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区域价值链分工拓展的
空间解构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生产分割视角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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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逆全球化” 趋势下， 面对国际分工格局不确定性的增长， 中国重新审

视其不同空间尺度价值链分工联系的重要性凸显。 本文通过构建嵌套进世界投入—
产出表的中国八大区域投入—产出序列， 在统一框架下， 借助生产分割阶段数测度

并将其解构为域内、 国内域外和国际域外生产分割， 探讨了八大区域在不同空间尺

度下的价值链分工联系水平、 演变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异质性。 定量考察域内、 国

内域外和国际域外价值链分工联系的主体构成特点， 结果表明国内域外生产联系呈

日益增强的特点。 进一步研究证实： 就我国八大区域而言， 相比其国内域外和国际

域外分工联系的拓展， 域内分工联系拓展的多因素驱动特点更加明显； 无论域内、
国内域外还是国际域外价值链分工联系拓展， 它们在大空间尺度彼此间主要呈现

“替代”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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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纵观中国过去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轨迹， 以深圳崛起为标志的南部沿海到以浦东

开发为标志的东部沿海， 以滨海新区设立为标志的北部沿海再到我国正在推进的港

珠澳大湾区建设， 东部沿海区域构成了我国嵌入发达国家所主导全球价值链分工的

“前沿阵地”。 这在推动国家整体转型升级的同时， 也削弱了区域间的经济联系，
拉大了区域间发展的差距 （刘志彪等， ２００８） ［１］。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显然不能寄

希望于发达国家， 但不妨遵循其价值链分工体系拓展的一般规律和发展逻辑。 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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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链分工全球拓展在生产、 交换和分配环节的细致分析， Ｂａｌｄｗｉｎ 和 Ｇｏｎｚａｌｅ
（２０１５） ［２］明确指出， 现有覆盖地理范围较大且层级较高的价值链分工循环主要有

三个： 一是 “美国－墨西哥” 为代表的美洲价值链分工循环； 二是 “日韩－东南

亚－中国” 价值链分工循环； 三是 “西欧－东欧” 价值链分工循环。 三者都表现为

跨国价值链分工， 同时也反映了由地缘所决定较大区域空间尺度价值链分工联系的

重要性。 可以预见， 全球价值链分工在较长期内还将以大空间尺度下的区域分工联

系为主要存在形式。 受此启发， 对中国这样较深度嵌入价值链分工循环且腹地纵深

广阔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除了基于此分工模式继续拓展跨国联系， 更有必要厘清国

家内部不同区域以及各区域间的分工联系。
相关研究表明， 发达国家在其所构建全球价值分工体系中的 “金字塔尖” 地

位只会加剧发展中国家的链内 “锁定” 和低收益风险 （彭支伟和张伯伟，
２０１７） ［３］。 国际发展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强更会加剧价值链分工下大量生产环节在全

球、 尤其发展中国家的重新配置———某些国家会遭受 “破” 的冲击， 而另一些国

家则是没有实质变化的 “立”。 有鉴于此， 清楚认识上述问题存在的症结， 变得尤

为重要。 现行全球价值链分工是由发达国家创立并服务于自身的， 其主要表现为发

达国家国内价值链体系跨越国界的外延； 与此不同， 发展中国家更多是顺应发达国

家价值链分工的全球布局， 通过扭曲内部区域原有分工联系来获得有限的 “参与

权”。 对发展中大国而言， 这种嵌入方式的可持续性已经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世

界银行 《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 （２０１７） 》① 指出， 在过去三十年间， 用以描述价值

增值的 “微笑曲线” 的形状在多数行业已变得更加陡峭———位于两端服务活动的

附加值内涵进一步提升， 低端制造活动的增值空间则受到明显挤压， 这意味着

“微笑曲线” 所表征的价值增值向两端偏移， 将加剧发展中大国过度集中于价值链

分工低附加值环节的风险。 对我国而言， 依托内部分工联系来重构价值链分工循

环， 进而增强我国在该分工体系下的 “主导” 角色， 成为应对上述挑战的必然选

择。 而要实现这一转变， 有赖于从 “以我为中心” 角度出发， 重新审视我国在不

同空间尺度所建立价值链分工联系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一、 文献综述

围绕一国价值链分工状况的考察， 有学者是在国家内部区域同质性假设下， 侧

重将一国整体视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一部分。 基于微观企业角度的考察中，
Ｕｐｗａｒｄ 等 （２０１３） ［４］在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他们将中国微观工业企业数据与

海关细分条目进出口数据进行匹配， 从本地出口附加值角度揭示了中国参与价值链

分工的水平。 遵循同样思路， 后续研究也主要是对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国内附加

值的构成情况做更精准测度。 张杰等 （２０１３） ［５］综合考虑了贸易代理商、 中间投入

品间接进口以及进口资本品折旧等对附加值测算方面的影响。 鉴于跨国或跨区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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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投入—产出模型能够在更好体现空间异质性的情况下， 揭示不同国家或区域间

的经济联系， 借助该手段展开论证是这一领域研究的又一重要思路。 按贸易方式不

同， 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２） ［６］较早对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进行了分解， 并由此构建

能较好测度国内参与价值链分工水平的 ＫＷＷ 方法。 聚焦国内价值链和国际价值链

之间的联系， Ｂｅｖｅｒｅｌｌｉ 等 （２０１５） ［７］ 的研究表明， 增强国内价值链分工联系既能通

过降低分工成本促进产品分化， 也会因为具有较强关系特指属性产业部门发展引致

的 “锁定效应”， 而使一国嵌入国际价值链分工的转换成本相对较高。 研究还指

出， 国内价值链究竟扮演 “垫脚石” 还是 “绊脚石” 作用， 主要取决于上述两种

作用的相对大小。 在价值链分工统一框架下， 国内学者刘维林 （２０１５） ［８］突出产品

架构与功能架构的区别， 进而对增值角度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做了更准确估算。 同

