产品研发设计等关键环节并获取高附加值， 此时倾向

于通过低关税吸引进口并使本国要素获取更多附加值。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Ｈ２： ｉ 国相对 ｊ 国价值链地位提升， 会降低 ｉ 国对 ｊ 国的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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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项捕捉了关税变化所

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 主要体现在 ｉ 国从除 ｊ 国外其他国家收取的关税收入和要素收

入上。

三、 指标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 ＳＡ 为各国 （地区） 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征收的实际有效关税税率的算术

平均值。 核心解释变量为价值链参与 ＦＶＡｆ
ｃ 和价值链地位 ＤＶＡｆ

ｃ 。 由于国外增加值 ＦＶＡ
能表征一国 （地区） 参与价值链的后向关联度， 后向关联度是价值链参与程度的重要

组成 （赵玉焕等， ２０１７）［２２］， 因此本文用外国对世界出口 ＦＶＡ 与中国对世界出口 ＦＶＡ
之比表示外国相对中国的价值链参与程度 ＦＶＡｆ

ｃ ， ＦＶＡｆ
ｃ 增加， 则外国相对中国的价值链

参与提升。 由于国内增价值 ＤＶＡ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 （地区）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嵌入地位， 因此本文用外国对世界出口 ＤＶＡ 与中国对世界出口 ＤＶＡ 之比表示外国相对

中国的价值链地位 ＤＶＡｆ
ｃ ， ＤＶＡｆ

ｃ 增加， 则外国相对中国的价值链地位提升。
控制变量包括： 进口渗透率 ＩＰ ， 为外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依赖程度， 借鉴高

静和黄繁华 （２０１３） ［２３］ 的方法将其表示为外国从中国各制造行业进口总值占其

ＧＤＰ 比重的自然对数； 制造业发展水平 ＩＮ ， 为外国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的自

然对数； 汇率水平 ＥＲ ， 借鉴梁俊伟等 （２０１８） ［２４］的方法， 构造 ＥＲ ＝
ＥＲ ｆ

ＵＳ

ＥＲｃ
ＵＳ

× ＣＰＩｃ

ＣＰＩｆ
，

ＥＲ ｆ
ＵＳ 、 ＥＲｃ

ＵＳ 分别为外国和中国货币相对美元的名义汇率， ＣＰＩｆ 、 ＣＰＩｃ 分别为外国和

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以 ２０１０ 年为基期进行指数化处理； 技术创新 ＴＥ ， 为减

少数据偏度， 先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

加 １ 再取自然对数； 进口依存度 ＩＭ ， 为外国总进口额占 ＧＤＰ 比重与中国总进口额

占 ＧＤＰ 比重之比； 经济总量 ＧＤＰ， 为外国与中国 ＧＤＰ 之比的自然对数。
（二）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 ２１ 个国家 （地区） 的 １４ 个制造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

研究。 制造行业数据根据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行业编码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增加值贸易 （ＴＩＶＡ） 数据库中的行业编码进行重新分类整理， 最后得到

１４ 个制造行业大类①。 样本国家 （地区） 为 Ｇ２０ 成员或与中国签订双边或多边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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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分别是农副食品加工业、 食品、 酒、 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纺织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皮革、 毛皮、
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木材加工和木、 竹、 藤、 棕、 草制品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

业； 石油加工、 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 黑色金属及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通用设备及专用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易协定的国家 （地区）①。
本文样本数据包括关税数据、 贸易流数据、 增加值贸易数据及各个国家 （地

区） 的特征数据。 关税和贸易流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贸易分析和信息系统

（ＴＲＡＩＮＳ） 数据库， 增加值贸易数据来源于 ＯＥＣＤ 增加值贸易 ＴＩＶＡ 数据库， 国家

（地区） 特征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ＷＤＩ） 数据库、 ＥＰＳ （Ｅａｓｙ Ｐｒｏ⁃
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数据库、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此外， 由于不同数据库执行标准

不同， 本文运用联合国统计署网站提供的 ＨＳ６ 位编码、 ＩＳＩＣ 编码转换表和盛斌

（２００２） ［２５］提供的制造行业转换表进行重新集结和转换。
（三） 描述性分析

首先运用方差膨胀因子 ＶＩＦ 检验各解释变量是否存在多重共线问题， 平均 ＶＩＦ
值 １ ８８ 远小于 １０， 可根据经验法认为不必担心多重共线性。 表 １ 为主要变量的统

