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普埃布拉州大众甲壳虫生产线上的员工。

附加
价值
伯纳德·霍克曼

公司将产品
生产和服务
提供分散在
许多国家，
从而形成供
应链并借此
降低总体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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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汽车通常包含数千个部件，而
这些部件是由几百家供应商生产的，这
些供应商又往往来自几十个不同的国
家。以一辆大众汽车为例，其发动机可
能产自德国、墨西哥或中国，其线束可
能来自突尼斯，而其排气滤器系统则可
能产自南非。
由于贸易、运输和通讯成本的降低，
各家公司得以将其不同的产品线布局在
全球各地。每一个生产阶段都是在不同
的生产厂家完成，而且这些生产厂家往
往位于不同的国家。这种类型的生产需
要产品和服务通过供应链实现在不同国
家之间的转移，这是近年来全球商品和
服务贸易迅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自
1950 年以来，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量
增长了 27 倍，达到约 20 万亿美元，增
长速度超过全球 GDP 三倍。其中，大
部分增长来自公司的国际供应链所带来
的中间产品和服务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转
移。产品在供应链上的每一个国家中都
会实现增值（这一过程被称为垂直贸易

或纵向专业化）。通过将生产活动和各
项任务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分布在不同
国家，可以实现总体生产成本的下降。
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欧洲的转型经
济体以及墨西哥等许多其他国家已经成
为供应链贸易的积极参与者。供应链贸
易不仅仅局限于汽车行业，还涵盖计算
机、手机以及医疗设备等产品。总体而
言，制成品在发展中经济体出口总额中
的占比已经从 1980 年的 30% 上升至目
前的 70% 以上，其中零部件在制成品
出口增长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
供应链贸易在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
也会增添新的风险和政策挑战，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全球贸易量骤然缩减
就属于这种情况。由危机引发的信贷和
需求的急剧下降对那些严重依赖供应链
贸易的国家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如
果一个为供应链下游经济体的生产厂加
工产品的国家遭受意外事件的冲击，可
能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 如 2011
年的泰国洪灾对包括电子产品、汽车和
鞋类在内的许多产品带来了不利影响。

有助于较为贫困的经济体
供应链有助于较为贫困的国家参与
面向全球市场的制造业，因为厂商可以
将劳动力密集型和低技能要求型的生产
任务安排在这些国家，比如说，可以在
柬埔寨或越南进行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的
组装。
尽管低收入国家的加工生产活动对
产品的附加值贡献通常较少，但生产活
动所创造的就业和收入则可能带来巨大
收益。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随着上述国
家不断扩大在此类贸易中的参与程度，
它们可能能够提高其在本地附加值增值
中的份额。一直以来，中国和其他在供
应链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发展中经济
体对全球制造业附加值的贡献率不断增
加（见图 1）。
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以及很多拉美和
中东国家至今还尚未实现朝着纵向专业
化和供应链贸易方面的转变，而东亚、
北美以及欧洲已经凭借这一转变推动了
贸易的发展。促进更多发展中经济体积

贸
极参与到供应链贸易之中是十分重要的。供应链贸易
可以为各国提供利用各自比较优势的机会，而无需纵
向发展为制成品厂商提供中间投入要素的一体化行业。
供应链贸易发展不均衡的一个原因在于，低收入
国家运输、基础设施、贸易壁垒以及边境政策等与国
际贸易相关的成本要远远高于更为富裕的国家（见图
2）。在一定程度上，这反映了地理因素的作用，但是
在很多情况下，也有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比如，有关
产品的规定会提高贸易成本。降低贸易成本并提高与
区域和全球市场的联系是扩大供应链相关活动投资的
前提条件，而且并不仅限于贸易便利化（如减少边境
通道的延误），还需改善与运输相关的基础设施服务以
及 区 域 过 境 制 度 的 实 施（WEF、Bain & Co. 和 World
Bank，2013 年；Arvis 等人，2012 年）。

支持供应链贸易

易

得情况更为复杂，因为在制定上述规则时没有考虑到
它们将如何对供应链激励措施产生影响。
从 供 应 链 贸 易 的 角 度 来 看， 贸 易 便 利 化 比 国 际
Hoekman, corrected 11/3/13
贸易谈判更加有效，因为后者是孤立地针对产品标
准、海关估值以及进口许可等具体政策领域。而对于
供应链运营而言，起决定作用的是对供应链整体产生
图1