样借助跨国投入—产出表， 罗长远和张军 （２０１４） ［９］认为产业内国内附加值比重变

化是决定中国国内价值链分工联系呈 “Ｕ” 型结构变化的主因。 不同于前述研究侧

重增值表现的考察， 还有研究借助生产分割阶段数或上 （下） 游度测度， 从生产

联系复杂程度或相对位置角度探讨了一国的价值链分工特点。 基于单国投入—产出

模型， Ｆａｌｌｙ （２０１１） ［１０］测度了美国国家生产分割长度。 通过将单国投入—产出模型

拓展至跨国投入—产出模型， 倪红福等 （２０１６） ［１１］得以将产业部门全球生产分割解

构为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 进而考察两者的相对变化特点。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７） ［１２］ 的

研究则结合生产分割和上游度测度， 对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国家价值链分工的解

构特点作了更细致剖析。
聚焦国家内部不同区域作为全球价值链分工 “节点” 的重要性和特点分析，

刘志彪 （２００９） ［１３］从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辩证关系角度做了理论阐述。 张少军

（２００９） ［１４］借助生产非一体化指数， 测度了广东省和江苏省各行业嵌入国际价值链

和国内价值链的程度。 吴福象和朱蕾 （２０１０） ［１５］则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 借助

区域内乘数效应、 区域间溢出效应和区域间反馈效应指标， 测度并比较了我国三大

区域的前、 后向分工联系差异。 围绕国内跨区域价值链分工联系拓展机制的探讨，
张少军和刘志彪 （２００９） ［１６］指出， 借助价值链分工模式下的国内产业转移来延长全

球价值链分工循环是关键。 徐康宁和郑义 （２０１１） ［１７］从本土市场规模效应角度， 阐

述了类似作用机理。 但前述理论剖析或者实证研究仍没能很好揭示国内价值链的空

间异质性特征， 或者说没能深入国内价值链 “黑箱”。 Ｍｅｎｇ 等 （２０１３） ［１８］、 黎峰

（２０１６） ［１９］、 李跟强和潘文卿 （２０１６） ［２０］则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拓展， 基于我国跨

区域投入—产出表， 他们将国内价值链和国外价值链整合到统一框架， 并借助增加

值流转分析， 考察了中国八大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域内分工状况。 不同之处

在于， 黎峰 （２０１６） 侧重于对八大区域价值链分工水平、 参与度和收益率状况的

考察， 李跟强和潘文卿 （２０１６） 侧重区域嵌入模式的比较。 通过构建省级单元嵌

入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 苏庆义 （２０１６） ［２１］研究证实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出口

本地增加值份额最高， 其次是国内和国际垂直专业化联系。 同样基于省级角度的考

察， 邵朝对等 （２０１８） ［２２］肯定了基于价值链联结的国内区际分工网络是我国跨区经

济联动的重要力量； 邵朝对和苏丹妮 （２０１７） ［２３］ 认为国家价值链可以增强全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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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链功能嵌入对国内各地区生产率的外溢效应。
前述研究拓展了从国内价值链分工区域角度的考察。 但由我国跨区域投入—产

出表的构成可知， 各区域面对的差异化外部市场是个统一整体， 无法有效区分各个

国家， 这会直接影响基于生产分割测度各区域价值链分工特点的准确性。 针对以上

不足， 近年有研究通过将国内跨区投入—产出表嵌入跨国投入—产出表， 得以突破

技术瓶颈。 倪红福和夏杰长 （２０１６） ［２４］重点关注了中国区域出口的附加值情况。 借

助能够反映亚太经济体之间价值链分工联系的投入—产出表 （ＴＩＩＯ）， 潘文卿和李

跟强 （２０１８） ［２５］通过对增加值构成的完全分解， 考察了中国各区域之间及其与亚太

各经济体的价值链分工联系。
相比既有研究， 本文贡献主要有两点： 其一， 在统一框架下， 研究从生产分割

阶段数所体现参与价值链分工联系的复杂度视角出发， 将其解构为域内、 国内域外

和国际域外生产分割三个部分， 探讨了中国八大区域拓展不同空间尺度价值链分工

联系的水平及其演变规律； 其二， 以我国八大区域为落脚点， 揭示了其拓展不同空

间尺度价值链分工联系影响因素的异质性， 以及拓展不同空间尺度价值链分工彼此

间的相互作用特点。

二、 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构建与测度说明

（一） 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构建

目前我国跨区域投入—产出表有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２ 年四个年

份， 为构建完整期区域投入—产出表序列， 这里采用适时修正法 （ＲＡＳ 法）， 结合

预测期总量指标控制数据， 估计出其他年份表 （高敏雪， ２００７） ［２６］。 关键处理说明

如下： 第一， 临近性原则， 用既有年份表外推与其相近的时期表， 具体而言， 用

２００２ 年表外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表， 用 ２００７ 年表外推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年表， 用 ２０１０ 年表推

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表， 最后用 ２０１２ 年表推算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表； 第二， 依据八大区域剔

除通胀影响后的总产出增长率， 外推各阶段基期总产出 （总投入） 至未知年份， 考

虑到总投入中进口和增加值项占比在基年附近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据此得到两者绝对

值， 进而中间投入总额； 第三， 在已知前述总量指标情况下， 基于 ＲＡＳ 法推算出缺

失年份中间投入—产出矩阵； 第四， 考虑总产出所对应最终需求中消费和固定资产项

占比在基年附近也具有相对稳定性， 根据总投入等于总产出原则， 推算出消费和固定

资产； 第五， 通过存货项调整， 实现总投入—产出表的平衡。
在将区域投入产品表 （ＲＩＯＤ） 嵌套入世界投入产品表 （ＷＩＯＤ） 方面， 参考

Ｄｉｅｔｚｅｎｂａｃｈｅｒ 等 （２０１４） ［２７］、 倪红福和夏杰长 （２０１６） 的类似方法， 即以 ＲＩＯＤ 表

中的总量数据为控制数， 以 ＷＩＯＤ 表中的中国与其他各国投出—产出结构比例系数

来推算嵌入世界投入—产出表的中国八大区域投入—产出表 （ＷＩＯＤ－ＲＩＯＤ） 中各

区域的指标数据。 首先， 将 ＷＩＯＤ 表中 ５６ 个行业归并为 ＲＩＯＤ 表中 １７ 行业， 并将

ＲＩＯＤ 表统一转化为美元计价表。 保留 ＷＩＯＤ 表中不需要推算部分， 根据不变比例

系数假设， 由其他国家源自中国总体的中间品和最终需求， 推算各国源自中国八大

区域的相应部分； 其次， 根据中国整体源自其他国家的中间品和最终需求， 推算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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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区域源于各国的相应部分； 再次， 通过世界其他区域账户 （ＲＯＷ 账户） 的调