计特征。 图 １ 为各国 （地区） 对中国征收关税的分布情况， 数据在 ０ 处呈现出断

尾分布特点， 这是由于近年来中国与部分国家 （地区） 签署并实施自贸协定， 关

税逐年下降， 直到为零。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ＳＡ ＦＶＡ ＤＶＡ ＩＰ ＩＮ ＥＲ ＴＥ ＩＭ ＧＤＰ
均值 ７ ０３７ ０ ２０５　 ０ ４１２　 －６ ９９５ －３ １００ ２５３ ４７２ ０ ０１９ ２ １１６ －２ ４８５

最小值 ０ ５ ８６ｅ－０６ ２ ６０ｅ－０６ －１５ ８００ －７ １４６ ０ １１７ ０ ００１ ０ ３８５ －６ ４５０
２５％分位数 １ ４３８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６ －８ １２９７ －４ ０９７ ０ ２８４ ０ ００６ ０ ９３２ －３ ４０２
５０％分位数 ４ ９００ ０ ０５５ ０ ０８２ －６ ９５７ －３ ０２１ １ ６６０ ０ ０１２ １ ３９４ －２ ７０３
７５％分位数 １０ ７５４ ０ １９０ ０ ３２３ －５ ８２４ －２ ００２ ７７ ９５９ ０ ０１８ ２ ６７３ －１ ３２６

最大值 ５０ ９９０ ８ ２０７ ４６ ３１９ １ ２１７ １ ２５３３ ０２７ ６４ ０ ２９３ ９ ９８０ ２ ０６３
标准差 ７ ４３２ ０ ４９０ １ ５３２ １ ８６８ １ ７４９ ６６７ ７４１ ０ ０３３ １ ９９４ １ ６６０
样本量 ４ １１６ ４ １１６ ４ １１６ ４ １１６ ４ １１６ ４ １１６ ４ １１６ ４ １１６ ４ １１６

图 １　 关税数据分布直方图

４３１

全球价值链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

①样本国家 （地区）：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巴西、 柬埔寨、 加拿大、 智利、 哥斯达黎加、 中国香港地区、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墨西哥、 新西兰、 菲律宾、 新加坡、 南非、 泰国、 美国、 越

南。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中国对这些国家 （地区） 贸易总量占总出口贸易量的 ９０％以上， 可基本反映出中国整体的

对外贸易状况， 且数据可得性较好。



四、 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进行全样本基准回归， 检验各国 （地区） 相对中国的价值链参与及

地位对关税的影响， 并根据样本异质性进行分样本回归， 然后运用工具变量法和代

理变量法减小内生偏误， 并使用面板 Ｔｏｂｉｔ 模型缓解关税分布的断尾现象， 此外，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及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构造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ＳＡ ＝ β０ ＋ β１ＦＶＡ ＋ θ∑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εｉｔ （９）

　 　 　 　 　 ＳＡ ＝ β０ ＋ β１ＤＶＡ ＋ θ∑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εｉｔ （１０）

　 　 　 　 　 ＳＡ ＝ β０ ＋ β１ＦＶＡ ＋ β２ＤＶＡ ＋ θ∑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εｉｔ （１１）

其中， β０ 是常数项，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为包括进口渗透率 ＩＰ 、 制造业发展水平

ＩＮ 、 汇率水平 ＥＲ 、 技术创新 ＴＥ 、 进口依存度 ＩＭ 和经济总量 ＧＤＰ 在内的控制变

量组， εｉｔ 为随机干扰项。
（一） 基准回归

本文对模型 （９）、 （１０）、 （１１） 混合回归并进行 Ｆ 检验， 通过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对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选择进行判断。 考虑到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 采

用 Ｈｕｂｅｒ－Ｗｈｉｔｅ 稳健性标准误进行调整， 结果表明， 模型 （９）、 （１０）、 （１１） 均选

择固定效应模型更合适。 此处一并给出混合回归、 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回归结果作

为参照， 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ＯＬＳ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ＯＬＳ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ＯＬＳ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ＦＶＡ 　 －１ ６３４∗∗∗ 　 －１ １１０∗∗ 　 －１ ２２６∗∗∗ 　 －１ ０５９∗ 　 －０ ７５２ 　 －０ ９６６∗

