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我国产业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对策研究 

——基于亚洲生产网络的分析 

万千
1
 

摘要：随着我国制造业的高速发展，我国逐渐成为亚洲生产网络中心。对亚洲生产网络主要经

济体贸易结构和价值链地位变化情况比较分析，发现我国出口的实际增加值低，大部分产业处

于价值链中低端，经济持续增长面临严峻挑战。对出口附加值指标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增长并不

是所谓的“出口驱动”，本国市场与本土企业才是增长的关键。通过比较亚洲主要经济体的国

际分工与产业政策，为我国提升价值链地位提出建议，包括转变产业政策，注重构建自主生产、

创新能力，鼓励本土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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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上世纪中后期以来，得益于欧美经济体旺盛需求以及制造业重新布局，亚洲生产网络逐渐

崛起，特点是外向型加工贸易和垂直专业化贸易。我国制造业迅猛发展导致亚洲生产网络格局

的巨大变化，产品内分工推动亚洲生产网络内部的梯次转移，即四小龙等经济体向价值链上端

迈进。随着我国劳动力与资源价格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组装装配等生产环节纷纷转移到我国内

地，亚洲生产网络的新格局演变为日本、四小龙、东盟等经济体根据比较优势提供不同层次、

不同类型的中间产品，如日韩以高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电池等核心元件为主，东盟以低增加

值的零配件为主，出口到我国内地，加工组装为最终产品出口全球。2005 年亚洲生产网络超

越欧洲成为世界第一大生产网络。在这一新格局中，我国作为整合平台向全球出口制成品，成

为“世界工厂”，在广度与深度上大大拓展了亚洲生产网络。在这一国际贸易格局演变中，亚

洲主要经济体价值链上的位置如何变化？我国崛起为亚洲生产网络中心如何影响其他经济体？

我国应如何提升价值链地位？	

为更好理解国际贸易的真实分工情况，学者构建了贸易增加值分析框架，发现贸易增加值

显示的国际分工与传统数据相差甚远（Koopman	et	al，2008）。Koopman等（2008）率先构建

了测度加工贸易的出口国内增加值和进口增加值的方程。黄先海、杨高举（2010）通过计算国

内完全增加值系数以及“加权的增加值—生产率”刻画了我国高技术行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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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2014）构建增加值指标测度我国不同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与国际分工地位，发现不同

行业、不同技术层次部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路径存在巨大差异，存在低端锁定。本文深入

分析亚洲生产网络中的我国产业价值链地位，比较亚洲主要经济体的国际分工地位与发展模式，

为我国提升价值链地位提出建议。	

二、我国在亚洲生产网络内价值链地位比较分析	

为明确我国在亚洲生产网络中的地位，本文比较贸易数据研究亚洲主要经济体在价值链中

的变化，对比分析我国所处的价值链地位与原因。	

OECD的 TIVA数据显示 1995-2009年间我国出口增长最快，韩国与新加坡紧随其后。各经

济体出口依存度都有所上升，韩国的出口依存度增加最显著，而新加坡的出口依存度一直保持

在六地区之首。从净出口来看，韩国、香港从净进口转变为贸易顺差，新加坡仍保持最高的贸

易顺差比重，而我国的贸易顺差比重也翻了一番。由于亚洲生产网络的发展与垂直专业化程度

加深，日本、亚洲四小龙与我国的出口增加值比例都有所下降。横向比较来看，日本的出口增

加值比例最高，香港位居第二（主要得益于其高增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我国占据第三。本

国增加值占国外最终需求比重最高的是新加坡，其次是台北和香港。出口比重（Export	 Ratio）

即本国增加值占总的最终需求比重最高的是日本，其次是香港和我国。这三个指标之间的差别

值得我们进一步详细探讨。服务增加值占总出口比重整体上升，其中香港、新加坡的服务增加

值比重最高，超过 50%；我国的服务增加值比重最低，不到总出口的 30%，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再通过 UNCTAD数据比较日、台、韩、港、新对中美的出口结构，发现 1995到 2013年间，

