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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共生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出口的影响分析
———以“一带一路”为背景

张　宏　潘雨晨　刘　震

摘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基于“产业共生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选取２０１１ ２０１７年相关数据,从融

合、竞争、互补和依存四个方面研究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制造业共生水平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出口的影响.

结果表明:整体来看,双边制造业的融合、依存和竞争有利于中国对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而互补则存在负

向结果;分组来看,区域内“意愿”国家的表现好于“非意愿”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好于发达国家;分行业

来看,中国对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在食品、运输装备等行业表现较好,在纺织品、皮革与鞋等行业表现较

差.随后,为促进区域内的“合作共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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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

“一带一路”倡议自２０１３年提出一直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

书记更是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这为区域内的经贸合作提供了指导思想.随着该倡议

的不断推进,中国与各沿线国家间经贸合作的广度与深度都在不断提升,成功合作项目数量也在不断

增加① .截至２０１７年底,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已达到１４４０３２亿美元,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

的３６２％,更有１５个沿线国家从中国进口规模的增速超过２０％② .可见,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

过程中,贸易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极大地促进各国经济发展.然而,由于全球分工的不断深化,
总值贸易已经难以反映一国(产业)在贸易中真实的获利情况以及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而增加值贸

易核算法可以使一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真实情况得以展现.虽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间较

短,但也应运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法研究相关问题.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合作中,若各国产业间存

在良好的关系,不仅可以进一步促进各国经贸合作规模的扩大,也有利于实现区域内各国互利共赢.
因此,本文重点关注并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各沿线国家制造业的共生情况以及其对中国

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的影响.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与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间存在何种贸易关系以及何种因素影

响着双边贸易一直是学术界所关注的重要议题,众多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在贸易关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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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者如韩永辉等①、赵东麒和桑百川②等,以总值贸易数据为基础,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间制造业的竞争性、互补性和国际竞争力等方面选取相应指标和方法进行研究,并普遍得出双边制造

业互补性较强而竞争性较弱的结论.也有部分学者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性研究,如魏龙

和王磊③基于 WIOD数据库,使用增加值数据重新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各沿线国家制造业在产业

间和产业内的竞争性和互补性,仍得出互补性要强于竞争性的结论.陈继勇等④不仅从市场域层面

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的竞争性,也进一步深入到产品域层面,研究生产要素、企业

战略等多个因素对竞争优势的影响.在关于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间贸易的各类因素方面,许家云

等⑤发现文化、法律和经济制度的差异会抑制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且这也会在地理上增强

相邻第三方的竞争效应.李兵和颜晓晨⑥从公共安全的视角重新衡量了“一带一路”各国的比较优

势,并研究了其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发现公共安全的缺失显著影响了区域内各国的进出口额.
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可以看出已有关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贸易关系的研究大多仅涉及两

国或两地区产业间的竞争与互补方面,较少考虑各国产业间的合作共赢、和谐共生既需要相互竞争也

包括互补合作,既要相互依存也要相互融合⑦.另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应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

本原则建设“一带一路”,而现有文献较少考虑产业共生关系对区域内双边贸易的影响以及其中所蕴

含的机理.同时,已有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下贸易方面的研究大多仍以总值贸易数据为基础,但总值

贸易核算方法并未真正将来自于本国增值部分和国外增值部分区分开来,因而无法准确体现出本国

的真实出口情况,也无法适用于当前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国际贸易格局⑧,这使得相应分析结

果有可能偏离其真实情况.而由 Koopman等⑨和 Wang等提出的增加值贸易核算体系则提供了

一套更为全面、系统的量化评价方法.综合上述观点,本文将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可能的创新与改

进:第一,本文创新性地以增加值贸易为研究视角,对“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制造业共生

水平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出口的影响进行分析,在丰富了相关领域内研究的同时也使研究结果更加

贴合实际,为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进一步合作提供更加科学的方向;第二,在“产业共生水平评价

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本文从融合性、竞争性、互补性和依存性四个方面详细分析了产业共生水平对中

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机理,这不仅为相关分析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也使得本文更加符合党的十九

大所提出的指导思想;第三,除了对制造业整体情况进行研究外,本文还进一步将样本进行分组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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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研究,分析了在不同情况和不同细分行业内制造业共生水平对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

值出口的影响,这使得本文的研究更加全面和具体.