（－３ １５） （－２ ３０） （－２ ６８） （－１ ９３） （－１ ３７） （－１ ８８）

ＤＶＡ 　 －０ ５３４∗∗ 　 －０ ２５６∗∗∗ 　 －０ ２３６∗∗ －０ ３６９∗∗ －０ １７４∗∗ －０ １３０∗

（－２ ７４） （－２ ７４） （－２ ６６） （－２ ０２） （－２ ０３） （－１ ８３）

ＩＰ
－０ ８２１∗∗∗ －１ ４４８∗∗∗ －１ ５４１∗∗∗ －０ ８０２∗∗∗ －１ ４３０∗∗∗ －１ ５２６∗∗∗ －０ ８３０∗∗∗ －１ ４４１∗∗∗ －１ ５４０∗∗∗

（－４ ４１） （－５ ００） （－６ ０１） （－４ ３７） （－４ ９８） （－６ ０１） （－４ ４７） （－５ ００） （－６ ０２）

ＩＮ
０ ５６０ －０ ０３６ １ ３０１∗∗∗ ０ ４７１ －０ ２３０ １ １８２∗∗∗ ０ ５８０∗∗∗ －０ ０８３ １ ３０４∗∗∗

（１ ３６） （－０ ０５） （３ ６０） （１ １９） （－０ ３２） （３ ３２） （１ ４２） （－０ １２） （３ ６２）

Ｅ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４∗∗∗

（２ ０１） （４ ３２） （４ ８９） （２ ０７） （４ ３５） （４ ９５） （２ ０７） （４ ３４） （４ ９２）

ＴＥ
－２ １９１ －２ ８２１∗∗ －２ ９３５∗∗∗ －２ ２９６ －２ ８４５∗∗ －２ ９５９∗∗∗ －２ ２５３ －２ ８５８∗∗ －２ ９６８∗∗∗

（－０ ６４） （－２ ４７） （－２ ７２） （－０ ６８） －２ ４９） （－２ ７５） （－０ ６６） （－２ ５０） （－２ ７６）

ＩＭ
－０ ７６８∗∗∗ ０ ３５４∗∗ ０ ２０６ －０ ７８８∗∗∗ ０ ３３３∗ ０ １７３ －０ ７５７∗∗∗ ０ ３６９∗∗ ０ ２１４

（－５ ７４） （２ ０１） （１ ４７） （－６ ０１） （１ ８８） （１ ２３） （－５ ６６） （２ １０） （１ ５３）

ＧＤＰ
－０ ９７８∗∗ ２ １４３∗∗ －０ １１３ －０ ８６６∗∗ ２ ４６０∗∗∗ ０ ０４２ －０ ９２６∗∗ ２ ３０３∗∗ －０ ０６０

（－２ ３７） （２ ３０） （－０ ２６） （－２ １４） （２ ６２） （０ １０） （－２ ２５） （２ ４５） （－０ １４）

Ｃ
２ ３１９ －０ １５８ －１ ０７９ ２ ３７７ ０ ０４８ －１ ０５３ ２ ４５１ ０ ０９８ －０ ９５２

（１ ５０） （－０ ０６） （－０ ５２） （１ ５４） （０ ０２） （－０ ５１） （１ ５８） （０ ０４） （－０ ４６）
Ｒ２ ０ １４１ ０ ２２０ ０ ２１２ ０ １４２ ０ ２２０ ０ ２１２ ０ １４５ ０ ２２２ ０ ２１４

Ｆ 检验 Ｐ 值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Ｐ 值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注： ＯＬＳ 和固定效应回归括号内为 ｚ 统计值； 随机效应回归括号内为 ｔ 统计值；∗、∗∗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
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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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 （９）、 （１１） 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中， ＦＶＡ 系数为负， 分别在 ５％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和不显著， 说明假设 Ｈ１ 成立， 即一国 （地区） 相对中国价值链参与

提升， 会显著降低其对中国的关税。 价值链参与提升说明该国 （地区） 制造业产

业链在全球市场延伸， 同时提供支持的其他部门参与程度也相应提升。 从微观角度

看， 国内生产要素加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各环节， 其他国家 （地区） 的生产要素也

涌入该国 （地区） 进行相应的价值增值活动， 该国 （地区） 对国外增加值 ＦＶＡ 的

依赖程度进一步提升； 从宏观角度看， 该国 （地区） 一方面为拉动本国经济发展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另一方面在经济获得一定发展后主动开展对外投资。 因此倾向

于结交贸易伙伴降低关税水平。 在模型 （１０）、 （１１） 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中， ＤＶＡ
系数为负， 分别在 １％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即假设 Ｈ２ 成立。 一国 （地区）
相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会显著降低其对中国的关税。 一国 （地区） 制造