台湾对美国进出口的数量与结构基本不变，对我国出口达 1995年的 223倍（基数小），结构升

级，从中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到高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韩国对美国出口翻倍，对我国出口增长

为 1995 年的 16 倍；出口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5 年尚有 31%的劳动与资源密集型制

成品对我国出口，而到 2013年这一比例已降至 3%，以中高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香港对美国

出口总量基本不变，对我国出口增长明显少于其他经济体，这显示出其加工贸易转移，制造业

空心化，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主。新加坡对我国出口增加（23倍），以高技术产品为主。我

国巨大的市场规模促进了其他国家扩大生产贸易规模，也体现了我国崛起为“世界工厂”促进

了亚洲主要经济体向国际分工的更高层次迈进。我国强大的组装生产能力，使得各经济体能够

专注于更高增加值的高端研发与生产环节。	

如今亚洲生产网络中主要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皆为我国（印度、东盟与台湾除外）。然

而，我国仍主要处于组装装配环节，依赖东亚和东南亚所生产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新型产品

内分工），依赖国外能源资源和欧美的关键设备和技术（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只能通过压低

劳动力工资与资源环境成本获取较少的增加值。Xing，Y.	 和 N.	Detert（2010）指出成本为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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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的苹果	 IPhone	3手机在我国组装只有 6.5美元增值，其中 60.6	 美元的零部件来自日本，

30.2美元的零部件来自德国，23.0美元来自韩国，10.8美元来自美国。Meng和Miroudot（2011）

指出虽然美国对中国存在巨额贸易逆差，然而考虑真实的净增加值，美国对我国实质上是贸易

顺差，即我国从美国购买了价值 7300万美元的产品。	

亚洲生产网络中，日本和四小龙将优势资源集中到高增加值领域，牢牢掌控核心技术。Ernst

（1997）发现日本企业将相对复杂的零部件外包给新加坡、台湾等生产，自身专注于技术密集

的专业化生产研发。Yamashita（2007）发现生产环节对外转移和研发环节内部集中的分工模

式对日本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升级具有显著影响。根据 IDE-JETRO 和 WTO 对我国与日本进出口

中间产品的研究发现，我国大量进口资本、知识密集型产品如集成电路、电子元件等，再加工

组装出口。WTO基于 UN	Comtrade数据库估算出我国、美国、日本三大经济体之间双边贸易，

发现我国从美、日大量进口中间品，出口消费品，而美国、日本双边贸易中中间产品的进出口

基本相等，我国在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和价值链中的位置仍然有待提升。	

OECD 的 TIVA 数据库的国外最终需求中本国增加值占 GDP 指标能够较好体现我国对外出

口中获得的真实收益占 GDP 的比重。2009 年我国出口在最终国外消费中获得的实际增加值占

GDP 的 16.6%，和 1995 年 16.33%基本持平。可见出口对我国 GDP 的实际影响并没有那么大。

我国增加值意义上的“增长”并不是所谓的“出口驱动”，中央与地方政府应更重视本国市场

与本土企业，从招商引资转变为构建自主生产体系、创新能力与自主品牌。	

韩国汽车产业崛起：成功构建自主生产体系与创新能力	

Wind韩国汽车和零配件进出口数据显示，1977年韩国汽车与零配件尚高度依赖国外进口，

三年后韩国就开始出口整车。早期出口建立在零配件进口、加工组装的基础上，然而 1997 年

起韩国汽车零配件从净进口转为净出口，基本实现了自主生产。2012 年韩国现代集团销售量

位居全球第五，利润率稳步上升到 10%以上。拥有自主生产体系使得韩国汽车产业能够更好地

从价值链获益。	

韩国从上世纪 70年代起就开始建设自主生产体系，政府注重引导，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基础研发与营销支持。其汽车工业从组装起步，到引进技术、提高国产化，再到自主开发生产

