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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摩擦与中国-东盟区域
价值链的体系构建

胡  艺  沈铭辉

摘要：中美经贸摩擦是中国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引起的中美竞争加剧所致，中美价值链竞争折射出的是两

国经济竞争的本质和根源。中国和东盟在全球价值链中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在上游受美欧日技术溢出影响较

大，在下游相当程度受美国市场需求影响的现状下，中国 - 东盟区域价值链体系远未形成。中美经贸摩擦加

速了价值链从中国向东盟的转移，严重扭曲了中国与东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贸易与投资。东盟拥有承接价值

链转移的经济增长和劳动力数量优势，但在劳动力素质、内部资本形成和基础设施条件上仍显不足，充满不

确定性。东盟可作为中国构建区域价值链体系的优先对象，中国可通过主动构建与东盟的区域价值链体系以

积极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但需处理好GVC、RVC和NVC的关系，同时重视长期战略和短期策略，整合好“一

带一路”、RCEP 和 CAFTA 等合作机制，并推动投资保障机制和贸易开放政策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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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

拟对中国出口至美国的 5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正式拉开中美经贸摩擦的序幕。历经一年

多的反复与波折，中美两国元首在 2019 年 6 月的

G20 大阪峰会上再次会晤，决定重启两国经贸磋商，

但因美方再次违反承诺而使谈判再陷僵局。美国无

视全球多边贸易规则的单边主义行为已对全球价值

链造成极大的冲击和损害，干扰了全球价值链重构

的节奏与方向，加剧了全球经济与贸易的风险。东

盟国家作为新一轮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重要参与方和

中美两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是中美两国角力的重要

外围区域，其经济、政治和外交等各方面受中美经

贸摩擦的影响福祸难测。①

在中国要素价格上涨和环境、劳工、安全标准

逐步提高等内部因素与中美经贸摩擦等外部因素的

共同作用下，中国拥有的价值链中低端加工装配环

节向外转移是不可避免的长期趋势。②东盟国家因

其要素禀赋和地缘经济等优势，必将成为承接中国

这部分价值链转移的重要目的地。③那么，东盟国

家承接中国价值链转移的条件如何？能在多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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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以何种速度进行承接？中国是否应主动构建一

