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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和附加值贸易统计的发展 

 

 

摘要：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全球供应链把生产网络上的国家紧密联系在

一条价值链上，生产者服务则是连接供应链的重要纽带。在此背景下，世界权威机构正在大力推动附加值

贸易统计方法并取得了较大进展，将其作为全球价值链下对世界贸易统计的一种新的核算方法。在附加值

贸易统计下，世界贸易构成以及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发生结构性变化。于是，各经济体不断扩大

自身的附加值贸易，进而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和收益。全球价值链的不断演进与扩散效应，将

对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投资和跨国生产产生深刻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 全球价值链；附加值贸易统计；政策含义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成为当今世界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主要特征。全球价值链的发

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也改变了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和生产模式。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受全球价值链

以及当前世界先行的商业和法规环境、新技术、公司观念和战略、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国际生产分割（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现象出现了。在新型国际生产体系中，国际组织和政策制定

者将弥合传统规则制定和经济现实的隔阂。例如，OECD 和 WTO 正致力于对国际生产分割进行规模、本

质和结果的综合统计和分析工作。UNCTAD 也开始实施与之相关的投资发展方面的新研究。 

技术、体制和政治变革的综合作用导致了全球生产和贸易网络兴起，进而影响到贸易模式。各国都不

同程度地参与全球价值链，但是参与程度依赖于供应链上下游的关联程度。在此过程中，附加值贸易（Trade 

in Value Added）统计成为准确衡量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经济利得的一种更好的核算方法。这种新的核

算方法将改变传统的贸易统计结果，还原国际贸易的真实规模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目前，世界上许多研

究机构正纷纷开展测度附加值贸易的研究项目，估算方法也在不断演进。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给世界贸易和投资带来了不少政策启示。不断推进的国际生产分割也具有很重要的

政策含义，包括强调参与价值链的国家若要获得经济收益，就必须具有开放、透明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以

此吸引外国供应商、国际投资者和国内生产者。因此，如何更好应对变化世界中的全球价值链与生产网络

发展趋势，是各国制定贸易和投资政策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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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与生产者服务 

全球价值链在倡导经济自由化的当今世界获得了全面发展。对于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是其获得巨大

收益的重要路径。发达国家掌控着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占据着“微笑曲线”的两端位置，所得到的贸易和

投资收益最大。例如，在东亚国际生产网络中，经济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就掌控着产品的研发、

设计和营销等环节，而中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就成为加工工厂，仅赚取微薄的利润。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扮演着全球价值链上、下游不同的角色，形成了新型国际生产体系。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

产的上游高技术零部件就越多，发展中国家则主要生产下游劳动力密集型零部件并完成组装任务。 

全球供应链上的活动包含生产制造和服务活动。服务活动一般位于生产制造活动的两端，上游服务多

指研发和产品设计等活动，下游服务则指产品的运输和销售渠道。供应链上的服务活动应该得到重视，因

为制成品价格中相当一部分是服务活动的成本，有的比制造成本还高。也就是说，上下游的服务活动在产

品附加值中占很大比重，而中间环节投入品的制造以及最终组装则未必创造出更大的产品附加值。 

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联系作用至关重要，供应链（Supply Chains）生产模式更能凸显服务密集型的

生产方式。尤其是附加值核算用于测度全球贸易，使得全球供应链对服务的依赖越发明显。供应链可被视

作连接货物和服务市场的一条纽带，这些市场相互依存，一旦一个市场发生变化将会影响到其他市场。这

种互补性也被称作连带需求（Joint Demand），其与需求的交叉弹性负相关。 

Acer 公司创始人 Stan Shih 提出的“微笑曲线”描绘了全球价值链上游高附加值部件的研发、设计和

市场营销等环节，以及下游低附加值制造和组装环节的结构图。“微笑曲线”也强调了生产者服务在供应

链上的作用，并明确生产者服务属于价值链的高附加值部分。但是在现实商业环境中，有些服务业也属于

劳动密集型，比如零售业。所以，判断附加值的高低还在于其创造价值的多少。对于如何测度，货物和服

务的本质区别在于有形性，服务的无形性使其很难辨别和测量。从统计的角度看，服务的核算要考虑其是

否为外部交易。在生产货物产品的供应链上，服务都是算在国内，并没有外部交易的记录，不像货物产品

既有产出数量又有贸易额来显示。 

服务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它几乎存在于任何经济活动中，特别在生产者服务领域，如

