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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将国家五年规划对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统一

量化， 分别研究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 研究发现， 贸易政策显

著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上升， 产业政策相反或者不显著； 产业政策因干预市场竞争

对其他未鼓励产业具有挤出效应， 贸易政策没有挤出效应， 反而通过市场竞争促进

了产业升级； 不同于产业政策， 贸易政策还可以通过提升产品质量来促进产业升

级； 相比于下游产业， 贸易政策对上游产业升级的效果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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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 产业质的升级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重点。 产业政策一直

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工具， 但其有效性一直存在争议， 产业政策能否继续助力

以及如何助力于供给侧改革和产业升级还是一个尚未解答的难题。 对于产业政策有效

性难以达成共识的主要原因就是评估视角不统一， 从产值、 增加值比重、 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等多个视角均有学者进行研究。 产值研究因政府给予资金支持带有很强的内生

性， 而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是两个产业的相对值， 评估有局限性。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

产业升级， 是用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表示的， 主要取决于生产环节的复杂程度， 不仅

会减少内生性， 还可以通过横、 纵向对比来分析单个产业发展水平， 且研究者和政府

部门也都在倡议和致力于推动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 （程大中， ２０１５） ［１］。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商务部、 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下发 《关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

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导意见》， 提出要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

位， 要使产业链与创新链结合， 倡导开放式创新路径。 因此， 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
评估政策对于产业升级的效果对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有着深远的意义。

在我国， 影响产业升级的因素还有贸易政策， 如降低关税、 出口补贴和出口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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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等。 贸易政策是指一国政府在一定时期内为实现既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 运用

经济、 法律和行政手段， 对贸易活动进行管理和调节的各种措施的总称。 而产业政

策是指政府保护、 促进和扶持特定产业发展的经济政策体系。 两种政策制定目标相

同， 都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管理对象却不同， 因而会令人产生这样的疑问， 谁更

能促进产业升级？ 许多学者基于现实数据和理论认为贸易政策较产业政策更有效

果，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贸易政策， 但其中的机理和实施效果还是未知的，
本文试图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对此作出解释， 分解为三个小问题进行解答： 如

何对产业升级进行量化？ 如何对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进行统一标准的量化？ 产业政

策和贸易政策政策效果差异的原因有哪些？
产业升级的量化需要结合产业升级的内涵。 全球价值链 （ＧＶＣ） 视角下的

“产业升级”， 是指由低技术水平、 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新技术、 高附加值状态的演

变趋势 （陈羽和邝国良， ２００９） ［２］。 有很多学者使用产业结构升级来表示产业升级

（Ｏｚａｗａ， ２００５） ［３］， 显然产业结构升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产业发展， 如从劳动

密集型产业升级为资本密集型产业， 但是对于各行业均升级并且力度相当， 并未导

致各自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关系发生改变的产业升级情况是不能表示的 （刘仕国

等， ２０１５） ［４］。 关于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技术水平和增加值， 有的学者使用表示技术

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５］和产品复杂度 （马海燕和于

梦雨， ２０１８） ［６］， 有的学者使用增加值率 （张斌等， ２０１７） ［７］， 都是将技术水平和

增加值率单一地分开研究。 本文使用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７） ［８］ 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

数 ＧＶＣＰｓ， 结合了技术水平和增加值表示生产环节复杂程度， 能够全面的反映全

球价值链视角下产业升级情况。
本文对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量化使用了五年规划提及的重点产业数据。 产业

政策和贸易政策实施的方向、 内容和路径不同， 如果采用具体的政策实施数据， 无

法进行标准化， 统一定量分析。 五年规划中是将贸易的部分作为单独的篇章进行阐

述， 这为我们区分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

中， 笔者发现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在对产业鼓励的力度相差无几， 是说产业政策和

贸易政策的鼓励对象的数量是相近的， 排除了两个政策鼓励程度大小对研究的干

扰， 仅仅将重点放在是否鼓励上。 还有很多学者使用其他方法， 后文对政策量化研

究进行了分类整理。
本文从市场竞争和产品质量两个理论机制角度进行分析， 贸易政策比产业政策

对产业升级更有效果。 产业政策因干预国内市场竞争对其他产业带来了挤出效应，
而贸易政策的鼓励产业面对的是世界市场， 对国内产业无挤出效应， 甚至有可能起

到带动发展作用。 面对竞争激烈的世界市场， 受到贸易政策鼓励的产业会更有动力

去提升产品质量， 实现产业升级。 本文采用多种计量方法进行估计和检验， 结果发

现， 产业政策确实存在挤出效应， 影响产品质量， 阻碍产业升级； 贸易政策没有挤

出效应， 且会提高产品质量， 促进产业升级。 除此之外， 文章还使用产出作对比研

究， 发现产业政策受到资本和政策倾斜确实可以增加产出， 但是产业并未得到质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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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献与理论假说

在 ２０１３ 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的全球发展报告［９］ 中写到产业政

策失败的风险很高， 对于政府制定的政策如何施行、 施行效果和存在的扭曲等问

题， 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会存在不同的情况， 但是， 近年来经过学者们不

懈的努力， 该方面研究有了很多成果， 达成了一些共识， 基于此笔者提出了四个理

论假说， 包括基础性理论假说、 两个机制性假说和拓展性假说。
（一） 基础性理论假说

对于产业政策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效果， 学者并没有给出一致的结论。 有一部分

学者认为产业政策有积极作用， 如 Ｐｅｔｅｒｓ 等 （２０１２） ［１０］认为恰当的产业政策有助于

引导产业技术创新方向， 提高产业创新效率。 Ａｇｈｉｏｎ 等 （２０１５） 利用中国的大中

型企业数据， 发现促进企业间竞争的产业政策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并认为行

业内更加分散的产业政策是可以提高 ＴＦＰ 的。 另一部分学者持相反的态度， 林毅

夫等 （２０１８） ［１１］认为在中国， 绝大部分的产业政策都不成功， 原因有五个方面， 未

顺应市场， 应该选择市场支持发展的产业进行扶持； 限制竞争， 选择了特定的企业

而不是特定行业； 干预不到位， 治标不治本； 没有退出机制， 导致了扶持的幼稚型

产业一直未发展壮大， 反而一直依靠国家扶持而生存； 没有事后评估机制。
学术界对贸易政策会促进产业升级都比较赞同。 许多学者认为 ３０ 多年来中国

缺乏切实执行的产业升级政策或策略， 而主要依赖于自由贸易和 ＦＤＩ 的政策

（Ｎａｕｇｈｔｏｎ， ２００７） ［１２］。 由于政治原因，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实际上

也执行了中性的政策， 放弃了国内的产业政策和产业升级的策略， 贸易自由的政策

与产业升级的策略从此不再有衔接。 Ｃａｏ 和 Ｂｉｒｃｈｅｎａｌｌ （２０１３） ［１３］发现中国在改革后农

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 且鼓励出口可以提高产业的增加值， 会促进产业升

级。 Ｗｏｏｒｉ （２０１７） ［１４］从国际贸易政策中的贸易协定进行研究， 发现关于最终品、 中

间品关税减让等条款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 而且服务贸易自由化条款有

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 提供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新路径。
综上， 本文提出如下基础性理论假说 １： 相比较产业政策， 贸易政策能促进全