附加价值
中国和其他参与供应链贸易的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制造
业中所产生的附加值持续增加。
（附加值，10亿，1995年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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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贸易的扩张以及相关生产设施建设带来的
500
外国直接投资极大地降低了各国采用关税等贸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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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的积极性。供应链专业化要求各家公司能够进口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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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服务，并在加工处理之后予以出口。如果进口
资料来源：Timmer等人（2013年）。
Hoekman, corrected,
11/4/13
保护水平较高，则会增加成本并降低公司的竞争力。
注：东亚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BRIIM包括巴西、俄罗
对失去竞争力的恐惧是供应链依赖型国家进口关
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土耳其。欧盟15国包括奥地
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
税下降的一个原因，这也导致不同国家的供应链贸易
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北美包括
参与程度不同。在那些参与程度较低的国家，很多都
美国和加拿大。
有更高的贸易壁垒，这不仅反映在平均关
税水平上，也反映在对作为全球价值链上
图2
游投入要素的自然资源的出口限制措施
成本是重要因素
上。不过，一般而言，那些增加贸易成本
供应链贸易发展不均衡的一个原因在于，低收入国家的国际贸易相关成本
的国内政策会降低供应链的效率，或增加
要远远高于更为富裕的国家。
其他国家位于供应链上游或下游的公司的
（贸易成本，指数，1996年=100）
（贸易成本，从价等值）
成本，并抑制该国的供应链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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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措施和运营的影响。现有贸易协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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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类似的国际合作形式在制定之初并未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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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供应链贸易。但是，应对这些影响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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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链贸易的政策却会对贸易协议和贸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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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形式的确定产生影响，这对于发达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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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全部核心要素）的成本增加的政策，
越来越具有监管的特点。其中包括产品安
资料来源：Arvis等人（2013年）。
注：以上左图中的柱状代表每个国家与其前十位贸易伙伴的平均贸易成本，以价
全和健康规则、许可要求以及评估程序等。
值隐性税收（从价等值）的形式体现。右图代表在一段时间之内贸易成本的变动
趋势。贸易成本是国内交易成本与国际交易成本之差，体现了地理距离、贸易壁
在监管政策上实现国际合作存在难度，因
垒、边境政策以及基础设施或国际交通便利等因素的影响。成本根据样本中178
为监管机构担心此类做法会阻碍监管目标
个国家各自的贸易和生产数据得出。将各国根据基于个人年均收入的世界银行收
入分类来进行分组：低收入为1035美元或以下；下中等收入为1036—4085美元；
的实现。由于许多机构可能在制定和实施
上中等收入为4086—12615美元；高收入为12616美元或以上。
产品和工艺规则时都有一定的职责，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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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 所有 监管政策。如果采取逐项解决的方法可能
会遗漏一些重要的政策领域，这提示我们，贸易官员
在制定贸易协议时应该更多地考虑整体供应链的情况
（Hoekman 和 Jackson，2013 年）。

公私合作关系
在制定更具综合性方法的过程中，第一步是选择
六个左右供应链并创建一个机制 —— 一个供应链“委
员会”，借此将相关各国的企业界、监管机构以及贸易

供应链委员会的一项关键任务是制定
一项应对最具危害性政策的计划。
官员汇聚在一起，以确定对其运营产生最大危害的政
策约束。企业的积极介入和参加十分关键，这是因为
监管机构和官员通常对供应链的运作方式以及政策对
其产生影响的方式并不了解。
监管政策通常基于某种依据，如确保人员健康和
安全。但是，不同机构之间由于彼此缺乏沟通可能在
规则制定和要求上存在重复和重叠的现象。例如，一
家进口乙酰用于生产阿司匹林和扑热息痛（也称为醋
氨酚）的美国化工公司通常必须遵守五个不同部门
制定的类似规定，而这五个部门彼此之间通常缺乏沟
通和协调。结果，该家公司的三批货物有一批被延
误，而每延误一天将对该家公司造成 6 万美元的损失
（WEF、Bain & Co. 和 World Bank，2013 年）。供应链
委员会可以通过集中进行供应链分析，帮助确定所存
在的规则重复现象以及进行整合的各种可能性。
供应链委员会的一项关键任务是制定一项应对最
具危害性政策的计划。相关监管机构以及负责经济政
策的政府官员的参与是必须的，以便使委员会决定在
不影响监管目标实现的前提下帮助企业降低合规成本
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企业界可以帮助确定潜在的解决
方案。
上述公共和私有领域的供应链合作应该针对每个
供应链建立一个 政策绩效基准，以便对政策变化的影
响予以监测。基准应基于有关具体结果的数据，如延
误时间、清关时间的变化以及争议解决机制的使用和
效率。对效果进行测量非常重要，因为假设其他政策
继续增加额外成本的话，那么取消重复和多余的监管
成本就不会产生助益。企业界必须为绩效监测提供所
需的数据。
上述建议发挥实效还需解决如下问题：
• 公司出于竞争性方面的考虑可能不愿意提供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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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且通常也不愿为其目前尚未进行整理的数据的
收集花费额外费用。绩效指标的制定基于公司收集的
数据，这些数据的基础越好，就越利于供应链委员会
在较长一段时间之内进行直观的结果监测。
• 政府可能不相信企业所提供的数据，而企业则担
心提供的数据会被竞争对手利用。这就需要对数据进
行汇总，使外界无法确定哪些企业提供了信息。目前
已有一些优秀的模式，如公司和家庭调查所制定的模
式，可用于解决上述问题。必须由一家机构对数据进
行整理和处理，该机构需具备相应技术能力并独立于
企业界。
供应链贸易为低收入国家跻身于“世界工厂”之
列提供了新的机会。为上述贸易提供便利不仅需要降
低国内贸易成本，尽管这是参与各种类型的此类贸易
的最重要前提，还需要进行国际合作以降低重复性监
管政策对贸易带来的阻碍作用。不论是世贸组织、欧
盟和美国正在 谈判之中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
关系协定》等区域性贸易协议，还是涉及发展中经济
体的协定，基于公共和私有部门之间密切合作的新的
方法均将有助于提高贸易合作在支持供应链贸易中的
相关性。■

伯纳德·霍克曼（Bernard Hoekman）是欧洲大学学
院罗伯特·舒曼高级研究中心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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