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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链的构建 *
杨书群,汤虹玲
( 中共佛山市委党校经济学部,广东佛山 528000)
摘摇 要: 中国制造业经过 30 多年的对外开放已经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这种融入主要是通过中国出口产

品的国际市场份额、RCA 指数以及产业内贸易 IIT 指数等三个指标来反映,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中国一直处于
低位徘徊的地位,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构建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链。 该文着重分析了影响

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链构建的主要因素,包括来自发达国家的干涉和封锁、中国的政府行为及政府间利益冲突等,
强调在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链重构过程中要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包括政府要切实降低本国制造企业构建国家价
值链的制度成本、规范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导向、促进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以及要加快培育中国的中等收入阶
层等方面的思路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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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中国制造业的对外开放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

研发设计环节拓展和品牌销售环节延伸,构建完整

加快而不断深入,在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吸引下,通过

的制造业国家价值链,并以国家价值链的角色全方

主动承接发达国家产业的转移,采取以市场换技术

位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之中,提高中国制造业价值链

的手段,使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和竞争力。

成就,目前正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总量位居

1摇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现状

世界第一的身份活跃在国际经济舞台中。 从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看,中国制造行业 30 个大类中( 扣除采

制造业是指制造资源 ( 包括物料、能源、设备、

掘业、水电气公用业后) ,都已经有了外资的身影,

工具、资金、技术、信息和人力等) 按照市场要求,通

生产的产品也远销全球市场。 无论是制造业的研

过制造过程,转化为可供人们使用和利用的工业品

发、生产还是产品的销售,都已经全面嵌入到全球价

与生活消费品的行业。 目前,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增

值链之中。 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持续制

长的主导部门和经济转型的基础,也是中国城镇就

约,全球经济增长趋势放缓。 加之全球原材料、能源

业的主要渠道和国际竞争力的集中体现。 如美国

资源价格的上涨、人民币汇率上升以及企业用工成

68% 的财富就来源于制造业,日本国民经济总产值

要素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

中的约 47% 也由制造业提供。 在先进的工业化国

继。 在全球价值链中,中国大多数制造企业处于产

门中,又有约半数人员的工作性质与制造业密切相

本的提高等,使得中国过去主要依靠大量廉价生产

业价值链的加工组装环节,产品同质性强,竞争十分
激烈,产品附加值不高,企业的利润率偏低,这就决
定了中国企业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要提高产品附加
值和科技含量,必须加快向产业价值链附加值高的

家中,约有 1 / 4 的人口从业于制造业,在非制造业部
关。 中国制造业的高速发展,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
力和国际地位。 2010 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超过 70

万亿元,占全球制造业总量比重约 20% ,位居全球
第一。 由此表明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朝着十
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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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摇 制造业价值链分工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以来,国际分工模式经历了由产业

间国际分工到产业内国际分工,再由产业内国际分
工到产品内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历程。 随着国际分
工的逐渐深化,制造业国际分工的边界逐渐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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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间转移至产业部门内,从垂直分工发展到水平
分工,再从水平分工发展到网络化分工。 当代制造