球价值链升级。
（二） 机制理论假说之一： 市场竞争

产业政策在干预市场时， 具有挤出效应， 贸易政策不会干预市场竞争， 没有挤

出效应。 分析方法主要借助于 Ｋｒｕｇ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２） ［１５］的国际贸易均衡分析法。 产业

政策具有挤出效应， 如图 １ 所示， 有三种曲线， 生产可能性曲线代表了产业 １ 和产

业 ２ 在社会有限的资源内所能生产的最多生产量， 等价值线或预算约束线代表在同

等价值或者预算情况下产业 １ 和产业 ２ 所能生产的产量组合， 无差异曲线代表了消费

者效用相等的产业 １ 和产业 ２ 的组合。 为了单独分析产业政策的效应， 假设其在封闭

经济条件下， 即无差异曲线和生产可能性边界是相交于一点的， 生产点和消费点是同

一个点。 同时等价值线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切， 即确定了生产点 Ａ， 产业 １ 和产业 ２

３１１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 全球价值链



的产量分别为 Ｑ１和 Ｑ２。 当产业政策施行时， 从外界给予产业 １ 更多的资源， 产业 １
的生产规模扩大， 即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向外扩张， 此时又与无差异曲线相交和等价

值线相切于新的生产点 Ｂ， 产业 １ 和产业 ２ 的产量分别为Ｑ’１和Ｑ’２。 可以发现， 产业 １
的生产规模增加了 Ｑ１Ｑ’１， 产业 ２ 的生产规模减少了 Ｑ２Ｑ’２， 而产业 ２ 减少的这一部分

就是挤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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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产业政策的挤出效应①　 　 　 　 　 　 　 　 　 图 ２　 贸易政策的非挤出效应

贸易政策没有挤出效应， 如图 ２ 所示， 仍是有三种曲线。 存在贸易的情况时，
生产可能性曲线与等价值线相切的生产点 Ａ， 和无差异曲线与等价值线相切的消费

点 Ａ’ 不是同一个点。 此时产业 １ 的国内消费量为 Ｑ１１， 生产量为 Ｑ１２， 即产业 １ 出

口量为 Ｑ１１Ｑ１２； 产业 ２ 的国内消费量为 Ｑ２１， 生产量为 Ｑ２２， 即产业 ２ 进口量为 Ｑ２１

Ｑ２２。 当施行贸易政策时， 鼓励出口， 施行出口退税等手段， 使得产业 １ 的价格降

低， 出口量增大。 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向外扩张， 等价值线的斜率会增大， 形成新

的生产点 Ｂ 和消费点 Ｂ’， 产业 １ 的出口量扩大为 Ｑ’１１Ｑ’１２， 产业 ２ 的进口量缩小为

Ｑ’２１Ｑ’２２。 可以发现， 贸易政策对产业 １ 出口的鼓励， 会增加产业 ２ 的产量， 且产业

２ 进口的减少， 所以贸易政策没有挤出效应， 还有可能扩大产业 ２ 的生产。
政府的产业政策往往有所倾斜， 扶持一部分， 挤出另一部分， 会提高部分产业

的产值， 但另一部分的发展会受到影响。 宋凌云和王贤彬 （２０１７） ［１６］发现在中国政

府运用产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 最常见的做法是选择

适合现阶段资源禀赋优势的、 前后向关联性强的产业作为重点产业， 有意识地将资

源或优惠政策向重点产业倾斜。 谭锐 （２０１８） ［１７］具体分析了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ＳＥＩ）， 发现政府为了优先保证 ＳＥＩ 的发展， 财政、 金融、 土地等资源均向 ＳＥＩ 倾
斜， 这必然会对其他产业产生挤出效应。 郑晶晶和贺正楚 （２０１６） ［１８］ 表明， ＳＥＩ 受
到政府关注后， 其被干预的程度超过了传统产业。 因此， 产业政策干预了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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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挤出效应的概念源于宏观经济学， 是指由于供应和需求的增加， 导致部分资金从原来的预支中挤出，
而流入到新的商品中， 一般适用于财政政策， 如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私人消费或投资降低的效果。 而本文

的挤出效应是指政府对一个产业资源的倾斜导致市场不公平竞争， 另一产业的市场份额会被挤出。 非挤出效

应是指贸易政策不仅没有挤出效应， 而且还可能会有正向的促进效应。



机制的正常运转， 且对其他产业产生了挤出效应。
在一般情况下， 贸易政策的目的在于： 保护本国市场， 发展民族工业； 扩大劳

务或商品出口， 占领国际市场； 推进本国产业结构的改善与升级； 积累资本或者缩

小和弥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缺口； 维护本国或地区的对外政治关系。 因此， 贸

易过程中面对的竞争者更多的是来自于国外， 所以贸易政策对本国某个产业的鼓

励， 是为了在国际市场上挤占国际竞争者的市场份额， 不会对国内市场的其他产业

产生挤出效应。 贸易政策甚至对微观企业也没有挤出效应， Ｂｅｒｎａｒｄ 等 （２００７） ［１９］

在一体化均衡模型中， 证明了贸易自由化会提高每个行业的平均生产率和平均产

出， 且 Ｂｒａｎｄｅｒ （１９８１） ［２０］、 Ｂｒａｎｄｅｒ 和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８３） ［２１］ 在战略性贸易政策模型

中， 发现政府提供补贴措施， 高成本的出口企业并没有被低成本的企业驱逐。
据此， 提出机制性理论假说 ２： 贸易政策在施行过程中， 不会像产业政策对市

场具有挤出效应。
（三） 机制理论假说之二： 质量

除贸易可以提升产品质量之外， 贸易自由化政策也可以有效地提升产品质量。
Ｆｉｅｌｅｒ 等 （２０１８） ［２２］运用模拟矩估计法对贸易、 贸易自由化与产品质量的影响进行

了量化分析， 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 （用关税下降衡量） 通过选择效应、 规模效应、
供给效应和国内投入品市场的放大效应机制来提升产品质量。 选择效应是指相较于

生产低质量产品的企业， 使用进口投入品的企业和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增加了生产

规模。 规模效应是指高质量产品的生产存在规模报酬。 供给效应是指相较于国内投

入品， 国外进口的投入品质量更高。 国内投入品市场的放大效应是指进出口企业的

质量升级提高了国内高质量产品的需求， 从而降低高质量产品的相对生产成本。 作

者特别指出， 最后一种影响途径不仅影响进出口企业， 也会影响到参与到国际贸易

的企业提高其产品质量。 Ｆａｎ 等 （２０１７） ［２３］认为关税政策使更优质原材料的供应成

为可能， 原本低效的企业可以从中享受更大的回报， 而高效企业坐拥效率优势， 对

原材料价格的降低自然就反应迟缓。 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 随着关税降低， 商品出

口价格显著增长， 且这一效应对原本低效的企业更显著。
综上， 本文提出机制性理论假说 ３： 贸易政策可以通过提升产品质量来促进产

业升级。
（四） 拓展性理论假说

贸易政策对上游产业的影响更大， 对上游产业的升级作用更强。 孙浦阳等

（２０１５） ［２４］发现上游外资自由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下游企业出口倾向与出口额的增