行业价值链地位提升代表其价值获益能力增强， 掌握了产品研发设计、 品牌售后服

务等关键环节， 本国 （地区） 要素能获取高额附加值， 因此该国 （地区） 倾向征

收低关税以此换取别国的特别优惠关税税率， 加速本国 （地区） 要素融入全球价

值链获得更多附加值。
控制变量方面， 模型 （９）、 （１０）、 （１１） 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中： ＩＰ 系数显著

为负， 即一国 （地区） 对中国产品的依赖程度越高， 越倾向于对中国征收低关税；
ＩＮ 系数为负但不十分显著， 即一国 （地区） 制造业发展水平越高， 越倾向于积极

放开国内市场降低关税， 吸引外资带动本国制造业发展， 但这种作用并不显著； ＥＲ
系数显著为正， 即一国 （地区） 实际汇率水平下降， 则该国进口的中国原材料、
中间品等成本增大， 因此降低关税以降低生产成本； ＴＥ 系数显著为负， 即中国制

造业通过出口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为贸易伙伴带来先进技术， 从而优化本国企业生

产流程、 提升产品质量， 并促进人力资本及各类生产要素流动， 这也促进了别国

（地区） 对中国关税水平的降低； ＩＭ 和 ＧＤＰ 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一国 （地区） 相

对于中国的进口依存度越高、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越倾向于征收高关税来削弱中国

产品的竞争力， 保护本国制造业产品的竞争优势， 获取高额关税收入。
（二） 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各分样本价值链参与和地位对关税作用的差异， 本文从三个角度

进行异质性分析。
１ 基于价值链参与和地位的异质性分析

首先对各国 （地区） 各制造行业 ＦＶＡ 和 ＤＶＡ 求均值， 根据数值大小按样本数均

分为两部分， 得到高 ＦＶＡ 样本、 低 ＦＶＡ 样本、 高 ＤＶＡ 样本、 低 ＤＶＡ 样本，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表明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更合适， 回归结果见表 ３。

低 ＦＶＡ 和低 ＤＶＡ 样本的价值链参与对关税的边际效应更大， 高 ＦＶＡ 和高 ＤＶＡ
样本的价值链地位的边际效应显著。 这是由于价值链参与和地位不高的国家 （地
区）， 更广泛地参与国际分工能更多吸收发达国家 （地区） 的直接投资， 从而获取

先进技术和人力资本， 激发创新驱动的内生动力， 促使本国 （地区） 产业提高生

产效率并加速转型升级， 在此基础上培育壮大新动能， 进而带动经济长足发展。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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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这些国家 （地区） 参与程度提升能促使本国 （地区） 贸易开放。 但相对于提升

价值链参与， 通过价值链升级来促使本国 （地区） 生产要素在国外获取更多价值

增值所需时间更长且过程更艰难。 因此其价值链地位对关税的影响相对不显著， 即

低 ＦＶＡ 和低 ＤＶＡ 国家 （地区） 价值链参与提升对关税的边际效应更大、 更显著。
价值链参与和地位较高的国家 （地区）， 在国际贸易中出口技术及服务， 并将

附加值较低、 技术含量不高的组装加工环节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 （地区）， 本国

（地区） 在全球价值链中获益能力较强。 由于此类国家 （地区） 融入价值链程度较

深， 且受限于本国 （地区） 资源禀赋十分依赖国外低端产品进口， 因此其更关注

本国 （地区） 要素在全球市场获得的价值增值， 进而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推进经

贸合作， 实质性削减关税促进了贸易自由化， 因此价值链地位对关税的作用更显

著。 即高 ＦＶＡ 和高 ＤＶＡ 国家 （地区） 价值链地位对关税的边际效应更显著。 可以

看出， 随着外国相对于中国的价值链参与和地位提升， 价值链地位影响关税的显著

性提升， 但价值链参与的边际效应下降。
２ 基于行业要素密集程度的异质性分析

不同行业要素密集程度的差异也会对价值链分工作用于关税的过程产生影响。
本文借鉴张万里和魏玮 （２０１８） ［２６］的方法并将全样本分为劳动密集、 资源密集和技

术密集型制造业分样本①，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表明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选择固定效

应模型更合适， 回归结果见表 ３。
劳动密集型行业价值链参与和地位的估计系数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不显

著。 这是由于此类行业获益能力低， 价值链参与和地位提升带来的利润空间有限，
因此实现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跃升动力不足且阻碍较大， 即劳动密集型行业对我国