整， 实现 ＷＩＯＤ－ＲＩＯＤ 表纵向总投入的平衡； 最后， 遵循总投入等于总产出原则，
通过库存项的调整 （即用 ＷＩＯＤ－ＲＩＯＤ 表所计算总产出与原 ＷＩＯＤ 表总产出差值项

调整库存） 实现 ＷＩＯＤ－ＲＩＯＤ 表总产出的平衡。
（二） 区域价值链分工测度与空间解构

为了区分各区域域内、 国内域外和国际域外生产分割， 这里借鉴并拓展倪红福

等 （２０１６） ［２８］的研究思路， 解构如下。
考虑一个由 ｎ 国 （区域） Ｋ 行业构成的全球投入—产出生产框架， 任何一个

国家 （区域） ｉ 部门 ｋ 的总生产分割长度为： Ｐｉｋ ＝ １ ＋ ∑
ｊ≠ｉ

ｘｊｉｉｋ Ｐｊｉ （１）

矩阵形式可以表述为： Ｐ＝Ｕ＋ ＡＴ Ｐ， 将其移项并转化为包含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 逆矩阵 Ｂ
的形式， 即 Ｐ ＝ （ Ｉ － Ａ） － １Ｕ ＝ ＢＵ 。 其中， Ｐ、 Ｕ 和 Ａ 分别代表全球生产阶段数

列向量、 单位列向量和中间投入—产出矩阵。 再将 Ｐ 表示为包含 ｎ 国 （区域） 的

分块矩阵：

Ｐ＝ ＢＵ ＝
Ｂ１１ … Ｂｎ１
︙ ⋱ ︙
Ｂ１ｎ … Ｂｎｎ

æ

è

ç
çç

ö

ø

÷
÷÷

ｎ×ｎ

ｕ
︙
ｕ

æ

è

ç
çç

ö

ø

÷
÷÷

ｎ×１

（２）

Ｐｉ ＝ Ｂｉｉ － Ｈｉｉ ＋ Ｈｉｉ( ) ｕ ＋ ∑
ｊ≠ｉ

Ｂｊｉｕ ＝ Ｈｉｉｕ ＋ Ｂｉｉ － Ｈｉｉ( ) ｕ ＋ ∑
ｊ≠ｉ

Ｂｊｉｕ （３）

由于 Ｂｉｉ － Ｈｉｉ ＝∑
ｊ≠ｉ

Ｈｉｉ Ａｉｊ Ｂｊｉ ＝∑
ｊ≠ｉ

Ｂｉｊ Ａｊｉ Ｈｉｉ ， 将其带入式 （３） 并进一步考虑

这里所界定的域内、 国内域外和国际域外生产分割阶段数的差异， 可得：

Ｐｉ ＝ Ｈｉｉｕ ＋ ∑
ｊ≠ｉ

Ｈｉｉ Ａｉｊ Ｂｊｉｕ ＋ ∑
ｊ≠ｉ

Ｂｊｉｕ

＝ Ｈｉｉｕ ＋ （∑
ｊ∈Ωｆ

Ｈｉｉ Ａｉｊ Ｂｊｉｕ ＋ ∑
ｊ∈Ωｆ

Ｂｊｉｕ） ＋ （∑
ｊ∈Ωｒ

Ｈｉｉ Ａｉｊ Ｂｊｉｕ ＋ ∑
ｊ∈Ωｒ

Ｂｊｉｕ） （４）

针对中国八大区域， 式 （４） 各部分含义如下： Ｈｉｉｕ 测度了各区域封闭条件下

的域内生产分割阶段数， 其中， Ｈｉｉ ＝ Ｉ － Ａｉｉ( ) － １ 代表区域 ｉ 局部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 逆矩阵。

∑
ｊ∈Ωｒ

Ｈｉｉ Ａｉｊ Ｂｊｉｕ 和∑
ｊ∈Ωｆ

Ｈｉｉ Ａｉｊ Ｂｊｉｕ 分别用于测度国内域外和国际域外生产对区域 ｉ 中

间需求引致的生产分割阶段数增加；∑
ｊ∈Ωｒ

Ｂｊｉｕ 和∑
ｊ∈Ωｆ

Ｂｊｉｕ 分别用于测度区域 ｉ 最终品

生产对国内域外和国际域外中间品需求引致的生产阶段数增加。 考虑到 （∑
ｊ∈Ωｆ

Ｈｉｉ Ａｉｊ

Ｂｊｉｕ ＋∑
ｊ∈Ωｆ

Ｂｊｉｕ） 和 （∑
ｊ∈Ωｒ

Ｈｉｉ Ａｉｊ Ｂｊｉｕ ＋∑
ｊ∈Ωｒ

Ｂｊｉｕ） 分别反映的是区域 ｉ 与国内其他区域

和其他国家中间品生产联系， 因此分别用它们测度国内域外和国际域外生产分割

长度。

三、 区域价值链分工的空间解构特征与演变规律

（一） 区域价值链分工的空间解构特征

基于以上测度， 图 １ 呈现出中国八大区域生产分割阶段数的空间解构情况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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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趋势。 总生产分割阶段数在考察期内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小幅波动并略微增长，
这一趋势在 ２０１１ 年以后更加明显。 当然， 这里更值得关注的是总生产分割空间解