二、机理分析

“共生”(Symbiosis)的概念最早起源于生物学,指由多个生物体形成的一种共同生存、相互协助

进化或抑制的长期关系①.经济学中的共生是指各经济体(共生单元)之间为应对外界条件变化而形

成的以融合、互动和协调为特征,以双赢和共存为核心理念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优势互补的持续性

特殊物质关系②③.具体到区域体系中,各经济体之间会通过依赖、共生和包容等关系形成共生系统,
进而实现区域和谐共生发展④.本文认为,在国际分工背景下,各国产业间的相互融合是各方能否长

期稳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而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相互补充则可以协调这一关系.因此,本文基于

“产业共生水平评价指标体系”⑤,科学衡量国家间的制造业共生水平.
在实际贸易合作中,不仅经济发展等传统因素会影响国家间贸易,双边产业的贸易关系也会影响

一国对另一国的出口.而根据前文所提出的观点,作为“共商共建共享”这一核心思想的体现之一,产
业共生也将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合作.因此,本文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出发,从
融合、竞争、互补、依存这四个方面对双边产业共生影响中国制造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

口的相应机理进行分析.
融合性方面,双边产业融合水平反映出二者的关联程度.在增加值贸易环境下,良好的产业关联

程度可以从内、外两个角度对增加值出口产生“联动效应”.从外部角度来说,沿线国家与中国制造业

较高的关联程度会使其上下游产业对中国生产的中间品需求量上升,从而起到外部需求的拉动作用;
从内部角度来说,中国与沿线国家制造业间关联程度的上升会刺激中国企业不断扩大中间品及最终

品的生产规模,从而起到内部生产的推动作用.
竞争性方面,双边的竞争水平反映二者产业结构的相似程度.沿线国家与中国制造业的产业结

构越是相似,在同一市场中出口产品的相互挤出程度也就越大,即对中国增加值出口有“市场挤出效

应”.但对国内来说,外部产业竞争会对国内制造业起到“技术倒逼效应”,促使国内企业不断进行技

术更新换代,从而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和国内制造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双边产业的竞争对中国制造业

出口的具体影响仍需通过比较两种效应相对大小来决定.
互补性方面,双边的互补水平反映二者产业的相互补充程度.中国与沿线国家制造业的互补显

示出中国部分制造业处于“人无我有”的状态,这会促进中国对这些国家进行增加值出口,以弥补这部

分市场的空缺,即存在“市场补充效应”.但单纯的产业互补也会导致国内企业创新力不足、区域内贸

易效率低下等问题,这不利于中国进一步实现增加值出口,即存在“效率缺失效应”.可见,双边产业

互补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出口的具体影响需对比这两种效应相对大小来决定.
依存性方面,双边产业良好的依存水平反映出二者相互结合与依赖程度.在“一带一路”框架下,

双边制造业的相互依存一方面会使沿线国家对中国相应产业的出口产品有较高的依赖程度,从而刺

激中国制造业进行增加值出口,即存在“市场依赖效应”;另一方面,双边制造业具有良好的结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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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中国国内制造业企业针对性地进行生产,也会不断扩大其异质性产品的生产规模,其对相关市

场的增加值出口也会不断增加,即存在“生产结合效应”.
综合来看,双边制造业的融合性和依存性会通过“联动效应”“市场依赖效应”“生产结合效应”对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出口产生正向作用;而竞争性和互补性则一方面通过“倒逼效应”“市场补充效应”
产生正向作用,另一方面则通过“挤出效应”“效率缺失效应”产生负向作用,因此双边产业竞争性和互

补性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出口的具体影响仍需要进一步讨论确定.