运输、通讯、金融和商业服务等。于是，商业服务常被看做是供应链的“粘合剂”，能确保生产链条的顺

畅运营。生产者服务在许多非生产环节，如品牌、市场营销、配送、售后服务等领域也大量存在，因为现

代通讯和运输技术提高了服务的可贸易性。 

长期以来，服务业在全球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世界银行 2012 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显示，2010 年

服务附加值占全球 GDP 比重为 70%，而 2000 年为 68%，1990 年仅为 57%。同样，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

中的份额也不可小觑，WTO 的估计认为在国际贸易中跨境服务交易的比重占到总贸易额的 1/5。本文用

OECD/WTO 公布的 2008 年一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在附加值贸易统计下，商业服务出口占世界贸易的 45%，

远高于总值贸易核算下 23%的比重。2009 年 G20 国家出口中内涵的服务贸易平均占比为 42%，个别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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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美国、英国、印度、法国和欧盟达到或超过 50%。 

二  附加值贸易的概念和内涵 

近两年来，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大力推动附加值贸易统计并取得了较大进展，将其作为全球价值链下

对世界贸易统计的一种新的核算方法。附加值贸易考虑了生产链中不同参与者之间贸易的具体情况。传统

国际贸易统计测度的是贸易品的总价值（Gross Value），不仅包括附加值，而且包含所有中间投入品的价值。

从传统国际贸易统计到附加值贸易统计的变动中，统计测度内容从总值变成了附加值。 

作为世界贸易统计的一种新核算方法，附加值贸易统计主要解决跨境贸易中的“重复核算”问题，而

不单纯是准确衡量在出口商品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劳动力补偿、生产税收、营业盈余和固定资产折旧等价值

增值部分。根据国际贸易统计原理可知，一件出口商品的附加值由外国附加值和国内附加值两部分组成。

国内附加值除了上述增值部分以外，还包含国内贡献的投入品。它仅测度商业流动在垂直贸易链条中每一

步骤的净额，而不是把出口货物全部的商业价值都归于供应链的最后链条。所以，附加值贸易统计核算的

是出口贸易中整个国内附加值部分。1举个简单的例子，价值链上有三个国家，国家 A 向国家 B 出口 100

美元的中间品，在国家 B 加工组装后创造了 50 美元附加值，然后再向国家 C 出口总价值 150 美元的产品。

如果按照附加值贸易统计，国家 B 的实际出口为 50 美元，而不是传统核算的 150 美元。所以，国家 B 对

国家 C 的贸易顺差不是 150 美元，而是 50 美元。在全球出口额中，约有 28%是进口国仅仅为了将其作为

生产某种出口商品或服务的中间产品而进口。例如，2010 年 19 万亿美元的全球出口中，上述进口产品约

有 5 万亿美元都属于重复核算。2
  

基于上述概念，我们能够全面理解附加值贸易概念所包含的主要内容，从大的方面包括国内附加值和

外国附加值两部分。对于价值链上的生产者而言，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完全依赖于上下游企业的关联程度。

国家既可以通过增加出口中的进口内容，也可以在对第三国出口中通过减少货物和服务中间品的使用而产

生更多的国内附加值，以提高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当然，后者更能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因为它在出