构各部分的相对变化。 其中， 域内生产分割主趋势是上升的， 该特点自 ２００６ 年以

来就已经显现。 这说明我国各区域域内价值链分工联系的复杂度在不断提升， 由此

显著拉长了域内生产链条。 国内域外生产分割阶段数在较长一段时期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６ 年） 始终维持在低水平。 但在最近一轮全球性金融危机后， 面对外部市场的

不确定性， 尤其伴随着我国新时期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推进， 各区域的分工定位

反而逐步明晰， 进而彼此间的分工联系也日渐增强。 这里即表现为国内域外生产分

割阶段数开始摆脱较长期低位徘徊的定势， 在经历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 “筑底” 阶段

后， 其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间有更明显的增长。 空间解构情况还显示， 各区域国际域

外生产分割阶段数已经持续多年下滑， ２０１０ 年以来下滑尤为明显， 这与发达国家

所主导价值链分工布局在 “后危机” 时代的战略调整不无关系。 各区域域内、 国

内域外生产分割水平在金融危机后较为显著的提升表明我国国家内部价值链分工体

系的构建已经初具规模。 再由对比结果可知， 各区域国家内部价值链分工联系拓展

已经反过来对其国际域外价值链分工拓展形成较明显的 “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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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１　 八大区域生产分割的空间解构及其演变规律：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资料来源： 相关数值系作者根据公式计算得到。

（二） 价值链分工拓展的区域比较

表 １ 给出了八大区域近五年生产分割解构的均值比较。 总生产分割方面， 京津区

域、 北部沿海、 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所代表的东部区域明显高于其他四大区域所构成

的中西部内陆区域； 内陆地区中， 中部又要高于东北、 西北和西南区域， 西南区域相

对最低。 再关注八大区域生产分割的空间解构情况， 就域内生产分割而言， 其均值水

平显著高于国内域外和国际域外生产分割水平， 这说明域内生产分割在较大程度上决

定一个区域参与价值链分工及其生产联系复杂度的总体水平。 域内生产分割的区域纵

向比较显示， 尽管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分列第一、 三位， 但更多排位靠前或居中的区

域反而是内陆 （包括东北、 中部和西南）。 相比之下， 南部沿海和京津区域则位居倒

数前三位。 不同于其他区域， 京津区域自身地理空间范围很小， 域内生产分割水平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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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不足为奇。 反观南部沿海， 与其经济规模和较完备生产体系严重不相称的域内生产

分割水平表明其内部区域价值链分工联系的复杂度相对有限， 该区域更侧重建立

“外向型” 价值链分工。 以上规律较好契合了黎峰 （２０１６） ［２９］的研究， 其也认为各区

域国内价值链嵌入度呈现 “西高东低” 梯度递减特点。
国内域外生产分割方面， 京津区域遥遥领先于其他区域。 北京市较高的经济结

构服务化水平决定其总部经济特点突出， 天津市则是国内重要装备制造基地。 上述

特点共同决定京津区域的国内域外辐射影响很大， 在国内域外价值链分工体系构建

中扮演着 “关键” 角色。 相比之下， 三大沿海区域的国内辐射影响并不是很突出。
国际域外生产分割方面， 区位优势决定了南部沿海、 京津区域和东部沿海位列前三

甲。 南部沿海尤为突出， 并且正是得益于较高国际域外生产分割水平， 这在很大程

度上提升了其分工联系的整体复杂度。 相比而言， 内陆各区域因为主要通过沿海区

域间接嵌入境外价值链分工循环， 因此它们的国际域外生产分割水平都偏低。 综合

表 １ 生产分割空间解构特点可见， 京津区域域内生产分割水平虽难以大幅提升， 但

其较强的国内域外、 国际域外价值链分工联系与辐射影响依然奠定了其 “枢纽”
地位； 三大沿海区域域内、 国内域外和国际生产分割的均衡发展特点相对更加突

出， 并且仍有较大拓展空间； 对内陆四大区域而言， 在适当弥补短板的基础上， 重

点依然是落脚于增强域内价值链分工联系。

表 １　 中国八大区域生产分割空间解构的均值比较：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

解构类型 生产分割总段数 域内段数 国内域外段数 国际域外段数

东北 ２ ８２９ （６） １ ５６９ （２） ０ １７２ （８） １ ０８７ （７）
京津 ３ ０８８ （１） １ ３６５ （７） ０ ４２７ （１） １ ２９６ （２）

北部沿海 ３ ０６６ （２） １ ６９７ （１） ０ ２７２ （３） １ ０９７ （６）
东部沿海 ３ ０４３ （４） １ ５３８ （３） ０ ２２３ （５） １ ２８３ （３）
南部沿海 ３ ０４７ （３） １ ４５２ （６） ０ ２６１ （４） １ ３３４ （１）

中部 ２ ９２３ （５） １ ５２０ （４） ０ ２２１ （６） １ １８３ （４）
西北 ２ ８２０ （７） １ ３７３ （８） ０ ２９３ （２） １ １５４ （５）
西南 ２ ６９７ （８） １ ５０８ （５） ０ ２１６ （７） ０ ９７３ （８）

注： 括号中数字表示八大区域对应生产分割段数的排序位次。

四、 模型、 变量与结果解释

（一） 模型构建和变量选择

遵循分工一般理论尤其价值链分工理论， 实证分析旨在揭示影响区域价值链分

工拓展及其空间解构各部分演变的重要因素及其作用特点。 参考 Ｂｅｖｅｒｅｌｌｉ 等

（２０１５）、 倪红福等 （２０１６） 的研究， 最终设定基准方程如下：
ＧＰＳＬｉｔ （ＲＰＳＬｉｔ、 ＯＰＳＬｉｔ、 ＩＰＳＬｉｔ） ＝ α０＋ɤＸ ｉｔ＋τｉ＋ηｔ＋εｉｔ （５）