三、实证研究

在分析产业共生水平对中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机理之后,本文进一步对引力模型进行拓展,并选

取相应样本和数据,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共生水平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出口的影响

进行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样本选取

１．模型设定

关于对双多边贸易研究方面,现有文献大多基于引力模型(GravityModel)进行分析①.该模型

的基本观点认为:两国贸易量与其经济规模成正比而与距离成反比.本文也以此为基础,将引力模型

应用于增加值贸易,并将衡量产业共生水平的融合性、竞争性、互补性和依存性四个指标引入其中,构
造相应计量模型以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共生水平对中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具体

模型设定如公式(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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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被解释变量lnVAXi,t 表示中国对沿线国家每年的制造业增加值出口规模,即制造业出口中

所包含的来源于国内增值部分.相应的,本文中所涉及的制造业增加值进口VAM ,表示制造业进口

中来源于国外的增值部分.lnGDPi,t 为中国与各沿线国家各年 GDP之和,以２０１１年为基期进行平

减,代表双边经济规模和市场规模.lnDCi 为中国与沿线各国间的距离成本,本文使用双边国家首都

间的地理距离与当年国际油价的乘积来表示距离成本②.lnVATSDIi,t 为增加值贸易共生度指数,代
表双边制造业融合性,具体如公式(２)所示,其中dVAXz/VAXz 表示各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出口变动

率.lnVAESIi,t 为增加值出口相似度指数,代表双边制造业竞争性,具体如公式(３)所示,其中VAXm
zk

表示各国出口到目的地k 的所有n 类商品增加值总额中,第 m 类商品增加值出口所占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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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高志刚、刘伟:«“一带”背景下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潜力测算及前景展望»,«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蒋殿春、张庆昌:«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引力模型分析»,«世界经济»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lnVATIIi,t 为 增 加 值 贸 易 结 合 度 指 数,代 表 双 边 制 造 业 依 存 性,具 体 如 公 式 (４)所 示,其 中

VAXab/VAXa 表示在a 国对b国的增加值出口占其增加值出口总额的比重,VAMb/VAMw 表示在世

界增加值进口总额中b国增加值进口的比例.lnVATCIi,t 为增加值贸易互补性指数,代表双边制造业

的互补 性,具 体 如 公 式 (５)所 示,其 中 VAXm
z/VAXz 表 示 m 商 品 在 各 国 增 加 值 出 口 中 占 比,

VAXm
w/VAXw 表示m 商品在世界增加值出口总额中占比.lnLSi,t 表示中国与各沿线国家各年劳动力

规模之和.lnOFDIi,t 代表中国每年对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lnSISi,t 为沿线各国的人均安全

互联网服务器数量,代表基础设施水平.εi,t 为扰动项.

２．样本选取

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间较短,部分国家由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和政局不稳等因素导致

数据缺失严重,而可以获得增加值贸易数据的沿线国家数量更是有限.因此,在同时考虑各类数据可

得性以及样本分布广泛性的基础上,本文最终将“一带一路”２５个国家的制造业作为研究样本①.其

中,东南亚地区国家７个、南亚地区国家３个、东亚及中亚地区国家３个、中东欧地区国家１２个.
在数据来源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增加值贸易数据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

值链研究院数据库(UIBEGVCDatabase),该数据库是在亚洲发展银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ADBMＧ
RIO)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由于本文仅对制造业进行研究,因此主要使用该表中的制造业及其１４个

细分行业(即C３ C１６)数据进行分析②.中国与沿线国家间制造业共生水平也是基于该数据进行测

算③.同时,各国各年度 GDP、人口规模、人均安全互联网服务器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对

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来自各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各国地理位置数据来源于

CEPII数据库;各国关税水平数据来自各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各
年原油价格数据来自于美国能源情报署(U．S．EnergyInformationAdministration).另外,由于

ADBMRIO表中包括各国２０００年以及２０１０ ２０１７年的增加值贸易数据,而对增加值贸易共生度指数

进行计算后只能获得２０１１ ２０１７年的连续结果,因此本文主要以这一期间内的数据为支撑进行研究.
(二)制造业整体分析结果

１．静态面板结果

由于豪斯曼检验结果强烈拒绝原假设,故所构建的模型适用于固定效应,因此本文首先对模型进

行固定效应回归,具体结果如表１所示.模型(１)(４)中逐渐加入控制变量,可以看出总体结果较为稳

定.在传统引力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中,lnGDPi,t 的结果显著为正,说明市场规模越大,各国对中国