1. 2摇 中国制造业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

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逐渐形成,中国各地尤

业国际分工的边界则表现为价值链,制造业价值链

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其区位优势和国家政策,积

上不同环节的分工,成为当代制造业国际分工的主

极吸引国际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通过承接国际产

流。 制造业价值链是指一项产品( 或服务) 从概念

业转移,实施生产外包和服务外包等方式,使得一大

的提出、到进行研发、再经历不同阶段的生产制造、

批劳动密集型的、附加价值较低的、以加工贸易为主

加工装配、销售及售后服务、废物处理再循环等环节

的制造业得到快速成长。 中国制造业各行业迅速融

在内的整个价值创造过程。 正是由于这种一体化的

入全球价值链体系,这种融入的过程主要是通过中

生产体系导致在特定部门或特定产业中,核心跨国

国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公司或跨国垄断巨头对全球该产业或部门的控制加

以及产业内贸易 IIT 指数等三个指标来反映。

强,使国际分工超越了产业和国家的边界,转向产品
内部,处于世界不同地区的制造业企业通过全球价
值链构成了一个有序集合的价值创造网络。 以价值
链解构和重整为特征的制造业全球生产网络的构
建,为厂商寻求进一步的比较优势和在不同价值链
环节寻求更大的经济收益成为可能。 在这样的内在
激励作用下,发达国家既重视把位于产品生命周期
中较后期阶段的标准化产品阶段的产品“ 整体性冶
地向其他国家转移,又重视将在生命周期中处于较
前期阶段易于进行标准化生产、规模经济效益显著
或对生产制造过程中的工资成本比较敏感的生产制
造环节向其他国家转移。 从产业价值链理论来看,
在某一产业全球价值链的众多“ 价值环节冶 中,并不
是每一个环节都创造等量价值,价值链条内部具有
价值等级体系特征,按照各个价值环节增值能力可
以把整个价值链条划分为若干环节或片断,那些高
附加值的价值环节一般就是全球价值链上的核心环
节,整个价值链条的全球治理规则也是由这些核心
环节所决定的( 如图 1) 。 而且,按照增值能力不同

一是中国商品出口贸易占国际市场的份额。 从

1990 年至 2011 年, 中 国 商 品 出 口 总 额 逐 步 增 加,

2011 年商品出口贸易额达到 18 986 亿美元,成为世
界第一,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大幅提高。 图 2 显
示,中国 出 口 产 品 的 国 际 市 场 份 额 在 1990 年 和

1995 年分别为 1. 80% 和 2. 88% ,与当时韩国水平

相当,但远远落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国际市场
份额。 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 2001 年 11 月加入
WTO 以来,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稳步提
升。 从 2000 年 ~ 2010 年,中国商品出口贸易占国

际 市 场 的 份 额 分 别 为3 . 87 % 、4 . 2 9 % 、5 . 0 3 % 、

5. 86% 、6. 48% 、7. 31% 、8. 20% 、8. 90% 、9. 60% 、
10. 4% 。 尽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在 2011 年还未
完全消除,但中国商品出口贸易占国际市场份额的
比重达到了 11% ,排在世界第一的位置,分别高于
美国 2. 6% 和德国 2. 7% 。 此外,在商品出口贸易占
国际市场份额方面,中国从 2004 年 ~ 2011 年,已经
连续 8 年超过日本、韩国、法国和英国的份额。

而区分出来的各个价值环节,其对劳动、资本、企业
家能力等的禀赋要求和回报也是不同的。 正因为如
此,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至今,制造业的国际转移
才会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在全球范围兴起。

图 2摇 中国及世界主要国家商品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
1990 年 ~ 2011 年 ( % )

数据来源:1994 年-2005 年的数据来自《 跨国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

图 1摇 全球价值链下同一产品不同环节的附加值变化曲线

升级:基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分析》 ,2006 年 - 2011 年的数据根据
WTO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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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 显 示 性 比 较 优 势 指 数 ( RCA ) 的 变 化。

在统计数据上显示同一类同时存在进口和出口的商

RCA 指数是用来衡量一国总出口中某类产品所占

品数额,表明在该产业有着互补性的贸易需求,并且

份额相对于该产品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的大

越是高位的分类显示出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越有说服

小,反映一国某种产品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竞争强

力。 ITT 的取值范围为[0,1] ,IIT = 0 时,表示没有

度。 国际经验表明,若一国 RCA>2. 5,则具有超强

发生产业内贸易;IIT 指数>0,意味一国同时出口和

的竞争力;若 RCA 在 1. 25 ~ 2. 5 之间,则具有较强

进口该行业的产品( 行业内贸易) ;界于 0 ~ 0. 25 之

的竞争力;若 RCA<0. 8,则竞争力较弱。 从表 1 可

工;界于 0. 50 ~ 0. 75 之间为水平分工;界于 0. 75 ~

的竞争力;若 RCA 在 0. 8 ~ 1. 25 之间,则具有一般

间为高度垂直分工;界于 0. 25 ~ 0. 50 之间为垂直分

以看出中国制造业的 RCA 指数在 2002 年之前都低

1. 00 之间为高度水平分工;IIT = 1 时,表明产业内

争力,从 2003 年 ~ 2008 年,中国制造业的 RCA 指数

度越高。 从表 2 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制造业产品对

强的竞争力。 巴西的 RCA 指数一直在 1. 00 以下,

降趋势,从 2004 ~ 2008 年,除了对欧盟的 IIT 指数

于 1. 25,这说明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上只具有一般竞
一直都是高于 1. 25,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具有较
而印度的 RCA 指数一直在 1. 00 左右波动,同属金
砖四国的巴西和印度其制造业 RCA 指数的总体水