其中， Ｘ ｉｔ代表影响生产分割水平的一系列重要因素， τｉ、 ηｔ分别控制区域和年

份差异， εｉｔ为随机扰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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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区域价值链分工的空间解构性质， 因变量依次包括总生产分割阶段数

（ＧＰＳＬ）、 域内生产分割阶段数 （ＲＰＳＬ）、 国内域外 （ＯＰＳＬ） 和国际域外生产分割

阶段数 （ ＩＰＳＬ）。
控制变量综合考虑如下： 市场规模 （ｓｃａｌｅ）， 市场规模决定区域分工和专业化水

平， 进而外在表现为促进生产链条延长和生产复杂度提升， 这里用以 ２０００ 年为基期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消胀后的人均生产总值表示； 对外开放度 （ｏｐｅｎ）， 用进出口总额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 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禀赋 （ｅｍｐｌ、 ｃａｐｉ）， 对区域劳动力

禀赋， 以年末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衡量， 对资本要素禀赋， 以每万平方公里内固定资

产投资密度表示 （用 ２０００ 年为基期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消胀）； 创新能力 （ ｉｎｎｏ），
相比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禀赋， 区域创新能力会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其价值链分工拓展，
这里用各区域国内专利申请受理数表示； 工资水平 （ｗａｇｅ）， 这里用 ２０００ 年为基期商

品零售价格指数消胀处理过的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表示； 产业结构 （ｓｔｒｕｃ）， 产业

结构同样会影响一个区域在价值链分工中的定位， 这里以各区域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

总值比重表示； 市场化制度 （ ｉｎｓｔｉ）， 从政府经济干预角度衡量市场化水平， 这里用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表示； 环境规制 （ ｅｎｖｉｒ）， 参考傅京燕

（２０１０） ［３０］的方法， 基于各地区二氧化硫排放、 烟尘排放、 粉尘排放、 废水排放和固

体废物排放情况， 从污染强度方面反映各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 基础设施 （ ｉｎｆｒａ），
这里以每万平方公里内的铁路、 公路和水运里程之和表示； 产业多样化 （ｈｈｉ）， 区域

完备的产业体系同样有利于分工细化， 这里用基于工业分行业企业数构建的赫芬达尔

指数表示。
关于数据来源， 区域生产分割阶段数在综合跨国和我国跨区域投入—产出表基

础上， 通过嵌套方式计算得到。 自变量数据中， 用来计算环境规制的各类污染排放

指标数据来自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计算产业多样化的工业细分行业企业数来自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其他变量原始数据均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 和国研网数据

库。 此外， 考虑到因变量数据的特点， 计量处理中考察样本期限统一为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且各变量最终均以对数化形式带入方程。

（二） 基准估计与结果解释

空间解构视角下八大区域拓展价值链分工的估计结果见表 ２， 前四列是同时控

制区域和年份差异的双向固定效应， 后四列是基于残差项存在异方差、 组间相关和

一期自相关设定下的可行广义最小二乘 （ ＦＧＬＳ） 估计。 无论针对总生产分割

（ＧＰＳＬ） 还是其解构各部分的回归， 较之双向固定效应， 更多变量在 ＦＧＬＳ 估计下

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同预期相符。 就所考察各因素对区域总生产分割作用的情况来

看， 对外开放度 （ｏｐｅｎ） 在 ５％水平显著为正， 这表明深化开放仍然重要。 特别是

结合实际情况来看， 我国正加快推进以 “负面清单” 为重大举的措服务业领域开

放， 这必将深度拓展我国与境外的价值链分工联系。 各类要素禀赋作用中， 劳动力

（ｅｍｐｌ） 和资本 （ｃａｐｉ） 均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 创新要素禀赋 （ ｉｎｎｏ） 则在 １％水

平显著为正。 对一个区域来说， 尤其在初期阶段， 劳动力和资本是保证其能够参与

价值链分工、 并在有限范围内拓展生产分割水平的重要条件。 但在区域向价值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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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方面， 劳动力和资本的作用不仅有限， 而且还会因为 “固
化” 效应表现为不利影响。 与此相反， 创新要素禀赋则能够发挥较为稳健的促进

作用。 市场化制度 （ ｉｎｓｔｉ） 和环境规制强度 （ ｅｎｖｉｒ） 均在 １％水平显著为负。 该结

果表明区域市场化制度环境越完善， 越有利于拓展价值链分工联系； 区域环境规制

越强， 越不利于总生产分割水平的提升。

表 ２　 中国八大区域价值链分工拓展及其空间解构的基准估计

方法 固定效应 ＦＧＬＳ 估计

因变量 ＧＰＳＬ ＲＰＳＬ ＯＰＳＬ ＩＰＳＬ ＧＰＳＬ ＲＰＳＬ ＯＰＳＬ ＩＰＳＬ

方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ｓｃａｌｅ

ｏｐｅｎ

ｃａｐｉ

ｅｍｐｌ

ｉｎｎｏ

ｗ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

ｉｎｓｔｉ

ｅｎｖｉｒ

ｉｎｆｒａ

ｈｈｉ

常数项

区域

年份

Ｒ２

Ｆ ＼ Ｗａｌｄ

样本量

－０ １１６ －０ ２７８ －０ １８６ ０ ３４９ －０ ０９６６ 　 －０ １３４ 　 －０ ２１９∗∗ 　 ０ １４１

（－０ ３６７） （－１ ０２５） （－０ ８７１） （０ ９５７） （－０ ６０６） （－０ ８９０） （－２ ２４６） （０ ９４０）

０ ２５９∗∗ ０ ３７７∗∗∗ －０ １５３∗ ０ ０３６ ０ １６４∗∗ ０ ２１３∗∗∗ －０ ０７０６∗ ０ １６５∗∗

（２ ０８６） （３ ５５２） （－１ ８２７） （０ ２５２） （２ ０９９） （４ １８５） （－１ ６７７） （２ ３００）

０ ０２１ ０ ２０２∗ －０ ０９１ －０ ０９１ ０ ００５９９ ０ １９０∗∗∗ －０ ０１６３ －０ １１５∗∗

（０ １５５） （１ ７７７） （－１ ０１６） （－０ ５９３） （０ ０９６） （３ ２３７） （－０ ７７５） （－２ ０９９）

－０ ２２８ －０ ３２５∗ ０ ２０５ －０ １１１ －０ １２２ －０ １７７∗∗∗ ０ ２２４∗∗∗ ０ ０５５９

（－１ １３７） （－１ ８９７） （１ ５１９） （－０ ４８１） （－１ ５７３） （－２ ６６４） （４ ５６１） （０ ６４５）

０ ０８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３９ ０ １１７∗∗ ０ ０７９５∗∗∗ －０ ００５７２ －０ ０２５５∗∗ ０ ０７３∗∗∗

