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链条
         的价值

美国华盛顿州埃弗雷特装配线上的波音787梦幻客机。

米歇尔·鲁塔、米卡·萨依托

多国参与的
制造业的增
长正在改变
全球收入和
增长的产生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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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7 梦幻客机作为波音公司生产的
最新机型，是众所周知的美国产品，是
在美国华盛顿州组装并销往全球各地
的，而其中 80% 以上的订单来自美国
本土以外。
梦幻客机不仅仅销往全球各地，其
生产也遍布全球各地。飞机的许多组件
均在美国以外的地方生产，如中央机身
由意大利的阿莱尼亚公司生产，驾驶舱
座椅由英国的 Ipeco 公司生产，轮胎由
日本的普利司通公司生产，起落架由法
国的梅西耶 — 布加迪 — 道蒂公司生产，
货舱门由瑞典的萨博公司生产。

飞机仅仅是多国参与生产的一个例
子。越来越多的最终产品，如汽车、手
机和医疗设备等都是采用来自其他许多
国家提供的部件在一国生产的，导致这
种情形的部分原因是，在过去的 20 年
中贸易壁垒不断减少，同时技术进步也
使交通和通讯成本逐步下降。我们将这
种现象称之为全球价值链的增长，而这
种现象正在改变全球收入和增长产生的
模式。与此同时，竞争的性质也受到了
影响。各国之间应就所生产的产品抑或
是投入生产的劳动力和资本展开竞争？
而竞争本质的变化进而又改变着旨在提

高竞争力的贸易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制定。在本文中我 之下更加突出。从全球范围来看，附加值出口占全球
们对全球价值链的增长如何对收入和增长、竞争力的 GDP 的比例从 1995 年的 15% 增长至 2009 年的约 20%
衡量标准以及贸易政策产生影响进行了探讨。
（见图 1）。随着时间的流逝，劳动力和资本收入均实现
增长，但资本收入的增长相对更快，因为附加值出口
的资本密集性不断增加。
非凡的增长
增长并不仅仅与制造业相关 ：全球价值链收入中，
在过去的 20 年中，贸易相对于总产出的增长十 服务出口所占比例不断增加，其中多数是受到离岸外
分显著 —— 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间产品跨越国境 包或外部采购的影响。作为制成品出口一部分的金融、
的次数。全球的出口产出比从 1995 年的 20% 上升至 通信、商业和其他服务的出口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收入
1995—2009 年的 25%（在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 占全球产出的比例从 1995 年的 6% 上升至 2008 年的约
前，该比例已经高达 30%，之后出现下降）。在一些国 9%。
家，这一变化更加显著，例如中国的该比例从 23% 上
升至 39%，而在北部欧元区国家，这一比例从 30% 上
全球价值链收入中，服务出口所占比
升至 40%。
总出口相对于产出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
例不断增加。
全球价值链的大量运用：作为生产流程的一部分，更
多中间产品从一国流入他国。例如，要增加一架梦幻
客机的生产需要增加进口瑞典生产的货舱门、日本生
附加值出口的增长源自许多因素，其中对全球价
产的轮胎、法国生产的起落架以及国外供应商生产的 值链的参与显然起到了重要作用。考虑一下那些专门
数不清的各种部件。不过，评估价值链对增长和收入 从事装配业务的国家。这些国家进口昂贵的核心生产
所产生的影响，还需要考虑除出口总量之外的其他因 元件，为这些元件增加相对较少的价值之后将其出口，
素。一国的出口值（如美国出口一架梦幻客机的价值） 出口增加值基本上都是由其他国家创造的。这些国家
与该国为这一出口产品所增加的价值之间可能存在很 的附加值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通常更低。不过，尽
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所谓附加值出口所代表的 管这些国家所从事的是低附加值的装配工作，但其出
是出口梦幻客机在美国所产生的劳动力和资本收入。
口额依然在其收入中占据相当大的份额——也就是说，
Ruta, corrected 11/22/2013GDP 的比例较高（见图 2）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全球价值链的增长是否能够 它们的附加值出口占
。这些
为参与价值链的相关各国创造财富。简单来讲，答案
是肯定的，但在各不同经济体之间创造财富的速度存
在差异。大多数国家和所有地区均通过出口增加了对
图2
Ruta, 11/19/2013
创造收入
全球产出的贡献。不过，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增长相比
专门从事产品组装的国家可能对国外进口中间产品增加的
附加值非常有限，但通过出口所产生的国民收入份额则相
当可观。
图1