关税水平对价值链参与和地位变动的 “敏感性” 低。 资源密集型行业， 价值链参

与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价值链地位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且比技术密集型行

业边际效应更高。 这是由于一国 （地区） 受限于本国资源禀赋， 提升价值链参与

需更多进口资源密集产品并吸引 ＦＤＩ 以弥补本国供给不足， 这一过程不利于本国

（地区） 自主创新研发实现产业升级， 因此需征收高关税维持本国 （地区） 产业竞

争优势， 但这一作用可能受资源禀赋差异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对于价值链地位，
此类行业技术创新能显著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降低生产成本、 获取更多附加值， 实

现价值链地位跃升。 此时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扩大本国出口， 促使本国要素获取更多

附加值， 因此此类行业价值链地位对关税的影响显著。 技术密集型行业， 价值链参

与符号为负且不显著， 价值链地位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这是由于此类行业

主要负责产品设计研发及高科技产品生产， 其价值链地位跃升十分依赖于科技发

展， 设置低关税不仅有利于自身高技术产品出口， 更能促进先进技术进口并发挥技

术溢出效应提升本国 （地区） 创新能力。 但技术密集型行业与资源密集型行业相

比， 可能由于本身价值链地位较高且对技术水平依赖程度更大， 因此价值链地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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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引起的关税变动幅度较小， 即与资源密集型行业相比， 技术密集型行业价值链地

位对关税的边际效应更小。
３ 基于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异质性分析

由于双边或多边贸易关系也会对关税水平产生影响， 因此本文基于是否签订自

由贸易协定的异质性对价值链作用于关税的影响进行分析，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表明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更合适， 回归结果见表 ３。
未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 （地区） 价值链参与和地位对关税的系数

符号为负但不显著， 可能由于这些国家 （地区） 综合考虑各类国际政治经济因素

而未与中国签署协定， 价值链参与和地位并非影响关税的首要因素。 已与中国签署

协定的国家 （地区） 大多秉持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与中国缔结友好往来的商贸

协定， 通过加深价值链参与、 实现价值链升级获得长远发展， 特别是价值链地位对

关税影响显著。

表 ３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价值链参与和地位异质性 行业要素密集程度异质性
是否签订自由贸易

协定异质性

高 ＦＶＡ 低 ＦＶＡ 高 ＤＶＡ 低 ＤＶＡ 劳动密集型 资源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未签署自由
贸易协定

已签署自由
贸易协定

ＦＶＡ
－０ ７２７ －２７ ９３３∗∗ －０ ６１０ －１４ ６２０∗∗∗ －１ ７９８ ０ ０６９ －０ ０６６ －０ ４１５ －０ ２２９

（－１ ２８） （－２ ０４） （－１ １１） （－２ ６８） （－１ ３３） （０ ０４） （－０ １８） （－０ ７９） （－０ １４）

ＤＶＡ
－０ ２１６∗∗ －０ ７０８ －０ １８１∗∗ －１ ０１５ －０ ０８４ －１ ５０６∗∗∗ －０ ３２２∗∗∗ －０ １００ －４ ３２７∗∗∗

（－２ ０６） （－０ ２１） （－２ ０２） （－０ １６） （－１ ２０） （－２ ７４） （－２ ２５） （－１ ５４） （－３ ５３）

ＩＰ
－１ ８２８∗∗∗ －１ ０８０∗∗∗ －１ ７０７∗∗∗ －１ １４５∗∗∗ －２ ２５１∗∗∗ －０ ９２５∗∗∗ －２ ００２∗∗∗ －１ ６８７∗∗∗ －０ ７８６∗∗∗

（－４ ０２） （－３ ０４） （－４ ０１） （－３ ０４） （－３ ６２） （－２ ７２） （－４ ０８） （－４ ７８） （－２ ７４）

ＩＮ
０ ０２７ １ ６３３ －０ ７６９ １ ０８５ ０ ５７３ －１ ６６２ ０ ４１８ －０ ６１２ ０ ６７３

（０ ０２） （１ ６５） （－０ ７９） （０ ９２） （０ ２８） （－１ ０５） （０ ５６） （－０ ９０） （０ ３８）

Ｅ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２ ５８） （４ ２１） （３ １２） （３ ０９） （２ ５８） （３ ９７） （２ ３６） （１ ６１） （３ ０３）