（１ ６３０） （０ ０９２） （－１ １４１） （２ ００９） （２ ５８８） （－０ ３５３） （－２ ２６７） （２ ８８２）

－０ ２７４ －０ ２６６ ０ ２２６ －０ ２３６ ０ ０７３３ －０ ２８４∗∗ ０ １８１∗ ０ １３２

（－０ ８５６） （－０ ９７３） （１ ０４８） （－０ ６４４） （０ ５１５） （－２ ０８７） （１ ９３１） （０ ８３３）

－０ ４１６ －０ ２３７ －０ ３５２ ０ １６１ ０ ０３４８ －０ ８６３∗∗ －０ ２２３ ０ ２８９

（－０ ５０６） （－０ ３３８） （－０ ６３６） （０ １７１） （０ ０７６） （－２ ２０４） （－０ ７９９） （０ ６６２）

－２ ２９５∗∗∗ －２ ０１７∗∗∗ ０ ２８５ －０ ５６７ －１ ７５２∗∗∗ －１ ５６９∗∗∗ ０ １４８ －０ １０５

（－４ ２１５） （－４ ３３５） （０ ７７７） （－０ ９０７） （－４ ６９８） （－６ ２４８） （０ ９６１） （－０ ２８１）

－０ ３４７∗∗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２ －０ ３３５∗∗ －０ ２４４∗∗∗ －０ ０４６２ ０ ０２４３ －０ ２３∗∗∗

（－２ ５０６） （０ ０８０） （－０ ２３６） （－２ １０４） （－３ ２４４） （－０ ８４４） （０ ５８８） （－４ ７３７）

０ ２３３ ０ ４０８∗∗∗ －０ １０３ －０ ０７３ ０ ０１９５ ０ ３７４∗∗∗ －０ ０７７ －０ ２２２∗

（１ ５１０） （３ １０１） （－０ ９９４） （－０ ４０９） （０ １６９） （４ ９５５） （－１ ５６２） （－１ ９３）

２ １８３ －７ ４６０∗ １ ３５９ ８ ２５９∗ １ ９２８ －２ ５４７∗ －０ ６０１ ６ ６２７∗∗∗

（０ ４４７） （－１ ７８６） （０ ４１３） （１ ７４１） （０ ７９５） （－１ ７５２） （－０ ４７） （３ ０９２）

７ ５９２∗∗ ４ ７６５ －０ ０７３ ２ ９５３ ４ ５３４∗∗ ３ ８４５∗∗∗ －０ ６９６ １ ０４５

（１ ９８８） （１ ４６） （－０ ０２８） （０ ６７３） （２ ５０５） （２ ８２８） （－０ ６１４） （０ ５０８）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０ ８２７ ０ ９６６ ０ ９４４ ０ ９６８

１６ ６７ ９７ ９８ ５８ ２３ １０４ ７ ２３ ５００ ４ ４８７ ９９１ ４ １８２ ６５０ ７ １３７ ８７４ ３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显著； 方括号中数字为 Ｔ 或 Ｚ 统计量；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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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ＧＬＳ 估计中， 更多因素表现出对域内生产分割水平 （ＲＰＳＬ） 的作用。 其中，
变量 ｏｐｅｎ、 ｃａｐｉ 和 ｉｎｆｒａ 均表现为显著促进作用， 表明区域对外开放度提升、 资本

深化和基础设施条件改善， 均有助于区域拓展内部价值链分工联系和延伸价值链复

杂度。 劳动力禀赋 （ ｅｍｐｌ） 和工资成本 （ｗａｇｅ） 至少在 ５％水平显著为负。 变量

ｉｎｓｔｉ 同样在 １％水平显著为负， 这表明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并不利于域内价值链分工

拓展。 鉴于该变量对国际生产分割 （ ＩＰＳＬ） 和国内域外生产分割 （ＯＰＳＬ） 的负向

作用均不显著， 这更进一步表明， 地方自主权增强虽然调动了政府发展域内经济的

积极性， 但也引致保护主义盛行和地区间过度竞争。 这最终不仅无法达到通过

“以邻为壑” 实现自身发展的目的， 反而会消耗并削弱域内竞争力。 变量 ｈｈｉ 系数

同样显著为负， 从该指标内涵出发， 这反而说明产业多样化特点越明显， 越有利于

增进域内生产分割水平。 从另一个角度理解， 这也意味着在大区域空间尺度， 产业

集中度越高， 越不利于域内产业链条的拓展与延伸。
再关注相关因素对国内域外生产分割 （ＯＰＳＬ） 和国际域外生产分割 （ ＩＰＳＬ）

的作用特点。 市场开放 （ｏｐｅｎ） 对国际域外生产分割作用也显著为正， 但对国内域

外生产分割的拓展则存在显著不利影响。 此对比结果表明， 过度嵌入国际价值链分

工循环会在一定程度上割裂国内不同区域间的分工联系。 对国内域外生产分割拓展

而言， 劳动力要素禀赋 （ｅｍｐｌ） 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创新能力 （ ｉｎｎｏ） 更有助于