口中创造了更多的国内附加值。对于长期贸易政策而言，不仅有利于显示国内生产率提高的现实，也能促

进贸易转型升级。 

附加值贸易统计方式的产生，实质上是全球价值链地理分割导致的一种新型贸易统计方式。全球价值

链的兴起源自以下几个要素和条件：其一，新型国际分工催生了大量的中间品生产。各国的资源禀赋和相

对技术差异成为新型国际分工的动力，这种新型分工改变着工业化经济的消费模式，并创造了新的国际需

求——中间品。其二，出口加工区、相关基础设施以及各国贸易政策等，提供了形成全球价值链的基础。

其三，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具有重要地位，因为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上创造的贸易占到全球贸易的

                                                             
1
 关于出口贸易的国内外附加值的计算非常复杂，一般要依据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进行估算，具体方法可参见Koopman, R.; 

Wang, Zhi and Wei, Shangjin. “How Much of Chinese Exports is Really Made In China? Assessing Domestic Value-Added When 

Processing Trade is Pervasive.” NBER Working Paper No.14109, 2008. 

2
 UNCTAD Report,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Development”, Februar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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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80%。跨国公司通过离岸外包或者 FDI 等价值链分割的路径进行跨国生产，就产生了大量重复跨境的中

间品贸易。为衡量全球价值链的国别影响，就需要一种全新的核算方法。附加值贸易统计考虑了全球生产

中包含的新商业模式的具体情况，是伴随着中间品贸易的迅猛崛起，在国际贸易统计测度方面进行的必要

创新。 

三  附加值贸易统计方法的演进和数据库 

附加值贸易统计方法的演进，可以追溯到 Hummels et al.(2001)提出的出口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这一概念。出口垂直专业化可以说是附加值贸易统计概念的雏形。出口贸易的垂直专业化

程度越高，说明出口产品中进口中间品的份额越大，国际生产分割程度越高。在此基础上，外国学者不断

拓展并提出了附加值贸易统计的概念。其核心方法是通过投入产出模型，把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和外国

附加值分离出来，并可以比较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动态变化的路径。同出口垂直专业化方法相比，附加值

贸易方法更加科学、准确，并且应用更广泛。 

在现有文献中，对国际贸易的附加值内容进行梳理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第一个是研究中间品货

物和服务贸易的重要性，虽然这不是一个特别新的主题，但是中间品贸易却是估算附加值贸易的第一步。

Miroudot et al.(2009)测算出世界货物贸易中的 56%为中间品贸易，在服务贸易中占到 70%。近些年来，中

间品贸易的快速增长尤为明显，特别是亚洲地区（Hayakawa, 2007）。 

第二个分支是在中间品贸易的基础上，Hummels et al.(2001)提出的“垂直化贸易（Vertical Trade）”的概

念，很好的解释了贸易的垂直专业化正是全球生产分割的结果。全球价值链同垂直专业化是同一事实的两

个方面，均反映生产的地域分散化。当然，垂直化贸易需要满足三个条件：（1）产品（服务）的生产由两

个或者多个阶段完成；（2）在上述生产过程中，两个或者多个国家对产品创造附加值；（3）至少有一个国

家在生产中使用进口中间品，制成品再出口。Hummels et al.(2001)在考虑到直接和间接的进口中间品后，

测算出世界贸易的垂直专业化比率为 25%。 

附加值贸易是建立在垂直贸易基础之上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它更侧重于如何辨别总出口中的国内附加

值和外国附加值，并使用投入产出表中的进口和国产消耗系数矩阵进行估算。对于像中国这样加工贸易比

重较高的国家，可以使用相同的消耗系数矩阵来估算国内市场消费和出口的生产（Koopman et al., 2008）。

最早估算附加值贸易的实证文献都用到了国际投入产出表（Daudin et al. 2009; Johnson and Noguera, 2010; 

Koopman et al.,2011），还有的测算用到官方统计数据和国民账户核算（Escaith, 2010）。 

在投入产出框架下，Daudin et al.(2009)区分了最终品中的附加值在国家之间的属地原则，也就是厘清

了“生产者为谁生产了什么”的问题。Hummels et al.(2001)不仅测算了出口中的垂直专业化份额，还计算了

初始出口品中的国内附加值作为中间品再进口到国内进行加工的份额。Johnson and Noguera（2010）也运

用相似的方法对附加值出口进行了分解，他们更侧重于计算双边贸易中的附加值比重。实证结果表明，以

附加值贸易测算，2004 年中美贸易失衡减少了 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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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opman et al.(2011)在一个框架中运用之前的概念分解了出口贸易内涵的附加值，即包括国内附加值、