通过出口实现增长
附加值出口在全球产出中所占比重从1995年的15%增长至
2009年的约20%。
（占全球GDP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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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投入产出资料库；IMF工作人员的估算。
注：AUS=澳大利亚，BRA=巴西，CHN=中国，CZE=捷克
共和国，DEU=德国，ESP=西班牙，EST=爱沙尼亚，IRL=
爱尔兰，JPN=日本，KOR=韩国，MEX=墨西哥，TWN=中
国台湾，USA=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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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增长相对较快，这
表明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对这些经济体的其他领域产
生了重要的学习效应以及其他类型的积极的溢出效应。
例如，专门从事装配的国家的本地公司可以从接触国
外公司所使用的新技术或者从与国外投资相关的业务
环境的改善中间接受益。

不正确的。近年来出现了两种方法，可以将分散化
的国际性生产融入对实际有效汇率的衡量之中。这
两种方法均可以提供有益的新的深刻见解，但其侧
重点略有不同。
一 种 方 法（Bems 和 Johnson，2012 年 ） 是 构 建
一个用生产产品所需完成的任务而非产品本身来衡量
竞争力的指数。这样一种指数更适合于衡量一国生产
要素（即劳动力和资本）的竞争力。另外一种方法
处于变化之中的竞争力
（Bayoumi、Saito 和 Turunen，2013 年）衡量的是，在
自从 2012 年 12 月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以来， 考虑其产品中进口要素存在的情况下，所生产产品的
日元兑欧元和美元的汇率降低了约 20%，这对日本的 竞争力。这一指数更适于衡量一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
亚洲贸易伙伴可能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这可能意
味着日本的亚洲贸易伙伴的出口将面临价格更加低廉
的日本产品的竞争。但日元贬值也会降低上述国家从 大量非全球性的、但涉及许多大型经
日本购买的中间产品的成本。这两种影响中的哪一种
会起主导作用取决于贸易伙伴与日本产品的直接竞争 济体的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处于谈
程度，以及日本进口产品在这些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
判之中。
的产品生产中的重要性。
经济学家衡量一国价格竞争力的标准方法是计
算其实际有效汇率，该汇率可以衡量一国货币相对
标准实际有效汇率和涵盖全球价值链运作的新指
其贸易伙伴一篮子货币的购买力（见“为什么是实 数之间的实证差异十分显著。例如，1990—2011 年期
际汇率？”，《金融与发展》2007 年 9 月号）。不过， 间，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与标准衡量方式相比，累计
这种衡量方式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所交易的商品 增长了 14%—27%（见图 3）。换言之，中国的实际竞
Ruta, corrected 11/22/2013
仅为最终消费商品，同时商品全部由各国独自生产。
争力并没有以标准实际汇率计算所得到的结果那么理
在一个充满价值链的现实世界中，这个假设显然是 想，这主要是由于新的衡量标准能够更好地捕捉到这
一时期中国的工资和其他要素成本的增长（与其贸易
伙伴相比）。额外增值部分的大小取决于竞争力是通过
图3
任务还是通过商品来衡量。
视角变化
全球价值链不仅仅涉及最终产品的买方和卖方之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而言，其以实际有效汇率（REER）
衡量的竞争力在REER的计算包含全球价值链运营时会发生变
间的关系，正如梦幻客机的购买不仅涉及美国和购买
化。
国，还包括参与梦幻客机价值链的所有经济体。因此，
（竞争力指数，1990年=100）
整合至一个价值链的国家之间的汇率变化可能比标准
160
实际有效汇率衡量标准所显示的更加重要、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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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双边投入产出数据库；IMF工作人员的估
算。
注：标准REER衡量的是一国相对于该国贸易伙伴一篮子货币的
购买力，基于如下假设，即交易的商品为完全由各个国家生产
的最终消费商品。用相关生产任务衡量的REER通过为生产商品
所需进行的任务来衡量竞争力，而用产品衡量的REER是在考虑
在其生产中存在进口中间产品的情况下衡量一国所生产的产品
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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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由世贸组织主持的全球贸易谈判（即所谓的
多哈回合谈判）已止步不前，但大量非全球性的、但
涉及许多大型经济体的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处于谈
判之中。例如，2013 年美国和欧盟开始就《跨大西洋
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展开谈判。另外一个
正在谈判之中的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是涉及 13 个国家
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价值链的增长增
加了国际商业的复杂性并使贸易政策和国内政策之间
的边界变得模糊，它需要在上述贸易协定的框架之内
经常就新的贸易规则进行谈判。
供应链涉及货物、投资、服务、技术和人员的跨