拓展国际域外生产分割联系。 环境规制 （ ｅｎｖｉｒ） 主要阻碍了各区域国际域外价值

链分工联系的拓展。
（三） 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估计方面， 本文首先考虑加入因变量滞后一期并采用 ＧＭＭ 方法估计。
结果见表 ３， 除变量 ＩＰＳＬ 滞后一期不显著外， 变量 ＧＰＳＬ、 ＲＰＳＬ、 ＯＰＳＬ 滞后一期

均至少在 １０％水平显著为正， 这表明我国各区域拓展域内、 国内域外价值链分工

联系已经形成明显的 “自增强” 特点。 这一发现与图 １ 定量比较所得观察结论是

一致的。 再就相关因素对各类型生产分割作用的构成特点来看， 与表 ２ 结果基本一

致， 更多变量主要表现出对域内生产分割的显著影响。 考虑到中国目前仍主要是在

制造行业领域参与价值链分工， 再估计对因变量做了替换， 即用各区域制造部门生

产分割水平及其空间解构各部分进行回归。 由方程 （５） — （８） 拟合情况可见，
多数变量对生产分割解构各部分的作用特点同总体估计仍基本一致， 更多因素还是

对各区域拓展域内价值链分工联系存在显著影响。
（四） 内在机制探讨

技术处理上， 本文将各区域总生产分割解构为域内、 国内域外和国际域外生产

分割。 但各部分究竟呈现互补还是替代关系， 仍不清楚。 因为其中任何一部分增

长， 都有可能通过削弱其他类型生产分割， 引致总生产分割水平变动的不确定， 故

而机制探讨重点关注于此。 本文首先考察各分解部分对总生产分割的直接影响， 考

虑到解构各部分作用可能存在的内生性， 这里均采用其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

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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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区域价值链分工拓展及其空间解构的稳健性估计

方法 考虑因变量滞后一期的 ＧＭＭ 估计 区域制造业生产分割的 ＦＧＬＳ 估计

因变量 ＧＰＳＬ ＲＰＳＬ ＯＰＳＬ ＩＰＳＬ ＧＰＳＬ ＲＰＳＬ ＯＰＳＬ ＩＰＳＬ

方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滞后项

ｓｃａｌｅ

ｏｐｅｎ

ｃａｐｉ

ｅｍｐｌ

ｗａｇｅ

ｉｎｎｏ

ｓｔｒｕｃ

ｉｎｓｔｉ

ｅｎｖｉｒ

ｉｎｆｒａ

ｈｈｉ

常数项

区域

年份

Ｓａｒｇｅｎ

Ｐｒｏｂ

ａｒ （２）

Ｆ ＼ Ｗａｌｄ

样本量

　 ０ ４１１∗∗∗ 　 ０ ２６３∗∗ 　 ０ ２２５∗ 　 ０ １３４

（３ ９２９） （２ ０１４） （１ ７６４） （１ ５０１）

－０ ２２５ －０ １００ －０ ７９５∗∗ ０ ６６５ 　 －０ ０５８１ －０ １７３ 　 －０ ３８９ 　 　 ０ ２９６

（－０ ４３１） （－０ ２３４） （－２ ２７４） （１ １３０） （－０ １８６） （－０ ５２９） （－１ ２２５） （０ ７９４）

０ ２３９ ０ ３７５∗∗∗ －０ １００ －０ ０３０ ０ １５６ ０ ４１４∗∗∗ －０ ２６５∗∗ －０ ０３１０

（１ ５５８） （３ ００３） （－１ ０２２） （－０ １８０） （１ ２７４） （３ ２３７） （－２ １３３） （－０ ２１２）

０ ００６ ０ ２０２∗ －０ １０３ －０ ０９１ ０ ００２８１ ０ ２５５∗ －０ １５７ －０ １４８

（０ ０４０） （１ ７７７） （－０ ９９１） （－０ ５３７） （０ ０２２） （１ ８６２） （－１ １８０） （－０ ９４５）

－０ ２２４ －０ ３５３∗ ０ ２７１ －０ １４７ －０ ０８１７ －０ ３５３∗ ０ ３６９∗ －０ ０９０２

（－０ ８９０） （－１ ７１２） （１ ５９２） （－０ ５２１） （－０ ４１４） （－１ ７０７） （１ ８３７） （－０ ３８２）

－０ ２４７ －０ ３３４ ０ ３３７ －０ ２５７ －０ ２２４ －０ ４３５ ０ ３５８ －０ １４１

（－０ ６３０） （－１ ０３８） （１ ２８３） （－０ ５８４） （－０ ７１２） （－１ ３２３） （１ １２２） （－０ ３７６）

０ ０７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５３ ０ １２８∗ ０ ０９０４∗ ０ ００８８８ －０ ０６３５ ０ １１７∗

（１ ３０３） （０ ０２９） （－１ ３５２） （１ ８７１） （１ ８０８） （０ １７０） （－１ ２５０） （１ ９５６）

－０ ２０１ －０ ２７９ ０ １１２ －０ ０５５ ０ ６５２ ０ ２９１ －０ ２２８ ０ ５２３

（－０ １７７） （－０ ３０２） （０ １５１） （－０ ０４３） （０ ８０７） （０ ３４４） （－０ ２７８） （０ ５４２）

－２ ０８４∗∗∗ －２ ０６２∗∗∗ ０ ５２６ －０ ５９９ －２ ９９６∗∗∗ －２ ５６８∗∗∗ ０ ４６１ －０ ９８８

（－２ ８０３） （－３ ５０３） （１ ２０７） （－０ ７９８） （－５ ５９４） （－４ ５８２） （０ ８４６） （－１ ５４４）

－０ ３１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６ －０ ３４９∗ －０ ２０６ －０ ０１８９ ０ ０３５８ －０ １９５