长， 更加接近于国际技术前沿的行业与企业出口受到上游外资自由化的影响更大。
由于上游产业相比于下游产业， 占有稀缺资源， 如技术和自然资源等， 且其往往厂

商数量较少， 政策对其鼓励作用更大， 且中国的加工贸易占总贸易的一半以上， 上

游加工组装的产业较多。 Ｂｌｏｎｉｇｅｎ 和 Ｗｉｌｓｏ （２０１０） ［２５］的经验研究发现， 产业政策

在对上游产业提供保护和补贴的同时， 增加了下游产业的成本、 降低了下游产业的

竞争力。 这也就说明了政策对上游鼓励的效果更大， 因为增加了下游产业的成本会

削弱下游产业的竞争力和谈判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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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 本文提出拓展性理论假说 ４： 相比于下游生产， 贸易政策对上游产业升

级的效果更强。

二、 模型设计

（一） 核心变量测算

１ 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测算

根据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７ｂ） 的观点， 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是由前向生产长

度和后向生产长度的比值来表示。 生产长度定义为一个国家行业部门的原始投入到

另一个国家的最终产品的过程中平均生产阶段数。 前向生产长度 ＰＬｖ＿ＧＶＣ 是基于

产业的前向联系计算的生产长度， 是反映前向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技术复杂度。
设 Ｘｖ＿ＧＶＣ 是指在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下不同生产阶段的增加值生产所引致的总产

出； Ｖ＿ＧＶＣ 是指前向参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国内增加值， 公式为 ＰＬｖ＿ＧＶＣ ＝Ｘｖ＿
ＧＶＣ ／ Ｖ＿ＧＶＣ。 ＰＬｖ＿ＧＶＣ 是基于产业的后向联系计算的生产长度， 是反映后向参与

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技术复杂度。 设 Ｘｙ＿ＧＶＣ 是指在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下不同生产

阶段的增加值生产所引致的总产出， Ｙ＿ＧＶＣ 是指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生产的最终品，
公式为 ＰＬｙ＿ＧＶＣ＝Ｘｙ＿ＧＶＣ ／ Ｙ＿ＧＶＣ。 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 是前向生产长度和后

向生产长度的比值， 公式为 ＧＶＣＰ ｓ ＝ＰＬｖ＿ＧＶＣ ／ ＰＬｙ＿ＧＶＣ。 一国 ＧＶＣＰ ｓ 越大， 则在

全球价值链中越处在上游位置。
２ 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量化

产业政策是政府通过政策手段对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进行干预， 对企业行为进行限

制 （强制型） 和诱导 （激励型）， 并对产业发展的方向施加影响的一系列政策； 贸易政

策是一国政府为了某种目的而制定对外贸易活动的一系列政策。 表 １ 罗列了学者们对产

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量化方法， 方法有很多， 如关于政策大方向的五年规划和关于政策

细节的法律规章， 但是并没有将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进行统一量化。

表 １　 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量化方法

序号 量化方法 角度 文献

产
业
政
策

１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 “五年规划” 产业方向和目标 陈冬华等 （２０１０） ［２６］

２ 税收优惠、 研发补贴、 生产补贴 产业政策工具 Ａｇｈｉｏｎ 等 （２０１５）

３ “五年规划” 和政府补贴、 信贷、 税收 产业方向和政策工具
余明桂等 （ ２０１７ ） ［２７］ 、 宋
凌云和王贤彬 （２０１７）

４ 中国颁布的各类效力级别的法律文件 法律规章 韩永辉等 （２０１７） ［２８］

５ 利用税收优惠、 研发补贴构建政策干预
指数

产业政策干预度 舒锐 （２０１３）

６ 产业政策文件 具体产业政策
韩乾和洪永淼 （２０１４） ［２９］ 、
黎文靖和郑曼妮 （２０１６）［３０］

贸
易
政
策

１ 出口加工区的 “主导产业” 特殊区域的政策 陈钊和熊瑞祥 （２０１５） ［３１］

２ 出口补贴、 非关税壁垒 贸易政策工具
Ｂｌｏｎｉｇｅｎ （ ２０１６ ） ［３２］ 、 Ｃａｉ
和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等 （２０１１） ［３３］

３ 一国对外贸易政策干预指数 贸易政策干预程度 关嘉麟 （２０１３） ［３４］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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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将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统一计数口径， 本文参照陈冬华等 （２０１０） 的做

法， 从 “十五” 计划、 “十一五” 计划和 “十二五” 计划文件中选取鼓励行业，
对于国内鼓励的政策计入产业政策， 对于涉及国外发展的政策计入贸易政策。 如果

五年规划提到了鼓励、 支持、 重点发展或大力发展时， 则认为鼓励行业， 否则为非

鼓励行业。 同时， 将五年规划的产业与 ＷＩＯＤ 数据库中的产业进行了匹配。 首先，
将五年规划中的产业与联合国 ２００９ 年公布的 《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行业分

类》 修订本第 ４ 版［３５］进行内容匹配， 找到 ＩＳＩＶ＿Ｒｅｖ＿４ 的代码， 然后根据 ＷＩＯＤ 代

码与 ＩＳＩＶ＿Ｒｅｖ＿４ 匹配表格进行代码转换， 最终就可以将五年规划的产业 ＷＩＯＤ 代

码一一匹配。 但是， 笔者发现， 五年规划中一些很含糊的词汇是很难进行归类的，
例如出口型产业、 优势产业、 内贸等词语①， 在研究时将其去掉， 着重研究有具体

内容的产业。 对于高新技术产业， 陈冬华 （２０１０） 在附录中将其细分为电子元件

和电子板的生产、 基本医药产品和医药制剂的制造、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计算

机、 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的制造， 笔者据此进行了代码匹配。
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量化结果如表 ２② 所示， 每年的五年规划政策鼓励产业都

会有一定的调整， 从数量上观察产业政策受鼓励产业数在不断减少， 贸易政策受到

鼓励产业数较为稳定， 有小幅波动。 可以看出， 政府在不断放松对国内产业鼓励，
让位于市场竞争机制， 而对外贸易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政府的鼓励范围并

未减少。

表 ２　 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量化结果

变量 规划 数量 鼓励产业

产业政策

“十五规划” ３３
ｒ１、 ｒ２、 ｒ３、 ｒ４、 ｒ６、 ｒ９、 ｒ１０、 ｒ１１、 ｒ１２、 ｒ１３、 ｒ１４、 ｒ１５、 ｒ１６、 ｒ１７、
ｒ１８、 ｒ１９、 ｒ２０、 ｒ２１、 ｒ２４、 ｒ２５、 ｒ２７、 ｒ２８、 ｒ３０、 ｒ３１、 ｒ３２、 ｒ３３、
ｒ３４、 ｒ３５、 ｒ３６、 ｒ３９、 ｒ４０、 ｒ４４、 ｒ４６

“十一五规划” ２６ ｒ１、 ｒ２、 ｒ３、 ｒ４、 ｒ５、 ｒ１１、 ｒ１２、 ｒ１５、 ｒ１６、 ｒ１７、 ｒ１８、 ｒ１９、 ｒ２０、
ｒ２１、 ｒ２４、 ｒ２５、 ｒ３１、 ｒ３２、 ｒ３３、 ｒ３４、 ｒ３５、 ｒ３６、 ｒ３９、 ｒ４０、 ｒ４４、 ｒ５１

“十二五规划” １３ ｒ６、 ｒ７、 ｒ１０、 ｒ１２、 ｒ１３、 ｒ１４、 ｒ１５、 ｒ１６、 ｒ１７、 ｒ１８、 ｒ１９、 ｒ２０、 ｒ２１

贸易政策

“十五规划” ２１ ｒ４、 ｒ５、 ｒ６、 ｒ１８、 ｒ２０、 ｒ２１、 ｒ２８、 ｒ２９、 ｒ３０、 ｒ３１、 ｒ３２、 ｒ３３、 ｒ３４、
ｒ３６、 ｒ３９、 ｒ４０、 ｒ４１、 ｒ４２、 ｒ４３、 ｒ４６、 ｒ５２