进口额与出口额相等;IIT 值越大说明产业内贸易程
主要贸易伙伴的 IIT 指数在 2001 ~ 2003 年均呈下
除外,都呈上升的发展趋势, 2008 年与东盟、日本、

韩 国 贸 易 伙 伴 的 IIT 数 值 分 别 达 到0 . 9 9 、0 . 8 7 、

平不如中国。 从 2005 年开始,中国的 RCA 指数既

0. 79,界于 0. 75 ~ 1. 00 之间,说明中国与它们之间

发达经济体,这表明中国制造业整体水平呈现出了

达到 0. 66、0. 62,界于 0. 50 ~ 0. 75 之间,说明中国

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一直高于韩国等新兴
一个加速赶超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趋势。

与它们之间的水平分工程度相对低一些。

表 1摇 中国、日本等主要国家制造业的 RCA

年

国

家
份
1994

中国

日本

韩国

印度

美国

巴西

1. 15

1. 33

1. 30

1. 12

1. 09

0. 76

1996

1. 18

1. 33

1. 24

1. 02

1. 08

0. 74

1995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1. 17
1. 18
1. 16
1. 18
1. 21
1. 22
1. 23
1. 25
1. 27
1. 32
1. 30
1. 30
1. 40

1. 32
1. 31
1. 26
1. 26
1. 29
1. 27
1. 27
1. 28
1. 29
1. 32
1. 29
1. 30
1. 33

1. 27
1. 20
1. 15
1. 15
1. 24
1. 23
1. 25
1. 26
1. 27
1. 30
1. 27
1. 27
1. 28

1. 05
1. 02
1. 01
1. 01
1. 12
1. 05
1. 09
1. 16
1. 06
1. 00
0. 96
0. 88
0. 98

的水平分工程度较高;与美国、欧盟的 IIT 数值分别

1. 07
1. 11
1. 09
1. 09
1. 14
1. 13
1. 12
1. 12
1. 14
1. 16
1. 14
1. 13
1. 12

0. 73
0. 73
0. 72
0. 72
0. 79
0. 73
0. 71
0. 70
0. 73
0. 75
0. 69
0. 66
0. 64

数据来源:1994 年-2005 年的数据来自《 跨国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
升级:基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分析》 ,2006 年 - 2008 年的数据根据
WTO 计算。

三是产业内贸易指数 IIT 的波动。 产业内贸易

表 2摇 中国制造业对主要贸易伙伴的 IIT

IIT

全部

东盟

韩国

美国

欧盟

日本

2001

0. 92

0. 92

0. 62

0. 62

0. 90

0. 98

2003

0. 93

0. 80

0. 56

0. 56

0. 82

0. 85

2002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0. 92
0. 91
0. 86
0. 82
0. 88
0. 88

0. 88
0. 84
0. 87
0. 90
0. 93
0. 99

0. 63
0. 57
0. 57
0. 62
0. 70
0. 79

0. 63
0. 57
0. 57
0. 62
0. 63
0. 66

0. 86
0. 79
0. 57
0. 66
0. 62
0. 62

0. 91
0. 84
0. 88
0. 86
0. 86
0. 87

数据来源:2001 年-2006 年的数据来自《 跨国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
升级:基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分析》 ,2007 年 - 2008 年的数据根据
WTO 计算。

国内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政府的优惠政策,使得
中国事实上已成为制造业国际转移的最大受惠国。
截至 2010 年 9 月,中国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约

10 600 亿美元,利用贷款累计 3 400 亿美元。 中国
吸收的外商投资,占世界外商投资总额的四分之一

指数是用来测度一个产业的产业内贸易程度的指

以上,占发展中国家外商投资的三分之一以上。 与

数,是指同产业中双方国家互有不同质的贸易往来,

制造业生产环节的大规模移入相伴随,跨国公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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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其“ 头脑冶 功能的某些部分移入中国,在华设立