（－１ ９３５） （０ ０８１） （０ ２４１） （－１ ９０１） （－１ ５１４） （－０ １３２） （０ ２５８） （－１ １９７）

０ ２４３ ０ ３５０∗ ０ ０８４ －０ １８５ ０ ３３０∗∗ ０ ５５４∗∗∗ －０ １５８ －０ ０９０４

（１ １２６） （１ ９４９） （０ ５９３） （－０ ７６７） （２ １８０） （３ ４９０） （－１ ０２５） （－０ ４９９）

１ ５１９ －６ ７５４∗ －１ ８８６ １０ ０４∗ １ ９２１ －９ ７４５∗ ３ ０６３ ８ ４０９∗

（０ ２３８） （－１ ８７１） （－０ ４５０） （１ ９４１） （０ ４００） （－１ ９３７） （０ ６２７） （１ ６８４）

７ ０３８ ３ ５２８ ２ ３３９ １ ３３６ ３ ７３４ ４ ２５１ －０ １９５ ２ ００６

（１ ５５７） （１ ０８４） （０ ７０７） （０ ２３６） （０ ９９４） （１ ０８２） （－０ ０５１） （０ ４４７）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２ ９２ｅ－１４ ８ ８５ｅ－１６ ５ ２８ｅ－１７ ６ ３１ｅ－１８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９６１７ ０ ６３０３ ０ ６３４４ ０ ２９７

３２９ ７４ １ ９７２ ５１ １ １６６ ０５ ２ ０５７ １０ ２１ １９３ ５３ ４５ ７６６ ９２ １３ ３６０ ０５ １５ ７７４ １２

１０４ １０４ １０４ １０４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表 ４ 结果显示， 域内和国际域外生产分割均在 １％水平上表现为促进作用， 而

国内域外生产分割作用则在 １％水平显著为负。 再就解构各部分彼此间作用特点来

看， 对应系数均在 １％水平显著为负。 这表明在较大区域尺度， 生产分割解构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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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间主要还是表现为替代关系。 分析揭示两点重要规律： 其一， 国际域外生产分

割尽管能够促进总生产分割水平提升， 但较强的独立扩展性决定了其 “飞地” 发

展特征， 进而对总生产分割的增进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 “掩盖” 国内价值链缩减

事实。 作为该观点的佐证， 刘志彪 （２００９） 曾指出， 对加入发达价值链分工体系

的我国东部地区企业而言， 其产业循环链条基本是被国际大买家控制的。 这种外

向型价值链分工联系不仅主动性和可控性弱， 而且不具有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延伸

性和拉动性。 其二， 国内空间尺度 （域内和国内域外） 价值链分工联系已经构

成我国各区域总生产链条拓展的主体。 尽管国际域外生产分割不断缩减， 国内价

值链条延展已经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抵消前者衰退的影响， 进而保证各区域总价值

链条拓展依然稳健地表现出 “自增强” 特点。 该发现与 Ｂｅｖｅｒｅｌｌｉ 等 （２０１６） 的研

究结论一致， 其也认为一国国内价值链构成总价值链分工拓展必须依赖的国内

基础。

表 ４　 区域价值链分工的空间解构及其内在作用机制讨论

方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因变量 ＧＰＳＬ ＧＰＳＬ ＧＰＳＬ ＤＰＳＬ ＤＰＳＬ ＩＰＳＬ

解释变量 ＤＰＳＬ ＯＰＳＬ ＩＰＳＬ ＯＰＳＬ ＩＰＳＬ ＯＰＳＬ

回归系数 ０ ４７８∗∗∗ －０ １２５∗ ０ ５４５∗∗∗ －０ ２５５∗∗∗ －０ ２１３∗∗∗ －０ ７２４∗∗∗

Ｚ 统计量 （８ ３１） （－１ ８２） （１６ ７１） （－２ ９８） （－７ ０５） （－１５ ２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区域 ＼ 年份 是 ＼ 是　 　 是 ＼ 是　 　 是 ＼ 是　 　 是 ＼ 是　 　 是 ＼ 是　 　 是 ＼ 是　 　

Ｗａｌｄ 值 ２５ ２７９ ９６ ４３ ８９６ ７６ ２４ ３１８ ９６ ３５３ ５４２ ９９ ６３７ ２５３ ７９ １５３ ５９７ ０３

样本量 １１２ １１２ １１２ １１２ １１２ １１２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八大区域空间划分尺度下， 剖析了我国所构建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解构特

征， 进而揭示其空间拓展的基本规律和驱动因素。 借助生产分割阶段数测度， 在各

区域域内和国内域外价值链分工同国际域外价值链分工拓展 “一升一降” 替代关

系的基础上， 进一步通过实证重点揭示了相关因素对总生产分割及其解构各部分作

用的异质性特点。
围绕相关结论， 本文得出两点启示： 其一， 嵌入发达国家所主导价值链分工循

环是重要的发展契机， 但绝不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逆全球化” 带来的不确

定性增长会继续削弱外部价值链分工联系的影响， 但这反而凸显国家内部价值链构

建在提升我国价值链分工联系中的重要性。 特别是得益于各区域域内价值链分工拓

展日益增强的多因素驱动特点， 国内价值链构建已经具备更强的灵活性， 这种灵活

性决定了各区域应提高在 “以我为主” 国家价值链构建中的精准定位。 其二， 尽

管我国内部价值链条延展主要还是依托各区域域内分工联系的增强， 但区域间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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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的较快发展也已成事实。 并且可以预见的是， 国家内部跨区域价值链分工联系

仍有较大拓展空间。 为此， 在国家宏观层面， 应继续强化跨区域发展政策的统筹

性， 将增进区域协同发展的重心放在增强区域间多边联系下的发展机会与收益共享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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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ｊ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ｔａｂｌｅ ｉｎｔｏ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ｇｒｏ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ｅｇ⁃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ｉｎｔｒ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ｗ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ｒ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ｔｗｏ ｍａｊｏｒ ｐａｒｔ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ｘｔｒ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ｆａｓｔ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ｔｏｒ． Ｎｏ ｍａｔｅｒ ｗｈａ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ｃｌｅ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ｓｐａ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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