ＴＥ
－５ ８５４∗∗∗ ０ ０５７ －５ ５８６∗∗∗ ０ １８１ １ ０５５ －３ ２３０ －４ ０７７∗∗∗ －４ ０１２∗∗∗ －０ １７２

（－３ ８７） （０ ０４） （－３ ８８） （０ １１） （０ １７） （－１ ５２） （－２ ６５） （－１ ５２） （－０ １１）

ＩＭ
－０ ２０８ ０ ８１１∗∗∗ ０ ０３７ ０ ７５８∗∗∗ ０ ３５１ ０ ４５５∗ ０ １０６ －０ ７１４∗∗ １ ２００∗∗∗

（－０ ５８） （３ ９９） （０ ０９） （３ ５２） （０ ９６） （１ ７１） （０ ３９） （－２ １１） （５ ０１）

ＧＤＰ
２ １９４ ０ ３５２ ２ ７９０∗∗ １ ４４８ １ ５４４ ４ ９５８∗∗ ０ ６３７ １ ５７１∗ ３ ５７３

（１ ６２） （０ ２６） （２ ２８） （０ ９２） （０ ６６） （２ ３４） （０ ５７） （１ ８１） （１ ５５）

Ｃ
－２ ３８３ ４ ０３６ －２ ６２６ ４ １０４ －５ ４９３ ４ ４５３ －４ ３４１ －１ ３２９ ９ ９３０∗∗∗

（－０ ６６） （１ ３１） （－０ ７７） （１ ２２） （－１ ００） （１ ５１） （－１ ０８） （１ ５１） （４ ２４）
Ｒ２ ０ ２５６ ０ ２１２ ０ ２４０ ０ ２２１ ０ ２５２ ０ １９８ ０ ２８３ ０ ２０９ ０ １４１

Ｆ 检验
Ｐ 值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Ｐ 值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三） 稳健性检验

１ 降低内生性偏误

尽管固定效应能消除部分不随时间变化遗漏变量的内生性偏误， 但仍受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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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遗漏变量的影响， 例如可能因为遗漏变量使价值链分工与误差项同期相关， 此

时价值链参与和地位均为内生变量。 此外， 现有文献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价值链分

工的影响， 由反向因果引致内生性的可能性也较大。 本文用代理变量法和工具变量

法来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借鉴王智波和李长洪 （２０１５） ［２７］、 王宋涛等 （２０１７） ［２８］的研究， 将滞后期

因变量作为遗漏变量的代理变量来缓解由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偏误， 将滞后一期

关税 Ｌ ＳＡ 引入模型， 采用稳健的两步差分 ＧＭＭ 和系统 ＧＭＭ 进行动态面板回归：

ＳＡ ＝ β０ ＋ β１Ｌ ＳＡ ＋ β２ＦＶＡ ＋ β３ＤＶＡ ＋ θ∑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εｉｔ （１２）

针对反向因果引致的内生性， 借鉴余淼杰和袁东 （２０１６） ［２９］的方法， 分别选取

滞后一期 Ｌ ＦＶＡ 和滞后二期 Ｌ２ ＦＶＡ 、 滞后一期 Ｌ ＤＶＡ 和滞后二期 Ｌ２ ＤＶＡ 作为

ＦＶＡ 和 ＤＶＡ 的工具变量， 对模型 （１１） 使用稳健标准误的面板工具变量进行固定

效应回归。 表 ４ 中各检验结果说明动态面板模型 （１２）、 面板工具变量模型 （１１）
设定合理， 前文结论稳健。

２ 其他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从多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 变换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构造方

法， 被解释变量用 ＷＡ 表示各国 （地区） 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征收的实际有效关税税

率的加权平均值， 权重为中国向各国 （地区） 制造业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额的比

重。 价值链参与 ＦＶＡＳｆ
ｃ 用外国对世界出口国外附加值份额与中国对世界出口国外附

加值份额的比重表示。 价值链地位 ＤＶＡＳｆ
ｃ 用外国对世界出口国内附加值份额与中国

对世界出口国内附加值份额的比重表示。 控制变量方面， 进口渗透率 ＩＰ１ 用中国对

外国出口产品总价值的自然对数来表示， 其他变量不变， 构建模型如下；
　 　 ＷＡ ＝ β０ ＋ β１ＦＶＡＳ ＋ β２ＤＶＡＳ ＋ β３ＩＰ１ ＋ β４ＩＮ ＋ β５ＥＲ ＋ β６ＴＥ ＋ β７ＩＭ

　 　 　 　 　 　 ＋ β８ＧＤＰ ＋ εｉｔ （１３）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表明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更合适。 为了缓解断