车型，确立量产体制，九十年代起实现技术独立研发，参与海外竞争，拓展海外市场。值得注

意的是韩国零部件奖励政策：一旦某零部件达到了规定的价格和质量标准，就停止进口，以确

保同期本国汽车公司能安心消化核心技术，提升自主研发生产能力。这一政策有效促进了关键

零部件的自主生产能力。韩国企业在与国外汽车公司合作时，主要采取技术引进方式，确保本

国企业的独立性、话语权和自主品牌。	

我国 2013年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汽车销量高达 16.3万辆（2014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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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汽车报告）。我国具有市场规模庞大的天然优势，然而“市场换技术”使国有车企满足于合

资带来的高利润，缺乏动力进行自主生产与创新，而民营车企又势单力薄，难以与跨国巨头、

合资车企竞争。Sabrina（2015）实证研究发现，汽车合资企业中外资带来的技术溢出非常有限，

不足以抵消合资导致中国本土汽车企业创新动力降低造成的消极影响。“市场换技术”政策扭

曲了合资车企的激励机制，阻碍了其自主创新生产。	

香港产业结构转型：从“前店后厂”到国际金融航运中心	

香港以出口型加工制造业起家，之后借着内地改革开放的春风，将制造业逐渐迁移到成本

更低的广东沿海，形成“前店后厂”的服务贸易形式。凭借地缘优势，香港金融、物流、商业

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发展，崛起为国际金融航运中心。Wind 数据显示，香港产品出口量

自 90年代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到 2013年已经远远低于转口货值；其转口贸易尤其是对我国

的转口货值从 1972 年以来快速增加。这体现了香港制造业重心从香港转移到了内地沿海，本

地区主要从事转口贸易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供给，尤其是航运物流与金融业。近几十年来转口货

值、离岸贸易的迅速上升则体现了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地位，而其供应链管理也以我国内地庞大

的实体经济为支撑得到飞速发展。根据香港贸发局数据，2012 年香港成为全球第十大贸易经

济体。	

过去三十年间，伴随着内地改革开放，香港从最初的中低端制造业成功转型为全球金融中

心与航运中心。然而，对于我国这样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香港这种完全以生产性服务

业为主的发展模式只能适用于一两个国家级城市如上海、深圳。我国大部分地区仍然需要借鉴

韩国经验和产业政策，大力发展自主创新生产能力与自主品牌，提升本国价值链地位与增加值。	

三、我国价值链提升的对策建议	

研究发现我国价值链地位较低。Robert	Koopman,	Zhi	Wang和 Shang-Jin	Wei（2008）通过

用投入产出法计算出我国出口产品中的本国增加值与外国增加值，发现在我国的外资企业出口

的平均国内增加值比重最低（2007 年 44%），合资企业 57%，国企 72%，民营企业最高 81%。

不同性质企业的平均国内增加值比重为 60.6%，只有外资企业与合资企业低于这一平均水平。

将企业分为加工贸易与非加工贸易型，发现加工贸易型企业出口中的本国增加值明显偏低，是

非加工贸易型企业本国增加值的一半或更少。综合生产贸易类型与产权性质两方面，外资加工

贸易企业出口对本国增加值贡献最少，而民营非加工贸易企业出口对我国实际增加值贡献最大。

Yang	Gaojua和 Huang	 Xianhai（2014）研究发现，提高我国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是

自主技术创新以及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要素的协同性提升，而 FDI 溢出效应的作用相对有限。	

因此，提升我国价值链地位关键在于构建自主生产能力与品牌，鼓励本土民营企业发展。

应学习日韩，制定长期产业战略规划、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扶持本国产业发展壮大。当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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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注意促进有效竞争，推动本国产业自主生产研发能力不断提升。转变生产方式，从过去的

“制造工厂”转型为“创新研发中心”。充分运用已有的生产能力，发挥人力资本与地区资源

禀赋差异的优势，在东、中、西部进行不同层次的生产布局，增强本国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

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改进产业政策、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本土企业发展自主生产和创

新能力；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社会的创新创业活力，从“世界工厂”升级为“研发

与高端制造中心”，为新一轮经济增长提供强劲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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