产品的需求也就越大,从而促进中国不断进行生产和出口.lnDCi 的结果显著为正,即中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间的距离成本越大,中国对其增加值出口规模越大.造成此结果的原因,本文认为:第
一,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两国(地区)的地理距离已不再是阻碍双边贸易的主要原

因;第二,随着近年来中国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世界各国对中国相关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扩

大;第三,地理距离越大说明沿线国家与中国的产品差异性越大,而其所带来的“偏好强化效应”④则

会增强沿线国家对中国产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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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样本国家包括:保加利亚、柬埔寨、越南、土耳其、泰国、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新加坡、罗马尼亚、俄罗斯、波兰、巴基斯坦、尼
泊尔、马来西亚、拉脱维亚、老挝、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匈牙利、克罗地亚、爱沙尼亚、捷克、蒙古.
根据 ADBMRIO表对各行业的分类,C３ C１６分别为:食物、饮料与烟草;织物与纺织品;皮、皮革与鞋类;木材、木制品与

软木制品;纸浆、纸制品、纸质印刷与出版;焦炭、精炼石油与核燃料;化学品与化学制品;橡胶与塑料制品;其他非金属矿

石;基本金属与加工金属;机械装备;电子设备与光学设备;运输装备;其他制造业与回收业.
考虑到篇幅原因,文中不再展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共生水平的具体测算结果,有意者可与作者联系索取.
郭新茹、彭秋玲、刘子琰:«文化距离、文化贸易壁垒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效应分析»,«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表１ 静态面板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lnGDP
０．９３９∗∗∗ ０．９４９∗∗∗ ０．８２２∗∗∗ ０．７７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lnDC
０．２３４∗∗∗ ０．２３４∗∗∗ ０．２４４∗∗∗ ０．２４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lnVATSDI
０．０１６２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１７０ ０．０１７４

(０．１４７) (０．１４７) (０．１２８) (０．１２１)

lnVAESI
０．５７６∗ ０．５７８∗ ０．５２８∗ ０．５２８∗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６)

lnVATII
１．０４４∗∗∗ １．０４６∗∗∗ １．０２８∗∗∗ １．０２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lnVATCI
０．０３２０ ０．０３０４ ０．０３２０ ０．０３１０

(０．６４２) (０．６６４) (０．６４５) (０．６５６)

lnLS
０．５５７ １．７９６ １．０５０

(０．８７５) (０．６１７) (０．７８１)

lnOFDI
０．０５６９∗ ０．０５４８∗

(０．０７６) (０．０９０)

lnSIS
０．００６３３

(０．５０４)

_cons
２５．７２∗∗∗ １４．６０ １４．０９ ０．２６４

(０．０００) (０．８３７) (０．８４５) (０．９９７)

N １７５ １７５ １７５ １７５

F ３３８．０３ ３０５．１３ １４１．９６ １４０．９９

R２ ０．４７５ ０．４７５ ０．４８７ ０．４８８

　　注:括号中为p值;∗、∗∗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

在衡量双边制造业共生水平的变量中,lnVATSDIi,t 结果为正,但并不显著,系数也相对较小,说
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制造业的相互融合对中国增加值出口具有“联动效应”,但在短期内

这一促进作用影响较小且并不明显.lnVAESIi,t 在１０％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中国与沿线国

家制造业的相互竞争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其增加值出口,即双边产业竞争的“技术倒逼效应”要大于“市
场挤出效应”,从而不断提高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提升国际竞争力.lnVATIIi,t 的结果显

著为正,说明中国与沿线国家制造业的相互依存会通过“市场依赖效应”和“生产结合效应”促进中国

对其进行增加值出口,且结合度越高越有利于中国进行增加值出口.lnVATCIi,t 的结果为负但不显

著,说明虽然双边产业互补会发挥“市场补充效应”,但单纯的互补关系也会导致双边贸易效率低下,
即存在“效率缺失效应”,且后者的作用要大于前者,从而在总体上显示出负向的结果.