尾现象， 对模型 （１１）、 （１３） 进行面板 Ｔｏｂｉｔ 回归。 表 ４ 结果显示整体模型稳健性

较强， 前文结论准确可靠。
（四） 进一步分析： 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

美国制造业价值链参与和地位提升会显著降低对中国的关税， 如今这些行业却

被列入加税清单， 这是否与前文矛盾？ 结合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美国相对中国的价值链

参与 ＦＶＡ 和地位 ＤＶＡ 变动趋势①， 大部分行业 ＦＶＡ 和 ＤＶＡ 呈下降趋势。 由于 ＦＶＡ
和 ＤＶＡ 与关税负相关， 因此中美贸易摩擦现实与前文结论并不矛盾。 金融危机后

美国实体经济遭遇的重创尚未完全复苏， 长期以来本土制造业不断外流， 产业空心

化较严重。 相比之下， 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研发投入、 实现价值链地位攀升， 并借

由 “一带一路” 倡议积极联系沿线发展中经济体， 促进价值链分工效率与合作水

平的进一步深化， 中美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 美国相对中国的价值链参与和地位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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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下降趋势， 因此美国加征关税早有先兆迹象。

表 ４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 （１２） 模型 （１１） 模型 （１３）

差分 ＧＭＭ 系统 ＧＭＭ 面板 Ｔｏｂｉｔ 面板工具变量 固定效应 面板 Ｔｏｂｉｔ

Ｌ ＳＡ 　 ０ ７８４∗∗∗ 　 ０ ８５９∗∗∗

（３１ ７１） （３４ ６６）

ＦＶＡＳ 　 －２ ６５７∗∗ 　 －０ ３１８
（－２ ３１） （－０ ２６）

ＤＶＡＳ
－０ １１１ －３ １０２∗∗

（－０ １４） （－２ ３３）

ＦＶＡ
－０ ４２１∗∗ －０ ４３９∗∗ －０ ７４４ －０ ９１９∗∗

（－２ ０５） （－２ ０１） （－１ １１） （－２ ０７）

ＤＶＡ
－０ ０６９∗∗ －０ １１１ －０ ４９０∗∗ －０ ３２６∗∗∗

（－１ ８２） （－１ ５２） （－１ ８６） （－３ ８７）

ＩＰ
－０ ３２４∗∗∗ －０ １３６ －１ ０１７∗∗∗ －１ １３４∗∗∗

（－２ ８４） （－１ ２３） （－４ ４５） （－７ ６３）

ＩＰ１
－１ ３１０∗∗∗ －１ ０７１∗∗∗

（－５ ６６） （－６ ２７）

ＩＮ
０ ５９０ ０ ６２８∗∗∗ ０ ８５５∗ ０ ５９２ －２ ５０４∗∗∗ ０ ６６９∗

（１ ３４） （２ ９４） （１ ７１） （１ ４５） （－２ ９３） （１ ８０）

Ｅ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４
（２ ２３） （－３ ８１） （１ ７９） （５ ３２） （２ ９２） （０ ７２）

ＴＥ
－０ ３２５ －０ １６９ －０ ４３７ －２ ３６１∗∗ －３ ８８５∗∗∗ －２ ４５８

（－０ ５４） （－０ ２９） （－０ １１） （－２ ３７） （－３ ６０） （－０ ７４）

ＩＭ
０ １２８ －０ ３０８∗∗ －１ ９９９∗∗∗ ０ ６６９∗∗∗ －０ ０２１ －２ ０７２∗∗∗

（１ ２１） （－２ ０７） （－７ ８５） （７ ０７） （－０ １０） （－８ ４５）

ＧＤＰ
－０ ０５７ －０ ４８３∗∗ －１ ４５９∗∗∗ ２ １３７∗∗∗ ３ ２７０ －０ ２８９

（－０ ０９） （－２ ２７） （－２ ８９） （４ ２２） （３ ４５） （－０ ７６）

Ｃ
－０ ２６８ １ ４０７ ２ １３０ ２４ ６４１∗∗∗ ２８ ８０１∗∗∗

（－０ ３０） （１ ３８） （１ １４） （８ １５） （８ ０９）
Ｒ２ ０ ０４６ ０ １８６ ０ ２３３ ０ ０５１

Ｆ 检验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Ｗａｌｄ 检验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Ｐ 值 ０ ２１４ ０ ２５２
ＡＲ （１）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ＡＲ （２） Ｐ 值 ０ ７６４ ０ ６８２
ｒｋ ＬＭ 检验 Ｐ 值 ０ ００００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检验