内涵在外国投入品中用于国内再生产的国内附加值和外国附加值。如果考虑到回流的国内附加值和向第三

国间接出口附加值，就应该将两种间接的附加值出口都纳入分析，这样的分解才更全面。 

表 1 列举了世界多个研究机构正在开发的附加值贸易数据库。表中的六组数据库主要是根据不同层面

的投入产出数据进行估算的。因为附加值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间的经济联系，所以经济学家们努

力运用数理方法进行解析。下面简单介绍几个主要数据库的情况：  

UNCTAD-Eora GVC 数据库采用投入产出表估算了出口产品中的进口内容和附加值贸易的比重，它的

估算基于 Eora 的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表，但更侧重于发展中国家视角。OECD-WTO 联合数据

库则是通过设立更综合的标准来估算附加值贸易，更侧重于方法论，涵盖了多个国家、产业和时间序列。

日本的 IDE-JETRO 较早开发了亚洲国家和美国的投入产出数据，并用以研究双边贸易，尤其是用企业调

查的途径获得国家间中间品进口的数据，这是与其他数据库依靠统计归集方法所不同的。IDE-JETRO 还与

WTO 合作开发全球和区域生产网络的贸易政策等项目。较早研究贸易附加值是借助于 GTAP 数据库下的

国际投入产出表，GTAP 数据库是全球性数据库，主要应用于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中。世界投入

产出数据库（WIOD）项目重点开发 27 个欧盟国家和其他 13 个国家之间的数据表，主要数据来源不是 IO

表而是国民经常账户的供给端数据表，并用终端分类来厘清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流。 

 

表 1  正在开发的基于 IO 表的附加值贸易数据库 

项目 开发机构 数据来源 国家和地区 部门 年份 备注 

UNCTAD-Eora  

GVC 数据库 

UNCTAD/E

ora 

Eurostat 

IO 数据库 

187 个国家 25-500 个部

门（根据国

家情况） 

1990-2010 

—— 

国家间投入产

出模型 

OECD/WT

O 

国民 IO表 58 个国家 18 1995,2000, 

2005,2008,2009 

基于 OECD 的

投入产出协调

码编制。 

亚洲国际 IO 表

（AIIOT） 

日本

IDE-JETRO 

国民收支

账户及企

业调查 

10 个国家 76 个部门 1975,1980, 

1985,1990，

1995,2000,2005 

美国-亚洲数

据表，包含中

日双边数据。 

全球贸易分析

项目（GTAP 

Version 8) 

普渡大学和

联盟的 27

家机构 

个体研究

者和组织

的贡献 

129 个地区 57 个部门 2004,2007 非官方数据。

包含能源、土

地、CO2 排放

和国际移民。 

世界 IO 数据库

（WIOD） 

联盟的 11

家机构；欧

盟；格罗宁

根大学 

国民账户

（供给使

用端表） 

40 个国家 35 个部门

和 59 种产

品 

1995-2009 基于官方国民

账户统计。 

AISHA 悉尼大学 优化和模

型调整的

国家 IO表 

160 个国家 25-500 2000-2008 

—— 

资料来源：UNCT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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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值贸易统计需要借助国家间交叉的投入产出数据实现。这种方法需要借助全球生产网络或者区域

一体化作为平台，构造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或者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AIIOT）等数据库才能做出准

确核算。附加值贸易统计需要具备处于价值链上所有国家之间的投入产出数据才能完成估算，所以，对数

据和方法的要求较高。这种核算方法也可能会改变国际经济规则以及相关政策，直接影响到生产网络上的

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的经济发展战略，对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提高税收和收入，以