等众多行业,从中可以发现大部分产品价值链核心

研发中心的速度也不断加快,联合国国际贸易发展

环节都掌握在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

委员会会议的研究显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跨国公

区手中。 相对而言,由于缺乏对关键核心技术和品

司海外研发的首选地。 截至 2010 年底,跨国公司在

牌的控制以及对核心业务的拥有,中国企业不能围

上海、北京、广州等一线城市。 至 2012 年 11 月底,

球价值链的下游,辅助价值生产环节。 由于制造业

中国各地设立的研发中心超过 1200 家,主要集中于

绕自己并以己为主地组建全球价值链,只能嵌入全

仅上海市已经认定的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

国家价值链尚未形成,尤其是具有领导地位的跨国

分别达到了 350 家和 393 家。 通过对国际产业转移

公司数量少,从而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被迫处于一

的积极吸纳,中国的制造业己深深地融入了全球价

种从属、被支配的地位,因而制造业竞争力严重不

值链体系。 从实际情况看,发达国家企业是大多数

足,使得中国制造业发展尽管有 30 多年的发展基

全球价值链的领导者,占据着大多数全球价值链上

础,但大部分产品价值链核心环节仍然掌握在发达

的战略性环节,支配和治理着全球价值链体系。 表

国家企业手中,中国企业只能被动地接受发达国家

3 反映了中国部分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地位

企业领导,为其“ 打工冶 ,在嵌入全球价值链条中只

状况,无论是装备制造业的汽车、飞机和计算机还是

能处于低端徘徊的水平。

传统的建筑陶瓷、纺织服装、家用电器拟或集成电路
表 3摇 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地位状况

全球价值链

战略环节

产品产业

战略环节控制者 / 领导企业

领导企业母国

中国企业占据环节

飞机

研发、总装

波音、空客等

美国、欧盟

少量零配件

汽车

研发、模具、成套装备制造

通用、大众、本田、丰田等

美国、德国、日本等

通用零配件、整车组装

计算机

研 发、 CPU 制 造、 软 件 设

Intel、惠普、微软戴尔等美

一般元件制造、成品组装、

国、日本、台湾地区等

中低档产品

三星、Intel、Iexnc-instr 等

美国、韩国等

低端制造和封装测试

德国、韩国、日本、中国等

一般元件、成品组装等

意大利、西班牙等

低档建陶生产

法国、意大利、美国、香港

低档产品、来料加工、贴牌

等

生产

集成电器

计、核心元件
IC 设计、前沿技术研发和

耐用家电

研发、核心元件

建筑陶瓷
纺织服装

生产、IP 供应

生产机械设计、产品研发、
彩釉研发
面料和时装研发设计、品
牌创造、营销

西门子、三星、东芝、海尔
等
Saslo、casrellon 等
皮尔卡丹、阿迪达斯等

资料来源:龚三乐(2006)

2摇 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链构建面临的障碍

投资不仅数量大而且分布行业广,但在嵌入全球价
值链过程中,中国本土制造业很难融入到外来资本

如前所述,在全球价值链中,附加价值环节高的

所主导的封闭式价值链,尤其是外资企业核心产品

研发设计、品牌销售等环节已经为发达国家所占据,

的关键环节。 尽管国内一些对外开放较早且有条件

而中国则位于附加价值低的加工组装等环节,要实

的如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通过实施产业链招商引

现价值链的攀升和制造业国家价值链的形成,既要

进了完整的产业链,但由于政府的招商往往忽视了

正视当前来自发达国家的干涉和封锁,又要面对中

本地企业的价值链建设,导致招商越多而本地企业

国的政府行为及政府间利益冲突所带来的影响。

就越处于孤立境地的局面。 例如中国各地在大力招

2. 1摇 发达国家主导的封闭式价值链阻止中国制造
企业的进入

摇 摇 30 多年的对外开放,中国制造业吸收外商直接

商引资过程中,苏州市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引进明
基企业落户时,就带来了台湾 20 多家配套厂商,形

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向昆山转移。 外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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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完整的产业链变成了飞地经济,在全球化的

级和国家价值链的实现。

进程中利用成本优势获得产业升级,本地企业则面

2. 3摇 中国各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冲突

临较高的升级障碍,难以得到有效提升。 Hatani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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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以财政分权为核心内容的财政体制改革,

全球价值链和外资对制度约束的反映视角层面,对

推动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不同程度上嵌入全球

在华日资汽车业技术溢出展开了相应研究,结果发

价值链。 由于东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和国家赋予的优

现中国本地企业很难参与到全球供应链中,形成与

惠政策,在参与全球化分工中获得了迅速发展。 然

跨国企业的有效联系。 导致中国小汽车企业在以市

而,这种财政分权体制事实上已经成为阻碍国内价

场换技术的今天,并没有掌握小汽车的核心技术,只

值链构建的重要因素,并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体现:

能把大量利润拱手让给发达国家的汽车企业。 正因

一是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虽然会给中、西部地区带

为国内很多制造业未能进入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

来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机遇,自然会受到中、西部

价值链,大量招商引资带来的只是工业总产值增加、

地区地方政府的普遍欢迎和支持,但对于东部地区

GDP 增加和就业数增加等,而行业技术水平很难得

地方政府而言,在产业升级不能随着产业转移迅速

到大幅度提高,更谈不上国家价值链的形成。

形成,从而产业升级带来的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不

2. 2摇 发达国家频繁的对中国制造业实施技术控制

能弥补产业转移造成的损失时,产业转移就会对东

和封锁

部地区地方政府的政绩和财政收入带来不利影响。

摇 摇 在参与国际分工中,融入到全球价值链的中国

二是构建中国制造业价值链会影响东部地区企业在

制造业有些能够通过进入价值链来提高高技术产业

研究与开发、设计、加工、制造、营销渠道建设、品牌

的份额,但若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持续提高企业自身

发展、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的跨区域分离。 但是,中

的创新能力确实很难。 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

国当前现行的征税属地化政策却不允许上述生产、

体系中,提供技术的跨国公司往往会把关键的技术

经营分离现象的出现。 于是,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构

提前“ 解构冶 ,通过有计划地打散完整技术,让引进

建过程就涉及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之

技术的企业只能生产一个环节,而无法掌握完整技

间在促进经济增长、保护税收来源、税收管理及财政

术。 例如苹果公司就是为了防止核心技术外溢,将

收入等方面的竞争,阻碍了中国制造业价值链的构

产业链的各个零部件环节全部打散,使本土代工企

建。

业只能生产其中的一个环节,无法掌握其产品的全

2. 4摇 中国政府对各级领导政绩观考核的手段单一

部流程。 iPhone 是苹果公司近年来创新的一种新式
手机,迄今已打败了全世界所有的手机。 几乎每一
款 iPhone 手机的背面,都有一段很小的“ 苹果公司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考核比

较侧重于 GDP 这一重要经济指标。 为官一任的领

导干部为完成这个和自己职务晋升有着莫大关系的

设计、在中国制造冶 的文字,这足以表明中国可以生

指标,可谓是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招商引资,有些地方

产出世界上最先进的移动电话,但并不等同于中国

政府甚至明确发文,要求所有在辖区范围吃财政饭

的企业( 包括台湾富士康公司) 已经掌握了其中的

的工作人员都必须加入到政府的招商引资大军中,

先进技术。 在这样一种生产分工体系下,参与生产

为的是共同完成政府给领导所定的任务。 在这个政

的代工企 业 不 仅 无 法 分 享 先 进 技 术, 而 且 处 在 被

府全面招商的时代,地方政府普遍认为,只要招商能

“ 俘获冶 的地位,即便企业引进了最先进的技术,也

引导资金就行,而不管这个项目是否适合本地的发

只能生产产品的价值链中的一段。 不仅企业不愿意

展要求。 如在招商引资工作中,以前的政府一直比

转让技术,政府也严格限制本国企业的技术扩散,近

较重视制造环节的招商,而忽视对本地孤环或断环

年来日韩政府和中国台湾地区都严格限制向中国大

企业价值链接通的考虑,结果招商越多,对外资企业

陆转让技术, 哪怕这种 “ 转让冶 只不过是到大陆 设

依赖越多,而本土企业受冷落越多等。 与此同时,各

厂。 因此,如果国内制造企业仅仅满足于从事简单

级地方政府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或明或暗的展开各

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在技术上往往容易形成路

种形式的竞争,直接形成区域市场的进入壁垒,提高

径依赖,如果当地企业不能通过自身努力突破路径

了市场整合成本,影响了中国制造企业利用本国市

依赖,往往会固化在产业链低端,难以做出有效的升

场空间来构建国家价值链的发展空间。 此外,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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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地方政府出于晋升政绩指标竞争,对招商引资

稳定等,这就激励了企业热衷于转向选择国外市场

的外资或本国企业实施各种“ 隐形冶 补贴,人为扭曲

销售。 另外,市场经济法治型的特点要求加大知识

了企业的生产要素投入成本差异与投入比例。 这些

产权保护。 然而,在国内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或

政府行为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制造企业凭借贴牌

执行机制缺位的制度环境下,大量同行企业采用挖

代工方式的出口成本,也就挤压了中国制造企业构

关键技术人员或者“ 逆向工程冶 的模仿和复制行为,

建国家价值链的激励空间。

以低价格甚至恶性“ 杀价冶 方式与研发企业进行竞

3摇 构建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链的思路和建

争。 这两个方面的制度因素已成为阻碍中国企业构

议

建国家价值链以及由全球价值链向国家价值链转化
的重要因素。

摇 摇 出口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

3. 3摇 规范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导向

作用。 然而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冲击,昔日这驾

的共同努力,而继续实施以 GDP 作为惟一考核的重

过去 30 年来对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发挥了较大
辉煌的马车已经显得萎靡不振、软弱乏力。 尽管中