在控制变量中,lnLSi,t 呈现出负向的结果,即双边劳动力规模之和不利于中国增加值出口.

lnOFDIi,t 结果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口在当期呈现出明显的“互补”关系.lnSISi,t 结果表明贸易

伙伴国良好的基础设施水平有利于中国对其进行增加值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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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动态面板结果

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引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的一阶滞后项,并使

用系统 GMM 方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３所示.序列自相关检验结果显示序列在５％的置

信水平上一阶自相关(p值为０．０４８４),二阶不相关(p值为０．７２１８),即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本文还

进行了sargan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０．２３９２,无法拒绝原假设,说明所选取的工具变量均有效.

表２ 动态面板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L．lnVAX
０．３９２∗∗∗ ０．４７２∗∗∗ ０．５０２∗∗∗ ０．７２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lnGDP
０．９６４∗∗∗ ０．９５１∗∗∗ １．０５４∗∗∗ ０．３４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lnDC
０．２３９∗∗∗ ０．２３１∗∗∗ ０．２１７∗∗∗ ０．２１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lnVATSDI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２７９∗∗∗ ０．０２６７∗∗∗ ０．０２９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lnVAESI
０．８７０∗∗∗ １．１４９∗∗∗ ０．９２７∗∗∗ ０．６３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lnVATII
０．５０１∗∗∗ ０．６１７∗∗∗ ０．６０９∗∗∗ ０．７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lnVATCI
０．００００７１２ ０．０００３５２ ０．０２０５ ０．０３４１

(０．９９６) (０．９８２) (０．２０７) (０．２００)

lnLS
１．９８５ ２．１０６ ０．９６９

(０．１９２) (０．２８８) (０．５０８)

lnOFDI
０．０５５３∗∗∗ ０．０４２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６６)

lnSIS
０．０４８３∗∗∗

(０．０００)

_cons
３０．８１∗∗∗ ８．６７９ ９．５１０ ６．９２０

(０．０００) (０．７７７) (０．８１６) (０．８２４)

N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注:括号中为p值;∗、∗∗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

根据结果,在产业共生条件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出口在滞后一期内表

现出十分明显的“惯性”,即当期的增加值出口水平对下一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积极参与到以

“一带一路”为框架的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有利于促进中国实现价值创造的进一步提升.具体来说,

lnGDPi,t 和lnDCi 的符号与显著性均未发生非常明显的改变,结果较为稳定;lnVATSDIi,t 和

lnVAESIi,t 的显著性都明显提升,说明相比于短期,中国与沿线国家制造业的相互融合与竞争在长期

都更有利于促进中国对其增加值出口规模的扩大;lnVATIIi,t 的显著性虽并未发生变化,但系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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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说明在长期中国与沿线国家制造业相互依存对中国增加值出口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

lnVATCIi,t 结果显示在长期内双边制造业互补对中国增加值出口仍然有不利影响,但程度大幅降低;

lnLSi,t 的结果未发生明显变化;lnOFDIi,t 在长期内表现出与短期相反的状态,即在长期中国对沿线

国家的直接投资与中国增加值出口表现出明显的“替代性”;lnSISi,t 结果在长期内更加显著.

３．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①.具体来说,本文从变量替换和方法替换两个方面进

行.首先,选用VAM (增加值进口)这一变量对被解释变量进行替换并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其次,对原

模型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回归,从而观察所得结果是否稳健.根据稳健性结果,可以看

出通过变换不同回归方法以及不同被解释变量之后,主要解释变量的相关结果与本文所得出的结果

总体上保持一致,说明本文所得出的结论较为稳健.
(三)分组与分行业分析

在整体层面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共生水平对中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进行分析之

后,本文进一步从分组和分行业两个角度对不同情形下的结果进行分析和探讨.