及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四  附加值贸易的发展现状 

在附加值贸易统计下，世界贸易不仅总量而且贸易结构都有较大变化。OECD-WTO 联合数据库能够

计算 1995 年、2000 年、2005 年、2008 年和 2009 年的世界附加值贸易总额，合计后分别是 4.5 万亿美元、

5.2 万亿美元、8.1 万亿美元、12.3 万亿美元和 10.1 万亿美元，3较总值贸易统计下的世界贸易有较大收缩，

减少了近 20~23%。 

此外，附加值贸易也重新调整了各国在世界贸易中的结构。其中，欧盟 27 国在世界附加值贸易中的

比重依然最高，五个年份都维持在 16%以上。其他发达国家在附加值贸易统计下的贸易份额也较高，如美

国、德国和日本所占份额都在 5%以上，美国依然是全球贸易份额最高的国家，2000 年超过了 15%。在发

展中国家中，中国附加值贸易份额最高，2009 年超过德国位居第二，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由

于更多出口的是能源和服务贸易，其附加值贸易份额不高，但也在提高。可见，由于发达国家掌控着高端

产品环节的生产，其附加值贸易份额要比发展中国家高。但是，几个主要发达经济体附加值贸易份额却出

现了明显下降，如美国、日本和英国。相反，以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附加值

贸易份额逐年提高。多年来，中国的附加值贸易份额也是提高幅度最大的国家。 

根据附加值贸易统计，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家实际贸易额可能会有所收缩，其贸易依存度也可能会降

低。即便这样，也应该正视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真实地位。OECD-WTO 联合数据库给出了出口附加值贸

易占国家 GDP 的比重，总值贸易统计下的数据来自于 CEIC 数据库，本文选取 8 个主要出口贸易国为例，

比较其传统出口贸易与附加值贸易占国家 GDP 比重的变化（见图 1）。我们发现，按照总值统计方式，各

国出口贸易在 GDP 中的比重都比较高，特别是德国、韩国、中国和欧盟，这些国家近十年来的贸易依存

度几乎都超过了 40%。经济最发达的美国、英国和日本的依存度也达到了 12~30%。发展中国家印度也超

过 20%。但是，按照附加值贸易统计，各国的贸易依存度均出现了明显降低。其中，下降最明显的国家是

德国、韩国、中国和欧盟。这说明总值贸易依存度越高的国家，附加值贸易修正其贸易依存度的程度越明

显，所获得的贸易依存度更真实。 

                                                             

3
 此处的附加值贸易就是全世界出口中的国内附加值贸易，由于金融危机，2009 年数据小于 2008 年的。UNCTAD 估算

2010 年全球附加值贸易额为 14 万亿美元，总值贸易额为 19 万亿美元，比危机前有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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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据比较发现，尽管附加值贸易降低了所有国家的贸易依存度，但是没有改变出口贸易在各国经

济增长中的根本地位，也就是说出口贸易在各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还是较大的。附加值贸易统计只是把各

国出口贸易中的“水分”挤出来，真实体现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实际地位。 

附加值贸易可以刻画贸易国对全球价值链的依赖程度。在全球最主要的 25 个出口发展中国家中，其

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差别也较大。在高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东亚和东南亚的出口国家中，其出口产品

就是由大量进口投入品构成，也就是高度依赖外国附加值。例如，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国由

于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间部位，2010 年，这些国家对进口投入品的依存度超过了 50%，可见对其依赖程度

之高。当然，上述国家的出口产品还可以作为第三国的投入品，用做第三国的再出口。同样作为发展中国

家的巴西、印度和阿根廷等国，由于主要出口资源类产品和服务产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就较低。 

图 1  两种贸易统计下出口贸易占 GDP 比重的变化，单位：% 

 

资料来源：OECD-WTO 附加值贸易数据库，CEIC 数据库。 

说明：总值贸易统计下是货物与服务贸易出口占 GDP 的比重。 

全球价值链的出现对所有 G20 国家都是有益的。价值链上的贸易流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可以用对外出口