“十一五规划” １８ ｒ４、 ｒ１７、 ｒ１８、 ｒ２３、 ｒ２４、 ｒ３１、 ｒ３２、 ｒ３３、 ｒ３４、 ｒ３５、 ｒ３８、 ｒ３９、
ｒ４０、 ｒ４１、 ｒ４２、 ｒ４６、 ｒ４７、 ｒ５２

“十二五规划” ２４ ｒ１、 ｒ４、 ｒ１２、 ｒ１６、 ｒ１７、 ｒ１８、 ｒ１９、 ｒ２３、 ｒ２４、 ｒ３１、 ｒ３２、 ｒ３３、 ｒ３４、
ｒ３５、 ｒ３９、 ｒ４０、 ｒ４１、 ｒ４２、 ｒ４３、 ｒ４６、 ｒ４７、 ｒ４９、 ｒ５２、 ｒ５３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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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出口型产业， 出口型产业基本为外向度较高的主要制造业。 优势产业， 一般是一国或一地区具备绝对

优势、 比较优势或技术含量高的产业， 优势标准并不统一。 内贸， 是相对外贸而言， 指的是国内市场。 可以

发现， 这些词汇有一定的方向性， 但难以具化， 而且经咨询相关政府部门， 五年规划中这些词汇的发展任务

无法具体细化， 在实际工作中并不会纳入政策执行的范围， 因此忽略含糊词汇产业对实际政策效果的影响。
考虑到篇幅和简洁等问题， 鼓励产业使用产业代码表示， 采用 ＷＩＯＤ （２０１６） 版本， 感兴趣读者可以

去官网找到相关解释文件， 将产业代码转换成文字形式， 或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二） 模型设定

为检验产业政策对鼓励行业的影响， 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ＧＶＣＰｓｉｔ ＝ α ＋ β１Ｅｎｉｔ ＋ β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εｉｔ （１）
ＧＶＣＰｓｉｔ 是 ｉ 产业 ｔ 时期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 Ｅｎｉｔ 是 ｉ 产业 ｔ 时期国家五年规

划是否鼓励， 是一个虚拟变量， 如果鼓励为 １， 不鼓励为 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为控制变量，
包括从业数量 ｅｍｐ ， 中间投入品 ｉｉ＿ ｑｉ ， 总增加值的数量 ｖａ＿ ｑｉ ， 政府消费

ｃｏｎｓ＿ ｇ ， 固定资产 ｇｆｃｆ ， 产业目录调整 ｉｎｖｅｎ ， 出口 ｅｘ ， 贸易利润 ｐｒｏｆｉｔ 。
为了解决产业政策和全球价值链位置之间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使用了倍差法

ＤＩＤ 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 模型如下：
ＧＶＣＰｓｉｔ ＝ α ＋ β１Ｇ ｉ × Ｄｔ ＋ β２Ｇ ｉ ＋ β３Ｄｔ ＋ β４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εｉｔ （２）

参照余明桂等 （２０１６） 和张莉等 （２０１７） ＤＩＤ 模型变量设定方法， 将前后两

个五年规划都鼓励的， 则 ｇｉ等于 １ 为实验组， 若只是在前一个五年规划鼓励， 则 ｇｉ

等于 ０ 为控制组。 事件冲击的时间为后一个五年规划实施的年份， ｄｔ等于 １ 为实施

后， ｄｔ等于 ０ 为实施前， 具体解释可以参考后文时间变量和处理变量设定。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为模型 （１） 中的控制变量。

（三） 数据来源

与增加值相关的 ＸＶ＿ＧＶＣ、 Ｖ＿ＧＶＣ、 ＸＹ＿ＧＶＣ 和 Ｙ＿ＧＶＣ 指标数据来源于

ＷＩＯＤ 数据库的派生数据库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 数据库， 产业政策数据和贸易政策来

源于五年规划中的 “十五规划” “十一五规划” 和 “十二五规划”①。 样本数据是

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４ 年， 产业涉及 ＷＩＯＤ 数据库下的 ５６ 个产业。 控制变量的数据来

源于 ＷＩＯＤ 数据库下的 ＳＥＡ 社会经济统计账户表。

三、 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分析

如表 ３ 所示， 样本观测值是 ６５８ 个， 已经筛选并删除了无效的观测值， 其中产

业 ｒ２３、 ｒ２８、 ｒ３７、 ｒ３８、 ｒ４３、 ｒ４６、 ｒ４８、 ｒ５５ 和 ｒ５６ 等 ９ 个产业的观测样本被删除，
即仅剩 ４７ 个产业样本。 因变量 ｇｖｃｐｓ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１ ４４ 和 ０ ６１， 说明

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在中间， 既没有集中于最上游产业， 也没有集中于最下游产

业， 处在中间地带且其标准差仅有 ０ １６， 说明其产业之间的技术复杂度和地位水

平相似， 波动较小。 产业政策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 和 ｔｒａｄｅｐ 都是虚拟变量， 统计信息符合虚拟

变量的特征。 对于控制变量， ｌｎｃｏｎｓ＿ｇ 的标准差最大为 ５ １５， 说明随着政策的转

变， 政府消费的波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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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期望 标准差 最小值 中值 最大值 观测值
ｇｖｃｐｓ ０ ９７ ０ １６ ０ ６１ ０ ９７ １ ４４ ６５８
ｌｎｒｇｏ ９ ３７ １ １８ ４ ９９ ９ ４８ １２ ００ ６５８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 ０ ５０ ０ ５０ ０ １ １ ６５８
ｔｒａｄｅｐ ０ ５０ ０ ５０ ０ １ １ ６５８
ｌｎｅｍｐ ８ ６７ １ ５１ ４ ０９ ８ ８１ １２ ４８ ６５８
ｌｎｉｉ＿ｑｉ ４ ３２ ０ ５９ ０ ９４ ４ ４５ ５ ５６ ６５８
ｌｎｖａ＿ｑｉ ４ ２９ ０ ６２ １ ３４ ４ ４８ ５ ２３ ６５８
ｌｎｃｏｎｓ＿ｇ ３ ４０ ５ １５ －６ ４３ ２ １６ １３ ４７ ４７４
ｌｎｇｆｃｆ ７ ４７ ２ ９７ －０ ３５ ７ ４６ １４ ８４ ４７２
ｌｎｉｎｖｅｎ ６ ７５ ２ ０３ －０ １３ ７ ０８ １０ ９３ ３９２
ｌｎｅｘ ７ ８１ ３ ９５ －９ １４ ８ ９３ １３ ２４ ６４４

ｌｎｐｒｏｆｉｔ ５ ９６ １ ６４ １ ２８ ５ ８５ ９ ８２ ６５８

表 ４ 是相关系数矩阵， 通过预先估计政策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关系， 可以

发现， 产业政策的系数为－０ １２， 而贸易政策为 ０ １４， 初步推断贸易政策相比于产

业政策可以推动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上升。

表 ４　 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ｇｖｃｐｓ ｌｎｒｇ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 ｔｒａｄｅｐ ｌｎｅｍｐ ｌｎｉｉ＿ｑｉ ｌｎｖａ＿ｑｉ ｌｎｃｏｎｓ＿ｇ ｌｎｇｆｃｆ ｌｎｉｎｖｅｎ ｌｎｅｘ ｌｎｐｒｏｆｉｔ
ｇｖｃｐｓ —
ｌｎｒｇｏ －０ ０８∗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 －０ １２∗ ０ ０５
ｔｒａｄｅｐ ０ １４∗ －０ １６∗ －０ ０９∗