境流动。鲍德温（Baldwin，2011 年）将上述各种流
动称为“供应链贸易”。供应链贸易与传统贸易在最终
产品方面存在重大差异。在供应链贸易中，公司必须
在许多国家建立生产设施并在这些设施之间建立联系，
在很多生产地之间进行人员、资本以及技术的流动。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存在两大挑战。其一， 国
内政策与以往相比成为国际贸易的一个更重要的壁垒。
例如，对知识产权和投资权利的保护不力会对全球价
值链带来危害，这是因为将生产转移至其他国家（离
岸外包）会增加公司知识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其二，
全球价值链的崛起形成了国际政策溢出效应的新形式，
因为对国际生产链的国内组成部分产生影响的政府政
策选择也会对生产链的整体价值产生影响。 不过，上
述协定的内容已不再是关于如何遏制具有自我破坏作
用的关税大战的爆发，而是确保监管复杂商品（如梦
幻客机）价值链不同部分的政策在各国之间的一致性。
支撑供应链贸易崛起的新规则和纪律的制定从未
停止过，并将继续下去，主要（但不仅仅）是在新近
谈判形成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之下。这些协定包括
的可依法执行的条款通常超出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谈
判所形成的承诺（WTO，2011 年）。世贸组织对覆盖
90% 全球贸易的 96 个自由贸易协定进行了调查，发现
这些协定中所推出的核心规则主要关注竞争政策、知
识产权、投资和资本流动。例如，调查中有 73% 的协
定包含目前世贸组织规定之外的竞争政策义务。尽管
在新一轮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热潮背后存在许多其他
因素，如地缘政治考虑以及世贸组织协定下多边谈判
的重重困难，但为供应链贸易提供监管的需要是一个
重要的驱动因素。
自由贸易协定和全球价值链之间具有全局性经济
影响、但常常在政策辩论中被忽视的关系：
• 贸易协定的模式将会对价值链的未来版图产生
影响，迫使后来者采用由别的成员所谈判制定的规则。
这可能会产生多边贸易体系监管碎片化的风险，并进
一步危害价值链的发展。寻找使自由贸易协定“多边化”
的方法是一个重要的目标。
• 新一轮的贸易协定谈判将扩大政策和经济冲击在
成员国之间的传递，并同时降低其在成员国和非成员
国之间的传递。这是因为，从事跨境生产的公司往往
更容易受到突发事件（如地震）的影响，这会破坏定
制型生产要素的提供。
• 评估贸易协定影响的经济模型通常侧重于取消受
保护行业的高关税所带来的影响。不过，超大型的自
由贸易协定（如 TTIP 和 TTP）主要是针对非关税措施的，
其中很多与对增长具有直接影响的跨境生产决策有关。
所以，上述协定对经济福祉的影响可能与那些目前政
策辩论中所建议的协定存在实质性的差异。

经济影响
在过去的 20 年中，全球价值链的崛起改变了国际
贸易的本质，对包括收入的产生、竞争力的衡量以及
贸易政策的制定等方方面面产生了影响。也就是说，
贸易领域的近期动态具有重大的宏观经济影响，表现
在对经济增长、国家竞争力以及冲击传递的影响等诸
多方面。
我们的研究大体可得到三个结论。全球价值链正
在创造财富，但在各国之内和各国之间的速度不同。
全球价值链也对影响竞争力这一概念产生影响，使得
了解公司如何在不同国家进行生产变得更为重要。最
后，全球价值链增进了不同国家间的相互依赖，进而
产生了政策合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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