１．分组回归结果

表３ 分组回归结果

意愿组 非意愿组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L．lnVAX
０．４２８∗ １．４００∗∗ ０．６２１ ０．９０４∗∗∗

(０．０９６) (０．０１８) (０．１３３) (０．０００)

lnGDP
０．７７４ ０．０２７６ １．７０６∗∗∗ ０．１６９

(０．１９４) (０．９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４６３)

lnDC
０．３０５∗∗∗ ０．１８９∗∗∗ ０．１７２∗∗∗ ０．１７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lnVATSDI
０．０３３９ ０．０２６７∗ ０．０３３３∗∗∗ ０．０２４８∗∗

(０．１１７) (０．０９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６)

lnVAESI
０．６５９ ２．９８０ ０．６１６∗

(０．２８１) (０．４４１) (０．０８８)

lnVATII
０．９０１ ０．５７０ ０．６８４∗∗∗

(０．１６９) (０．５３６) (０．０００)

lnVATCI
０．１６６ ０．０１０７ ０．１１１ ０．０７０７∗∗

(０．２２８) (０．９０３) (０．６０８) (０．０１８)

N ７８ ７２ ４８ １０２

　　注:括号中为p值;∗、∗∗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限于篇幅,各控制变量结果不再展示.

首先,由于“一带一路”涉及国家众多,且各方与中国也有不同的合作意愿.因此,本文根据“是否

有意愿与中国进行合作”这一标准将样本国家分为“意愿组”与“非意愿组”.具体来说,本文依据各国

元首或首脑是否出席于２０１７年５月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来区分是否有意愿与中

国进行合作.在样本国家中,共有１３个国家参加了此次峰会,有１２个国家未参加.根据结果(如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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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分组后结果并没有较明显的差别,但可看出“意愿组”结果与整体层面结果更加相似,同时双边

产业竞争在“非意愿组”中更多表现出“市场挤出效应”,而在“意愿组”中更多表现为“技术倒逼效应”.
因此,“意愿组”结果略好于“非意愿组”,即中国应更倾向于与有意向的沿线国家进行合作.

其次,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所包含的国家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因此双边制造业共生水平对中国增

加值出口可能会有不同的影响.因此,本文将样本国家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组,并分别

进行回归.具体来说,将处于 OECD中的国家以及新加坡作为“发达国家”,将其他国家作为“发展中

国家”.可以看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增加值出口在长期表现出显著的“惯性”,而对发达国家则表

现并不显著.另一方面,相比于发达国家,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增加值出口受双边市场规模的影响并

不明显,说明中国对其增加值出口并非主要由市场来决定.同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间制造业的相互

融合、竞争、依存和互补都促进中国对其进行出口.可见,发展中国家所表现出的结果要强于发达国

家,中国应当继续与“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更加深入的经贸合作.

２．分行业回归结果

在行业分析方面,本文分别考察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增加值出口在制造业１４个细分

行业中的不同表现①.结果显示,有１０个行业的L．lnVAX 系数为正,４个行业为负,说明中国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增加值出口可以保持总体良好的势头.其中,C３和C１５这两个行业表现出明显

的“惯性”,而C４、C５和C１６行业则表现出明显的反向作用.从传统引力模型变量结果来看,共有８个

行业的lnGDPi,t 系数为正,６个行业为负,其中仅C３行业的结果显著,其他行业结果均不显著;另外,
有１３个行业的lnDCi系数为负,其中C７、C８和C１６结果较为显著,仅有C３行业的结果显著为正.从

衡量产业共生的变量结果来看,融合性方面,除 C１６外,其他行业中双边制造业的相互融合均对中国

增加值出口有正向的影响,且C３和C１４的结果更加显著;竞争性方面,除C５行业显示为负,即“市场

挤出效应”更加明显外,其他行业均系数为正,即“技术倒逼效应”更加明显,且 C３、C８和 C１１行业的

结果相对更好;依存性方面,４个行业系数为正,１０个行业系数为负,且其中５个行业结果较为显著,
可见在大部分行业中,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的相互依存都未对中国增加值出口起到促

进作用;互补性方面,有４个行业系数为正,即对中国增加值出口表现出“市场补充效应”,另外１０个

行业系数为负,即表现出“效率缺失效应”,同时所有行业结果均不显著.
综合来看,在１４个制造业细分行业中,食品、饮料与烟草行业(C３)的结果与制造业整体结果最为

相近,也更符合前文所讨论的内在机理,其次为运输装备行业(C１５)和电子与光学设备行业(C１４).
这说明目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增加值出口主要依赖于这三个行业,这也与现实情况相符,
也说明沿线国家对这三个行业的产品均有较大的需求.另一方面,其他制造业与回收行业(C１６)与制