ｌｎｅｍｐ －０ ２０∗ ０ ７１∗ －０ ０３ －０ ０５
ｌｎｉｉ＿ｑｉ －０ ０１ ０ ３０∗ －０ １７∗ －０ １４∗ ０ １１∗

ｌｎｖａ＿ｑｉ ０ １２∗ ０ ３３∗ －０ ３１∗ －０ １４∗ ０ ２１∗ ０ ７７∗

ｌｎｃｏｎｓ＿ｇ ０ ２４∗ －０ ０７ －０ ４２∗ ０ ２８∗ ０ １９∗ ０ ０９∗ ０ ３１∗

ｌｎｇｆｃｆ －０ ３２∗ ０ ４５∗ ０ ０２ ０ ２２∗ ０ ４３∗ ０ ０９∗ ０ １３∗ ０ ２９∗

ｌｎｉｎｖｅｎ －０ ０１ ０ ７０∗ ０ ０５ ０ ００ ０ ６７∗ ０ ０１ ０ １６∗ －０ １８∗ ０ ３１∗

ｌｎｅｘ －０ ４５∗ ０ ４７∗ ０ ２０∗ －０ ０７ ０ ３１∗ ０ ２４∗ ０ ０５ －０ ４６∗ ０ １２∗ ０ ５３∗

ｌｎｐｒｏｆｉｔ －０ ０６ ０ ８１∗ ０ １７∗ －０ ２２∗ ０ ４１∗ ０ ２１∗ ０ １６∗ －０ ３６∗ ０ ２７∗ ０ ５２∗ ０ ５４∗ —

注： Ｌｏｗｅｒ－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ｃｅｌｌ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ｅａｒｓｏｎ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ｕｐｐｅｒ－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ｃｅｌｌｓ ａｒｅ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ｓ ｒａｎｋ ｃｏｒ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ｐ＜０ ０５。

（二） 回归分析

本文首先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了基本回归， 如表 ５ 所示， 模型 （１） 是仅含有

产业政策的回归， 模型 （２） 是仅含有贸易政策的回归， 模型 （３） 是产业政策和

贸易政策的联合检验。 每个模型下面有两组因变量， 一组是全球价值链指数 ｇｖｃｐｓ，
另一组是实际产出水平， 用对数表示 ｌｎｒｇｏ。

模型 （１） 中， 全球价值链指数 ｇｖｃｐｓ 对产业政策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 的回归系数为－０ ０４３，
在 １％统计水平上显著， 而实际产出水平 ｌｎｒｇｏ 对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 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１０６， 同样

在 １％统计水平上显著。 从经济学意义来看， 产业政策会增大实际产出水平， 但会阻

碍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 模型 （２） 中， 全球价值链指数 ｇｖｃｐｓ 对贸易政策 ｔｒａｄｅｐ 的

回归系数为 ０ ０１８， 在 １０％统计水平上显著， 而实际产出水平 ｌｎｒｇｏ 对 ｔｒａｄｅｐ 的回归系

数不显著。 从经济学意义来看， 贸易政策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会有正向作用， 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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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没有影响。 模型 （３） 联合检验中， 全球价值链指数 ｇｖｃｐｓ 对产业政策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
的回归系数为－０ ０４５， 在 １％统计水平上显著， 而实际产出水平 ｌｎｒｇｏ 对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 的

回归系数为 ０ １０９， 同样在 １％统计水平上显著。 且全球价值链指数 ｇｖｃｐｓ 对贸易政

策 ｔｒａｄｅｐ 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０２１， 在 ５％统计水平上显著， 而实际产出水平 ｌｎｒｇｏ 对

ｔｒａｄｅｐ 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所以， 贸易政策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上涨， 而

产业政策只会增加产值， 不会推动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

表 ５　 基本回归

变量
（１） （２） （３）

ｇｖｃｐｓ ｌｎｒｇｏ ｇｖｃｐｓ ｌｎｒｇｏ ｇｖｃｐｓ ｌｎｒｇ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
－０ ０４３∗∗∗ ０ １０６∗∗∗ －０ ０４５∗∗∗ 　 ０ １０９∗∗∗

（－４ ６０） （２ ９３） （－４ ８０） （３ ００）

ｔｒａｄｅｐ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１∗∗ －０ ０３７
（１ ９１） （－０ ８１） （２ ３４） （－１ ０４）

＿ｃｏｎｓ １ ３１４∗∗∗ ３ ０１３∗∗∗ １ ２３５∗∗∗ ３ １９４∗∗∗ １ ３００∗∗∗ ３ ０３７∗∗∗

（２７ ６３） （１６ ４４） （２６ １８） （１７ ８１） （２７ ３３） （１６ ４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２６ ３２６ ３２６ ３２６ ３２６ ３２６
Ｒ－Ｓｑｕａｒｅ ０ ８２７ ０ ９３７ ０ ８１７ ０ ９３６ ０ ８３０ ０ ９３８

其次， 继续使用多种实证模型进行回归， 如表 ６ 所示， 模型 （１） 是最小二乘

法 ＯＬＳ， 模型 （２） 是带有个体效应且聚类稳健的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模型 ＬＳＤＶ，
模型 （３） 是面板极大似然估计法 ＭＬＥ， 模型 （４） 是滞后模型。 通过这四个模型

中的前一列， 可以发现产业政策变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 的系数仍显著为负， 贸易政策变量的

ｔｒａｄｅｐ 仍显著为正， 说明本文的理论假设一是稳健可信的。 对比四个模型的后列，
即实际产出 ｌｎｒｇｏ 对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回归系数， 可以发现在模型 （１） 和

（２） 中产业政策对实际产出的增长作用是显著为正， 贸易政策不显著或在 １０％的

显著水平上为正， 而模型 （３） 和 （４） 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均不显著， 说明了产

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对实际产出的作用是不稳健的。

表 ６　 多种实证模型回归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ｇｖｃｐｓ ｌｎｒｇｏ ｇｖｃｐｓ ｌｎｒｇｏ ｇｖｃｐｓ ｌｎｒｇｏ ｇｖｃｐｓ ｌｎｒｇ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 　 －０ ０４５∗∗∗ 　 ０ １０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２
（－４ ８０） （３ ００） （－２ ４２） （２ ５７） （－２ ２６） （０ ２３） （－２ ０５） （－０ １１）

ｔｒａｄｅｐ ０ ０２１∗∗ －０ ０３７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７
（２ ３４） （－１ ０４） （１ ８５） （１ ９０） （１ ９３） （０ ４４） （２ ０２） （－１ ０４）

＿ｃｏｎｓ １ ３００∗∗∗ ３ ０３７∗∗∗ ２ ２２３∗∗∗ ５ ９５４∗∗∗ １ ５７７∗∗∗ ３ １９２∗∗∗ ０ ４８１∗∗∗ １ ２８６∗∗∗

（２７ ３３） （１６ ４４） （１１ ９８） （４３ ３１） （１６ ６６） （１１ ８５） （９ ３４） （８ ２０）

Ｌ ｇｖｃｐｓ ０ ６５９∗∗∗

（１７ ５９）

Ｌ ｌｎｒｇｏ ０ ４９２∗∗∗

（１３ ５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２６ ３２６ ３２６ ３２６ ３２６ ３２６ ３１０ ３１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 ０ ８３０ ０ ９３８ ０ ９７３ ０ ９９９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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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向生产长度和后向生产长度回归