中内涵的国内附加值加以衡量。从 1995 年到 2009 年，G20 的该项指标增长了 106%。这种收入效应对 G20

新兴经济体而言，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收入的再分配，其在世界附加值出口中的比重从 1995 年的 21%增长

到 2009 年的 34%（见图 2）。这导致 G20 中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幅度要比其他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明显。在

此期间，中国出口中的国内附加值增长了 5 倍，印度增长了 4 倍，巴西增长了近 3 倍。同时也要看到，不

是所有国家都能成功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中，例如，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非 G20 成员国）所占全球价值

链收入的份额非常有限。所以，这些国家就亟需政府和企业制定新的战略，以深入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 

 

 

 

0

10

20

30

40

50

60

1995 2000 2005 2008 2009

0

10

20

30

40

50

60

1995 2000 2005 2008 2009

附加值贸易统计 总值贸易统计 



 

8 / 11 
 

图 2 主要经济体占世界附加值贸易出口的比重 

 

OECD 国家 G20 新兴经济体 其他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资料来源：OECD/WTO 附加值贸易数据库。 

发展中国家对全球贸易的贡献究竟有多大？单纯依靠传统贸易统计很难得到准确答案。但是，通过附

加值贸易统计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发展中国家实际的出口份额。根据 UNCTAD-Eora 全球价值链数据库，1990

年发展中国家附加值贸易的份额为 22%，2000 年提高到 30%，2010 年则猛增到 42%。尽管发展中国家在

全球贸易中创造的附加值比重越来越高，但是其对进口投入品的依赖也有增无减。正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贸

易结构的这种特殊构成，才体现出附加值贸易在世界贸易统计中的重要性。 

在产业层面，出口中外国附加值比重较高的产业有电子行业和交通运输设备行业等。这些行业的价值

链较长、复杂，并且大量的零部件靠离岸外包进行生产。企业就是利用国家间成本、技术技能和规模经济

的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产品的零部件。电子行业外国附加值较高的国家有墨西哥、韩国和中国等国家，

其比重超过 40%。运输交通设备行业的外国附加值较高的国家有沙特阿拉伯、法国和南非等国家，其比重

也均接近 40%。 

五  全球价值链对贸易和投资的政策含义 

当今，全球价值链使得国家间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相互依存，也对各种政策表现出更加立竿见影的扩散

效应。如何协调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的贸易关系也成为贸易政策制定的核心内容。全球价值链影响贸易政

策的程度和路径也成为各国关注的热点问题。 

1、 全球价值链下的贸易成本大幅提高，应在多边层面削减关税 

目前的全球贸易体系下，发达国家对制造品的进口名义关税已经很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虽然相对复

杂，但也朝着低关税水平发展。但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关税成本会比一般情况下要高，原因在于中间投

入品在多次跨境交易后大大提高了累计关税。例如，下游企业对进口的投入品缴纳关税，对出口制成品还

要上缴全部贸易额的关税，这就产生了对进口投入品的重复征税。OECD 的全球价值链报告显示，2009 年，

中国制造品总出口负担的关税率约 4%，如果换算成国内附加值部分所负担的关税时，则高达 17%，意味

着中国出口商实际负担的有效关税上升了四倍。这种效应在制造品的外国附加值比重较高时尤为明显，累

计关税造成了规模较大的贸易成本。所以，在关税累加效应显著的情况下，降低关税和其他跨境成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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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对参与全球价值链产生立竿见影的促进效果。 