１ ７１３ ６５０∗∗∗

Ｈａｎｓｅｎ Ｊ 检验
Ｐ 值

０ ８６７

注：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为过度识别检验； ＡＲ （１）、 ＡＲ （２） 检验分别为一阶和二阶残差序列的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ｎｄ 自相
关检验结果； ｒｋ ＬＭ 检验为不可识别检验； Ｗａｌｄ Ｆ 检验为弱工具变量检验； Ｈａｎｓｅｎ Ｊ 检验为过度识别检验。

２０１４ 年以前美国在高端制造业对中国征收低关税， 如今为何加征税率高达

１０％？ 这可能是由于样本期间内美国相对中国的 ＦＶＡ 和 ＤＶＡ 仍保持在较高水平。
结合上文异质性分析， 高 ＦＶＡ 和高 ＤＶＡ 样本的价值链地位对关税的影响显著且技

术密集型行业关税对价值链地位较敏感， 因此中国高端制造业价值链参与和地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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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使美国对中国加征高幅关税。 美国高端制造业拥有一批实力强劲、 掌握核心技术

的跨国企业， 这些企业将中低端零部件加工、 组装等生产环节常年外包给发展中经

济体， 进口直接用于消费和服务的最终产品。 在这一过程中， 美国搭建了以跨国母

公司为中心的全球研发、 生产、 销售网络， 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规模经济以获取高

额附加值， 因而设置低关税以吸引加工贸易国 （地区） 的出口。 但美国本土制造

业也在不断分解， 一方面低端制造业外迁引发大规模失业并加剧社会分化， 美国对

中国贸易名义巨额逆差也不利于本国实体经济复苏； 另一方面， 加工贸易国 （地
区） 借助美国对外投资的技术溢出大大提升自身的价值链参与和地位， 危及美国

的价值链霸主地位。 因此， 如今美国加征关税的首要目的就是重振本国制造业并遏

制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步伐， 维持自己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领先地位。

五、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构建理论模型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探究价值链参与和地位对关税的影响， 主

要结论如下： 第一， 一国 （地区） 相对中国价值链参与和地位的提升会降低对中

国的关税。 第二， 价值链参与和地位较低的国家 （地区）， 价值链参与对关税的边

际效应更大， 价值链参与和地位较高的国家 （地区）， 价值链地位对关税的影响更

显著。 资源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价值链地位对关税的影响显著， 资源密集型行业的

边际效应更大， 劳动密集型行业关税与价值链的相关性不高。 未与中国签署自贸协

定国家 （地区） 的价值链分工情况对关税影响不显著， 已签署自贸协定国家 （地
区） 的价值链地位提升对降低关税影响显著， 以上结论同样适用于中美贸易摩擦。
第三， 一国 （地区） 对中国进口的依赖程度越高， 越倾向于设置低税率， 而一国

（地区） 货币购买力越强、 进口依存度越高、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越倾向于通过关

税壁垒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竞争优势。 中国制造业创新研发投入越多， 越可以通过出

口带来的技术溢出促使别国 （地区） 降低对中国的关税。
据此本文得出以下启示： 首先， 中国应针对不同贸易合作伙伴采取差异化的贸

易策略。 对价值链参与和地位较低的国家 （地区）， 中国具备能力输出具有核心竞

争力的产品、 服务及技术， 而这些国家 （地区） 原材料及中间品进口也极大降低

了国内制造业生产成本， 因此需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 大力推进 “一
带一路” 倡议等多边机制建设， 积极签订自贸协定、 结交贸易伙伴以获得更高的

国际地位和更多的国际支持。 对价值链参与和地位较高的国家 （地区）， 特别是美

国， 一方面， 要理性分析双边贸易结构研究反制清单， 评估展开反制裁的可行性以

捍卫自身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 要加速中国全球价值链产业升级， 补足核心技术短

板， 突破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 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不断发挥主导作

用并提升话语权。 其次， 中国需要转向以价值链为对象的新型产业政策， 有针对性

地退出一些低附加值环节， 逃离 “低端锁定” 陷阱； 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并促进先

进技术在产业部门和价值链之间的扩散， 实现价值链升级； 注重环境生态友好， 摒

弃依靠资源投入的粗放发展模式， 逐步转向创新驱动发展； 谨慎调整汇率政策， 加

大力度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 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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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当下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进一步加快产业升级步伐， 并且完善政

府应对机制， 提升综合实力来积极应对未来可能面临的各类国际贸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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