进一步将因变量换成前向生产长度和后向生产长度， 使用滞后模型 （４） 回

归。 结果如表 ７ 所示， 模型 （１） 是前向生产长度的模型， 模型 （２） 是后向生产

长度的模型。 模型 （１） 中产业政策的系数显著为负， 贸易政策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贸易政策促进了前向生产的技术和生产工序的复杂度， 而产业政策由于国内的

挤出效应就会产生负向作用。 模型 （２） 中贸易政策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说明贸

易政策对下游生产长度也有推动作用， 而产业政策为负， 但是不显著。 因此， 这也

论证了理论假设 ２， 贸易政策对前向和后向生产长度都有促进， 而产业政策对前向

生产长度有阻碍作用， 对后向生产长度没有作用。

表 ７　 前向生产长度和后向生产长度回归

变量 （１） ＰＬｖ＿ＧＶＣ （２） ＰＬｙ＿ＧＶ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
－０ ０７４∗∗∗ －０ ０１１

（－３ ３１） （－０ ８３）

ｔｒａｄｅｐ ０ ０５９∗∗∗ ０ ０４１∗∗

（２ ６９） （２ ３８）

Ｌ ｐｌｖ＿ｇｖｃ ０ ５６８∗∗∗

（１４ ９７）

Ｌ ｐｌｙ＿ｇｖｃ ０ ３４６∗∗∗

（７ ３９）

＿ｃｏｎｓ １ ６６７∗∗∗ １ ３９９∗∗∗

（７ ９６） （７ ９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１０ ３１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 — —

四、 稳健性检验和机制检验

（一） 异质性检验

稳健性检测之一就是产业的异质性， 本文将三大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和产出分别

测算出来， 并将三大产业中被鼓励的产业进行统计， 并将三大产业各自所占比例为

加权数进行标准化， 得到三大产业的鼓励度指标， 进行实证检验。 如表 ８ 所示， 模

型 （１） 是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 模型 （２） 是带有个体效应且聚类稳健的最小二乘虚

拟变量模型 ＬＳＤＶ， 模型 （３） 是面板极大似然估计法 ＭＬＥ， 模型 （４） 是滞后模

型。 最后将全球价值链指数、 产出和产业政策鼓励度以及贸易政策鼓励度做回归，
产业政策鼓励度为 ｉｎｄｕｓｔｐｐ， 贸易政策鼓励度为 ｔｒａｄｅｐｐ。

四个模型的前一列 ｇｖｃｐｓ 对产业政策 ｉｎｄｕｓｔｐｐ 的系数都显著为负， 说明了产业

政策对三大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有负向作用， ｇｖｃｐｓ 对贸易政策 ｔｒａｄｅｐｐ 的系

数在模型 （２） 和模型 （４） 中是显著为正， 说明了贸易政策会对三大产业的全球

价值链地位指数有正向作用。 在后一列实际产出 ｌｎｒｇｏ 对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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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显著， 说明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对三大产业的产值影响不大。

表 ８　 三大产业进行回归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ｇｖｃｐｓ ｌｎｒｇｏ ｇｖｃｐｓ ｌｎｒｇｏ ｇｖｃｐｓ ｌｎｒｇｏ ｇｖｃｐｓ ｌｎｒｇｏ

ｉｎｄｕｓｔｐ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３ ５７） （－０ ２７） （－３ ４９） （－０ ４９） （－３ ９７） （－０ ３０） （－５ ０７） （－１ ０６）

ｔｒａｄｅｐ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 （－１ ６９） （４ ０８） （－０ ９８） （０ ００） （－１ ８７） （１ ７７） （０ ０４）

Ｌ ｇｖｃｐｓ
０ ３３８∗∗∗

（３ ７７）

Ｌ ｌｎｒｇｏ
０ ６６０∗∗∗

（７ ４３）

＿ｃｏｎｓ
１ ５９２∗∗∗ ４ ８２３∗∗∗ １ ５０３∗∗∗ ４ ９８８∗∗∗ １ ５９２∗∗∗ ４ ８２３∗∗∗ １ １１８∗∗∗ １ ８６５∗∗∗

（２８ ３２） （２２ ５９） （２９ ４６） （１８ ０２） （３１ ４７） （２５ １１） （８ ３１） （４ ２８）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４２ ４２ ４２ ４２ ４２ ４２ ３９ ３９
Ｒ－Ｓｑｕａｒｅ ０ ９９２ ０ ９９８ ０ ９９５ ０ ９９８ — — — —

（二） 内生性检验

为了避免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具有内生性， 即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是根据当时

的产业升级的需求而做出或者受到产业升级的影响， 使用政策评估最为有效的评估办

法倍差法 （ＤＩＤ）。 文中涉及到的时间变量有多期、 多组和多种政策， 不可能同时进

行 ＤＩＤ 回归。 笔者将数据进行了分组， 第一组是研究了 “十五规划” 和 “十一五规

划”， “十一五规划” 的施行对于 “十五规划” 原来鼓励的产业带来的政策效应； 第

二组是研究了 “十一五规划” 和 “十二五规划”， “十二五规划” 的施行对于 “十一

五规划” 原来鼓励的产业带来的政策效应。 由于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在前一个五年

规划的鼓励产业并不相同， 其 ＤＩＤ 模型所对应的控制组和实验组也不相同， 因此需

要在前面分组基础上进行区别， 分别设定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处理变量。
根据前文设定的 ＤＩＤ 模型， 使用 ｒｅｇ 命令手工进行 ＤＩＤ 回归， 结果如表 ９ 所

示， 模型 （１） — （４） 是分别对 “十一五规划” 中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 ＤＩＤ 回

归， 因变量是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 ｇｖｃｐｓ 和产出 ｌｎｒｇｏ； 模型 （５） — （８） 是分别

对 “十二五规划” 中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 ＤＩＤ 回归， 因变量是全球价值链地位

指数 ｇｖｃｐｓ 和产出 ｌｎｒｇｏ。 其中， 关键变量是 ｇｉ和 ｄｔ是处理变量和时间变量， ｄｇ 是 ｇｉ

和 ｄｔ的乘积即交互项。
在 “十一五规划” 模型 （１） — （４） 结果中， ＤＩＤ 回归核心解释变量 ｄｇ 只在

模型 （３） 中在模型显著为正， 说明了排除内生性和 “十五规划” 的影响下， 贸易

政策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仍为正， 而产业政策不显著， 并且两个政策对产出的

影响是都不显著的。 同样， “十二五规划” 模型 （５） — （８） 结果中， ＤＩＤ 回归核

心解释变量 ｄｇ 只在模型 （８） 中显著为正， 充分说明贸易政策对全球价值链地位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最后， 笔者进行了共同趋势检验， 控制组和对照组不存在显著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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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倍差法