2、 非关税措施易对中小企业进入全球价值链造成隐形障碍 

当今国际贸易体系中出现了各种巧立名目的非关税措施，这些非关税措施在很多方面都影响到价值链

上的生产者。尽管有些非关税措施在设立的本意上不存在保护的目的，但在实施中却造成了比关税还要高

的贸易成本，也逐渐成为贸易保护的有利工具。 

非关税措施越来越成为隐蔽的保护手段，诸如大量的标准和技术规范所引致的贸易成本提高，对中小

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非关税措施在价值链的某一环节就会对中小企业造成较高的进

入门槛，这在全球价值链主导的世界经济中更为严重。制定适当的质量标准对最终消费者是有利的，但是

上述标准措施的复杂性和保护性对中小企业进入全球价值链形成了一道障碍。所以，取缔具有保护性质的

非关税措施，才能有利于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 

3、 价值链上多次跨境交易要求提高贸易的便利化程度 

全球价值链上的投入品可能先以中间品进行跨境交易，再以最终品出口到别国。这种多次跨境交易就

需要一个快速、有效的海关和港口程序使得供应链上的操作更加顺畅。在交易过程中，企业要维持精益库

存，并对外部需求有迅速反应，避免中间投入品在边境受到交易的延误。那么，贸易便利化措施对于参与

全球化生产网络和市场交易的企业就至关重要。 

在这方面，OECD 推行的一套贸易便利化指标涵盖了边境交易程序的整个范围。这套指标包含了从预

先裁决到运输保障等内容，涵盖 133 个不同收入水平、地理区位和发展阶段的国家。贸易便利化措施可以

使所有国家在进出口交易中受益，也使投入品能够顺畅进入生产环节，深入参与体现国际贸易特征的全球

价值链。综合的贸易便利化改革比起单个、渐进的措施更加有效。贸易便利化措施能够带来非常显著的成

本降低效应，低收入国家将减少 15%，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将减少 16%，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将减少 13%，

OECD 国家将减少 10%。在某种程度上，成本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是一种障碍，但是可以通过有

效的贸易援助措施减轻这种负面效应。 

4、跨国公司直接影响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 

跨国公司无疑是在全球价值链下产生附加值贸易的重要介质。在跨国公司的网络中，子公司的产出、

跨境贸易、契约伙伴以及外部供应商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贸易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跨国公司的投资决定。跨国公司通过复杂的供应商网络和各种管理模式进入全球价值链，如对外资

企业的所有权，契约关系（或者非股权式的国际生产模式），或外部交易等。上述管理模式和产权结构需

要与全球价值链下的贸易利得分配，以及长期发展政策协调好关系。 

在国家层面，所吸引的 FDI 存量和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之间的关系可以证实跨国公司参与创造了附加

值贸易。这种正的相关性表明 FDI 是国家进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多借此深入参与

全球分工体系。经济总量中 FDI 存量越大的国家，其出口中的外国附加值比重越高。这些国家一般还有较

高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主要表现在跨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不仅在生产中使用外国投入品，还提供给其

他公司用于再出口，所以这些国家的附加值贸易对他们的 GDP 贡献较大。 

5、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可以对其就业产生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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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下的附加值贸易不仅会给国家带来收入效应，还会带来就业的转移。全球价值链上的国家

通过参与区域贸易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可以说，附加值贸易解决了所有参与国的劳动力就业问题。

正是由于全球价值链上的生产任务配置在多个国家，产生的就业也不会集中在一国之内，这就导致了部分

就业机会的跨境转移。以中国为例，OECD、WTO 和 UNCTAD 的报告指出，1995年至 2008年，由于外

部需求产生的新增就业增长了三分之二，从 8900万增长到 1.46亿人。从发达国家分离出的生产环节为发

展中国家或者新兴经济体创造了就业机会，也体现了全球价值链上众多国家所形成的区域就业不断加深的

依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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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istics of  Trade in Value Added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Ma Tao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is one of  the major features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 

countries on the production networks are tied closely in a value chain by the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the producer 

service is an important link of  the supply chains. In this context, man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re making every 

effort to promote the measuring of  trade in value added as a new accounting method for world trade statistics, and 

these organizations have made a great progres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world trade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o economic growth will undergo a structural change under the accounting method of  trad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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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added. In the real world, every economy tries to expand the trade in value added and increase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to make more profits. The evolution and spillover effect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hav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investment and transnational production worldwide. 

Keywords: Global Value Chains; Trade in Value Added Statistics; Policy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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