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链的构建离不开各级政府

要指标的做法必将加剧各级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

国制造企业一直以来较为“ 热衷冶 于融入全球价值

最终导致中国经济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首先,必

链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但面对国际经济复苏依然

须改变过去对地方政府以 GDP 增长作为“ 政绩晋

未见明显好转的情形,实现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升冶 考核的单一指标。 我们认为,对领导干部政绩

必须转而依托于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 在加快中国

观的考核要坚持全面、实践和群众的观点。 用全面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时代,实施扩大内需的发展战

的观点看政绩,就是既要看经济指标,又要看社会指

略要高度重视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链的构建,通过

标、人文指标和生态指标;既要看城市变化,又要看

国家价值链的建设来带动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农村发展;既要看当前发展,又要看发展的可持续

3. 1摇 充分发挥政府在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链构建

性;既要看经济总量增长,又要看人民群众得到的实

过程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惠;既要看经济发展,又要看社会稳定。 用实践的观

摇 摇 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既是市场经济

点看政绩,就是重实干、办实事、求实效,各项政绩应

规则的制订者,又是比赛的裁判员。 双重身份使得

该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检验。 用群众观点看

中国各级政府在制造业国家价值链重构过程中,应

政绩,就是要倾听群众呼声,忠实履行全心全意为人

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严厉打击以次充好、假冒伪

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追求政

劣、欺行霸市等行为。 今年以来,广东省委、省政府

绩的根本目的。 其次,国家要出台相应制度和政策,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的“ 三打两建冶 活动,对于广东省

进一步规范并逐步健全政府对招商引资的企业实施

构建良好市场秩序和社会信用体系收到了良好的效

各种“ 隐形冶 补贴的行为, 切实为企业开展公平 竞

果就是最好的例证。 此外,各级地方政府可以通过

争、构建国家价值链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办展会或论坛等形式加强优势企业的推介和宣传,

3. 4摇 促进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

改变人们心目中中国是低质量产品和假冒伪劣产品

加工贸易企业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企

生产国的国际形象,积极培育民族文化认同感和自

业,有着数量较多、经济效益不高的特点。 正是这种

信心,加大宣传国内的流行文化,纠正对国外流行文

特殊性决定了中国进行国家价值链重构的重点应在

化的过度崇拜心理。

加快加工贸易企业的转型升级,加强企业的自主研

3. 2摇 政府要切实降低本国制造企业构建国家价值

发能力,注重品牌和分销渠道的建设,搞好售后服

链的制度成本

务,并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 当前,中国加工贸易

摇 摇 市场经济在中国多年来的发展,市场化水平尽

企业进行价值链重构首先应积极采取措施向产品的

管超过了 70% ,但由于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普遍缺

研发设计环节转移,注重产品专利的申请与保护,促

位,诚信的市场经济并未全面建立。 相对于国内市

进研发成果的转化。 其次,应注重品牌和分销渠道

场销售而言,出口国外市场具有众多的优势,如预付

的建设,搞好售后服务,由贴牌生产( OEM) 向委托

货款、付款及时、设备供应、学习效应、批量大且市场

设计( ODM) 和创建自有品牌( OBM) 转型,通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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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打造一批世界级的知名品牌( IBM) 。 同时,在
某些具有良好基础的产业,鼓励企业依托国家的优
惠政策和国内巨大的消费市场,积极构建新的全球
价值链,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以获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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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Value Chai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Sect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Yang Shuqun, Tang Hongling
( The Party School of Guangdong Foshan Shunde Committee of CPC, Foshan Guangdong Province528000, China)

Abstract: After more than 30 years'opening-up, our country's manufacturing sector has already merged into

the system of global value chain, reflec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of the export products, RCA index,
and IIT index. However, the status of China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has been hovering at a low level. It is neces鄄

sary to re-construct the national value chain of our country's manufacturing sector within the system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he author has analyzed the main factors impact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national value chain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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