变量

“十一五规划” “十二五规划”
产业政策 贸易政策 产业政策 贸易政策

（１） ｇｖｃｐｓ （２） ｌｎｒｇｏ （３） ｇｖｃｐｓ （４） ｌｎｒｇｏ （５） ｇｖｃｐｓ （６） ｌｎｒｇｏ （７） ｇｖｃｐｓ （８） ｌｎｒｇｏ

ｇ ｉ

－０ ０４２ 　 ０ ３５９∗∗∗ 　 ０ １４１∗∗∗ 　 －０ ４５６∗∗∗ 　 ０ １１９∗∗∗ 　 －０ ２６３∗∗∗ 　 －０ １４２∗∗ 　 －１ ８７２∗∗∗

（－１ ４７） （３ ７０） （５ ２３） （－７ ８９） （３ ９３） （－４ ３６） （－２ ４６） （－７４ １８）

ｄ ｔ
－０ ０９３∗ ０ ０５９ －０ １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６５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３

（－１ ８４） （０ ４４） （－２ ２４） （０ ０８） （０ ２２） （０ ８９） （１ ０６） （０ ４６）

ｄｇ
０ ０１７ －０ ０５９ ０ ０４９∗∗ －０ ０５６ ０ ０２８ －０ ０５３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１

（０ ８９） （－０ ６４） （１ ９９） （－０ ９９） （１ １０） （－０ ７６） （３ ５２） （０ ３０）

＿ｃｏｎｓ
１ ２４６∗∗∗ ３ ３１５∗∗∗ １ ０５１∗∗∗ ２ ７３８∗∗∗ ０ ９３２∗∗∗ ２ ８２６∗∗∗ １ ５６２∗∗∗ ５ ８１３∗∗∗

（１１ ２０） （１３ ３６） （１２ ９０） （１３ ９８） （７ ９３） （６ ２９） （８ ２６） （４２ ３８）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７０ １７０ １０９ １０９ １４７ １４７ １１５ １１５
Ｒ－Ｓｑｕａｒｅ ０ ８３１ ０ ９５７ ０ ９４１ ０ ９８２ ０ ９９２ １ ０００ ０ ９９５ １ ０００

（三） 机制检验之一： 市场竞争

在市场竞争机制检验中， 借鉴余明桂等 （２０１６） 市场竞争指标用微观企业的

销售额与行业的总销售额比值作代理变量的思想， 将产业的市场竞争用宏观行业总

产出与所有行业的总产出比值作代理变量， 即求解每个产业的市场份额 ｉｍｓ 指标，

公式为 ｉｍｓ ＝
ＧＯｉｔ

∑
ｉ
ＧＯｉｔ

， ＧＯｉｔ 是一个行业的销售额即投入产出表中的行业产出，

∑
ｉ
ＧＯｉｔ 是所有行业的总产出。 结果如表 １０ 所示， 模型 （１） 是对产业政策、 市场

份额和产业政策与市场份额的交互项 ｉｉｍｓ 进行回归， 可以发现产业政策对全球价

值链地位的影响仍显著为负， 对产出显著为正。 市场份额对产出影响为正， 对全球

价值链地位无影响。 产业政策与市场份额的交互项对产出影响显著为负， 对全球价

值链无影响， 说明单一的产业政策会通过干扰市场份额， 挤出未被鼓励的产业， 可

能最终使得产出下降。 模型 （２） 是对贸易政策、 市场份额和贸易政策与市场份额

的交互项 ｔｉｍｓ 进行回归， 可以发现贸易政策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和产出均无影响，
且也不会通过市场份额进行影响。 而市场份额会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呈现负向作用，
对产出呈正向作用， 表明市场份额的增大会扩大国内产出， 退出全球价值链。

模型 （３） 模拟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同时施行的情况， 对贸易政策、 产业政

策、 市场份额指数、 产业政策与市场份额交互项 ｉｉｍｓ 和贸易政策与市场份额交互

项 ｔｉｍｓ 进行回归。 可以发现， 在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回归中， 市场份额指数不

再显著， 产业政策与市场份额交互项显著为负， 贸易政策与市场份额交互项显著为

正。 这说明在政策施行过程中， 市场单独对产业升级的作用不再明显， 而市场与政

策一齐发力对全球价值链升级有着显著影响， 贸易政策通过市场份额有显著促进作

用， 产业政策通过市场份额扭曲资源配置， 且阻碍效应升级。 在产值的回归中， 产

业政策与市场份额的交互项为负， 贸易政策与市场份额的交互项为正。 这也说明对

于产值来讲， 产业政策对市场份额的扭曲仍会对产值带来负向效应， 贸易政策通过

扩大市场份额可以对产值带来正向作用。 三个模型充分说明了在贸易政策和产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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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同时施行时， 贸易政策可以通过市场份额机制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上升， 增加产

出， 而产业政策会通过该机制阻碍产业升级和产出增加。 因此， 全球价值链地位攀

升是需要政府进行干预的， 需要借助对外的贸易政策。

表 １０　 市场竞争机制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ｇｖｃｐｓ ｌｎｒｇｏ ｇｖｃｐｓ ｌｎｒｇｏ ｇｖｃｐｓ ｌｎｒｇ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
－０ ０３９∗∗∗ ０ ２６３∗∗∗ －０ ０３９∗∗∗ ０ ２６１∗∗

（－２ ６２） （５ ７６） （－２ ６８） （５ ７６）

ｔｒａｄｅ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１

（－０ ２９） （－０ ０７） （－０ １１） （－０ ４０）

ｉｍｓ
－０ ３７２ ２２ ４９３∗∗∗ －０ ８３４∗ １４ ８４４∗∗∗ －０ ２０７ －９ ７８７∗∗∗

（－０ ６５） （１２ ７９） （－１ ９０） （１０ ６１） （－０ ４２） （－６ ５２）

ｉｉｍｓ
－０ １０８ －９ ４７０∗∗∗ －１ ２００∗∗∗ －３ ２１５∗∗∗

（－０ ２２） （－６ ２９） （－３ ７６） （－３ １５）

ｔｉｍｓ
０ ６８８ ２ ００９ ０ ７１２∗∗ ２ ６９５∗

（１ ３８） （１ ２７） （２ ５８） （１ ８１）

＿ｃｏｎｓ １ ２３６∗∗∗ ３ １８８∗∗∗ １ ３２１∗∗∗ ３ ０３０∗∗∗ １ ２６７∗∗∗ ３ ８４０∗∗∗

（２６ ７５） （１８ ２８） （２８ ００） （１６ ５５） （２５ ７９） （２４ ４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２６ ３２６ ３２６ ３２６ ３２６ ３２６
Ｒ－Ｓｑｕａｒｅ ０ ８２５ ０ ９４０ ０ ８３１ ０ ９３８ ０ ８２７ ０ ９５７