造业整体结果相差最大,而织物与纺织品行业(C４)和皮、皮革与鞋类行业(C５)的表现也不理想.究

其原因,这些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各沿线国家都会有自己独立的生产体系,且某些国家的产品

竞争力要强于中国,因此对中国相关产品的需求相对较少.除此之外,C６ C１３这８个行业的整体表

现较为一般,说明中国与沿线国家在这些行业内的合作尚不深入,进一步合作的空间较大.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基于“产业共生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使用增加值贸易数据从融

合、竞争、互补和依存四个方面分析了双边制造业共生水平对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

的影响,并最终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整体层面来看,双边制造业的融合与依存有利于中国对沿线国

家进行增加值出口,同时,双边合作不能仅在互补的基础上进行,也应维持一定的良性竞争关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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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分组结果来看,与中国有合作意愿的沿线国家表现好于非意愿国家,区域内发展中国家的表现

好于发达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较明显地促进了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增加值出口;第三,从分行

业结果来看,在１４个制造业细分行业中,食品、饮料与烟草行业(C３)、运输装备行业(C１５)和电子与光

学设备行业(C１４)表现相对较好,其他制造业与回收行业(C１６)、织物与纺织品行业(C４)和皮、皮革与

鞋类行业(C５)表现较差,其他行业均表现一般.
为加深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促进实现区域内的“合作共赢”,本文提出以下相

关对策建议:第一,深入推广区域内双多边国家自由贸易网络的构建以及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的建

设,发展多层次、多领域、多产业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提升中国与沿线国家制造业间的相互融合与依存

水平,并在相互融合与依存的基础上形成合理、科学的竞争机制,进而不断提升各国制造业的国际竞

争力以及区域内的投资贸易效率.第二,中国应当在与各沿线国家建立良好沟通机制的基础上针对

性地与有合作意愿的国家进行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深入交流,并不断扩大合作范围与规模.第三,
中国应当继续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食品、运输装备、电子与光学设备等行业内的贸易合作,
不断增加对这些行业产品的出口规模,同时可酌情减少对纺织、皮革、鞋类和其他制造业等行业内产

品的出口,从而进一步深化与沿线国家贸易并提高整体贸易效率.

ResearchontheIndustrialSymbiosisandValueＧaddedExportsofManufacturingIndustryinChina
———Takingthe“BeltandRoad”as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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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ofBusiness,ShandongUniversity,Weihai２６４２００,P．R．China)

Abstract:Takingthe“BeltandRoad”initiativeasthebackground,basedonthe“IndustrialSymbioＧ
sisLevelEvaluationIndexSystem”anddatafrom２０１１ ２０１７,thispaperstudiestheinfluenceofthe
bilateralmanufacturingsymbiosislevelonChinasvalueＧaddedexportsfromfouraspects:integraＧ
tion,competitiveness,complementarityanddependence．Theresultsshowthat,generally,theinteＧ
gration,dependenceandcompetitivenessofbilateral manufacturingindustriesarebeneficialto
ChinasvalueＧaddedexportstocountriesalongtheline,butcomplementarityhasanegativeresult．
Fromtheviewofgrouping,countrieswithwillingnessofcooperatinghavebetterresultthanthatof
“unwilling”countries,anddevelopingcountrieshavebetterresultthanthatofdevelopedcountries．
Fromtheviewofsubdivisionindustries,ChinasvalueＧaddedexportstothecountriesalongtheline
arebetterinfoodandtransportationequipmentindustries,etc．However,leatherandfootwearinＧ
dustrieshaveperformedpoorly．Subsequently,onthepurposeofpromotingthe“winＧwin”cooperaＧ
tionintheregion,thispaperfurtherputsforwardcorresponding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
Keywords:“BeltandRoad”;Manufacturingindustry;Industrialsymbiosis;ValueＧadded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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