（四） 机制检验之二： 质量

在质量机制检验中， 产业的出口质量测算采用 Ｈａｌｌａｋ 和 Ｓｃｈｏｔｔ （２０１１） ［３６］、 王永

进和施炳展 （２０１４） ［３７］、 许家云等 （２０１７） ［３８］使用的事后推理方法。 不同于前者的微

观企业角度， 本文是从宏观产业角度进行了创新， 公式为 ｑｕｉｔ ＝ ｐｉ －σｉｔ ｑσ－１
ｉｔ Ｅｉｔ ／ ｐｉｔ ， 其

中， ｑｕｉｔ 、 ｐｉｉｔ 、 ｑｉｔ 、 Ｅｉｔ 和 ｐｉｔ是 ｉ 产业在 ｔ 年的产量 ＶＡ＿ＱＩ、 增加值价格水平 ＶＡ＿ＰＩ、 质

量、 消费支出 ＧＯ 和产出价格水平 ＧＯ＿ＰＩ， σ ＞ １ 表示产品种类间的替代弹性。 继续

对公式取对数， 可以得到 ｌｎｑｕｉｔ ＝ ｘｉｔ － σｌｎｐｉｉｔ ＋ εｉｔ ， 且 εｉｔ ＝ （σ － １）ｌｎｑｉｔ ， ｘｉｔ ＝

ｌｎＥｉｔ － ｌｎＰｉｔ 。 因此， 质量公式为 ｑｉｔ ＝
εｉｔ

σ － １
。 对式 ｌｎｑｕｉｔ ＝ ｘｉｔ － σｌｎｐｉｉｔ ＋ εｉｔ 进行回归，

可以得到残差值和增加值价格水平系数， 然后根据 ｑｉｔ ＝
εｉｔ

σ － １
得到质量指标值。

回归结果如表 １１ 所示， 模型 （１） 是对产业政策、 质量和产业政策与质量的

交互项进行回归， 全球价值链对产业政策的系数显著为负， 而产值对产业政策的系

数不再显著。 全球价值链和产出对产业政策与质量的交互项不再显著， 说明产业政

策并未通过抑制产品质量来阻碍产业升级和产出增加。 模型 （２） 是对贸易政策、
质量和贸易政策与质量的交互项进行回归。 可以发现， 贸易政策与质量的交互项对

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 对产值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贸易政策

可以通过关税降低等具体措施来提升产品质量， 促进产业升级， 但是短期会阻碍产

出增加。 模型 （３） 模拟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同时施行的情况， 对产业政策、 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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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质量、 产业政策与质量的交互项以及贸易政策与质量的交互项的回归。 可以

发现产品质量本身就会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 对产值影响显著为负。 产业政策

与产品质量的交互项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和产值均无影响， 对应模型单一施行产

业政策情形； 贸易政策与产品质量的交互项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影响显著为

正， 对产值的影响显著为负。 三个模型充分说明了贸易政策通过质量机制会促进全

球价值链地位上升， 但有可能会减少产出， 而产业政策并不会通过该机制影响产业

升级和产出。

表 １１　 质量机制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ｇｖｃｐｓ ｌｎｒｇｏ ｇｖｃｐｓ ｌｎｒｇｏ ｇｖｃｐｓ ｌｎｒｇ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
－０ ０４１∗∗ ０ ０７６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１

（－２ ４０） （１ １６） （－１ ３９） （０ ０１）

ｔｒａｄｅｐ
－０ ０１４ ０ １１４∗ －０ ０１４ ０ １２９∗∗

（－０ ８７） （１ ８５） （－０ ８４） （２ ０４）

ｑ ０ １６８∗∗∗ －０ ６６５∗∗∗ ０ ２２１∗∗∗ －０ ８１４∗∗∗ ０ ２１３∗∗∗ －０ ８４９∗∗∗

（３ ２４） （－３ ３３） （４ ２７） （－４ １５） （４ ０５） （－４ １８）

ｉ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７１ －０ ０６５ ０ ３６３

（０ ０５） （０ ３３） （－１ ０９） （１ ５８）

ｔｑ ０ １８２∗∗∗ －０ ７９４∗∗∗ ０ １９８∗∗∗ －０ ９２５∗∗∗

（２ ６１） （－３ ０１） （２ ７２） （－３ ３０）

＿ｃｏｎｓ １ ２９８∗∗∗ ２ ８８６∗∗∗ １ １３８∗∗∗ ３ ５５１∗∗∗ １ １８８∗∗∗ ３ ５０１∗∗∗

（２２ ２５） （１３ ０６） （２２ １５） （１８ ２１） （２１ ５５） （１６ ４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２６ ３２６ ３２６ ３２６ ３２６ ３２６
Ｒ－Ｓｑｕａｒｅ ０ ８３３ ０ ９４０ ０ ８２９ ０ ９４０ ０ ８４０ ０ ９４２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结论

本文通过手工收集五年规划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数据， 研究了对全球价值

链地位和产出的影响， 发现产业政策会扩大产出， 但是降低全球价值链地位， 而贸

易政策虽对产出的影响不显著， 但会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上升。 原因就在于产业政

策干预了市场的竞争机制， 对其他产业产生挤出效应， 而贸易政策没有挤出效应，
会通过竞争机制促进产业升级。 除此之外， 贸易政策对产品的质量也有显著的作

用， 通过提升质量， 全球价值链地位也会上升。 较下游产业来讲， 贸易政策对上游

产业的产业升级作用更强。
（二） 政策建议

著名的经济学家 Ｄａｎｉ Ｒｏｄｒｉｋ 界定了产业政策的干预界限， 产业政策的施政，
不是取代市场去 “挑选赢家”， 而是为市场主导的产业发展提供服务。 在这个意义

上， 产业政策施政的目的不是保护相关企业免受激烈的市场竞争， 而是帮助它们更

好地直面市场竞争的挑战， 尤其是国际市场上的竞争。 也就是说， 政府实行产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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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应该旨在提供一个更公平更有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制度， 使自己成为监督者， 而不

是审判者。 贸易政策可以帮助企业面向国际市场上的竞争， 可以多加使用。 从全球

价值链角度上， 盛斌和陈帅 （２０１５） ［３９］提出了贸易政策可以通过上下游两个升级方

向： 向上游升级， 实行投资激励和便利化措施为向上游升级提供资金支持， 对有形

资产和无形资产的保护能为向价值链上游升级提供制度支持， 竞争政策能为向价值

链上游升级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促进创新和能力建设是向价值链上游升级的有效

保障； 向下游升级， 竞争政策能有力降低向下游环节升级的制度门槛； 提高联通性

可为向下游环节升级提供物质基础； 劳工标准和人力政策能为向下游环节升级提供

劳动力与人才支持。 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离不开国内产业链的成功运转， 贸易政策的

发挥也需要产业政策的协同。 运用恰当的产业政策， 形成最有效率的国内产业链，
协同全球价值链， 让中国的资源利用率实现最大化， 需要进一步不断的探讨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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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许家云， 毛其淋， 胡鞍钢． 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基于中国证据的研究 ［ Ｊ］ ． 世界经

济， ２０１７， ４０ （３）： ５２－７５．
［３９］ 盛斌， 陈帅． 全球价值链如何改变了贸易政策： 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和启示 ［ Ｊ］ ． 国际经济评论， ２０１５

（１）： ８５－９７＋６．

（责任编辑　 武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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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ｌａｎ　 ＣＵＩ Ｒｉｍｉｎｇ　 ＧＵＯ Ｇｕａｎｇｚｈｅ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Ｋｅｙ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ｒｅ： １）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ｒｅ
ｅｉｔｈｅｒ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ｏｒ ｉ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ｅｘｅｒｔ ａ ｃｒｏｗｄｉｎｇ⁃ｏｕ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ｕｎｅｎ⁃
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ｄｏｎｔ
ｈａｖｅ ｓｕｃｈ ｃｒｏｗｄｉｎｇ⁃ｏｕ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ｂｙ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ｃｏｍ⁃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３）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ｂｙ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４）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ｅｘｅ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ｓ ｓｔｒｏｎ⁃
ｇｅｒ ｏｎ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ｈａｎ ｏｎ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ｕｐｇｒａ⁃
ｄ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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