个中国 - 东盟区域价值链体系，以深化双方的分工

合作？中国应如何主导中国 - 东盟区域价值链体系

发展的步骤、方向和格局，以实现持久、共赢的双

边经济成长？这些都已成为长期中美经贸摩擦背景

下，中国 - 东盟经贸关系发展的战略性问题，本文

将重点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一、从价值链竞争看中美经贸摩擦

中美经贸摩擦的根源既非美国所强调的中美贸

易差额，也非美国所宣扬的中国在所谓结构性问题

上的“违规”，而是中国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引起的

中美竞争加剧所致，而中美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竞争

是中美竞争的关键所在。

（一）中美经贸摩擦的必然性和长期性

2018 年，中国实际 GDP 为 13.4 万亿美元，增

速6.6%，美国实际GDP为20.5万亿美元，增速2.9%。

中国实际 GDP 已超过美国的 65%①，且进入新常态

后已放缓的经济增速仍显著高于近年来表现强劲的

美国经济的增速。历史上，美国通常都会对经济规

模与之快速接近的国家实施战略遏制。尤其是，中

国约 14 亿的人口规模远超苏联和日本，是美国总

人口的 4 倍多，美国已将中国视为一个前所未有的

战略竞争对手。②2009 年以来，奥巴马和特朗普两

届政府先后提出并实施的“重返亚太战略”③“亚

太再平衡战略”④和“印太战略”⑤，事实上表明

全面遏制中国已成为美国优先级最高的国家战略。

因此，即使中美达成贸易协议，实质性降低了双边

贸易差额并缓解了系列结构性问题，但只要中国经

济规模仍不断接近美国，中美经贸和其他领域的争

端可能仍不会结束。以当前两国的实际 GDP 规模，

假设中美两国分别保持 6% 和 3% 的年均增速，在

汇率不变的条件下，中国约需 14 年将会在经济规

模上超过美国。这可能意味着未来 10-20 年间将会

是中美经贸摩擦的高峰期，中国需重点做好这期间

的战略应对。此后，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超越和综

合国力的迫近，美国如果无力有效遏制中国发展，

则中美经贸关系或许会进入一个相对平稳期。

（二）从价值链竞争看中美经贸摩擦的必然性

经济全球化时代，中美两国的 GDP 竞赛是两

国经济竞争的表象和结果，而中美在全球价值链上

的竞争则是两国经济竞争的本质和根源。

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动态演化看，长期以来形

成了欧美主导研发、营销和金融财务，日韩等主导

元器件和零部件供应，中国主导加工装配的形态。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正是成功抓住国际分工的深化调

整，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创造出令人瞩目的中

国经济奇迹。随着中国和东盟等的持续发展，全球

价值链正面临重构，中国扮演着这一轮价值链重构

的中心角色。第一，中国凭借积累的经济、技术资

源开始主动向价值链中高端升级。40 多年的改革开

放，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随之而来的劳

动者工资上涨、可利用土地资源紧张、环境和劳工

标准的提高等对成本极其敏感的加工装配环节造成

显著影响。近 10 年来中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已有

相当部分的加工装配企业外迁至要素成本更低的东

南亚和南亚国家。同时，中国 40 多年的“干中学”

和研发、教育投入积累了丰富的资金、技术和人才

资源，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外迁给中国优势企业和地

区提供了发展空间，使中国在部分产业实现向价值

链中高端的升级。第二，东盟、南亚等地区的经济

革新和成长使其逐渐在加工装配环节取得对中国的

相对竞争优势，施压中国走上价值链升级的道路。

东盟和南亚等地区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和便利的运输

条件，相对中国中西部地区有着承接加工装配转移

的更大优势，成为中国加工装配环节转移的主要目

的地之一。东盟等正从价值链低端逐步融入全球价

值链体系，并取得了可观的经济增长绩效，给中国

①  数据来源于 IMF 官方网站数据库（https://www.imf.org/en/Data）。

②  2017 年 12 月 18 日美国在其发布的特朗普政府首份综合安全政策文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位于“战略上

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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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刘胜湘、辛田：《均势制衡与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论析》，《当代亚太》201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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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了必须加快向价值链中高端的升级、实现经济

增长方式转型的巨大外部压力。

内外因素的叠加使价值链升级成为中国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中国既不情愿也不可能永守

价值链中低端，这就必然会同长期处于价值链中高

端的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产生直接的竞争。为

了维护技术和金融的垄断收益，美国不可能坐等中

国的全面挑战，基于价值链竞争的中美经贸摩擦就

难以避免。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美国不仅重视数量

性的贸易差额问题，更重视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结构

性问题，对华为等中国高科技领军企业实施非法制

裁，正是着眼于遏制中国的价值链升级之路。

（三）价值链竞争看中美经贸摩擦的长期性

相比经济规模竞争的长期性，中美两国价值链

上的竞争将会持续更长时间，且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更为复杂和严峻，中国主要面临“差距更大”“速

度更慢”和“风险更高”三大困难。

第一，中美价值链上的差距更为明显。中国 40

多年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成绩主要是通过国内改革

释放要素活力和对外开放承接加工制造融入全球生

产体系所取得，偏向要素数量扩张驱动经济增长的

模式。从全球价值链看，中国的价值链参与度很高，

但整体地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①美国是上一轮经济

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的主导力量，价值链中低端的

外迁使其能将资本和劳动等资源更集中于价值链高

端。因此，美国始终处于全球研发、金融财务和营

销等环节的制高点。中美在全球价值链地位上的差

距大于两国 GDP 规模上的差距，美国或许对捍卫其

世界经济第一大国的态度还较为理性和务实，但其

捍卫价值链绝对优势地位的态度则更为强硬和警觉。

中美经贸摩擦中，美国能施压世界各国企业对华为、

中兴、大疆、中科曙光等中国技术领先企业进行联

合封杀正是其全球价值链顶端地位的体现。

第二，中国价值链提升的结构性质变可能会慢

于经济指标的量变。在嵌入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过

程中，中国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实现了 GDP 等数量

型经济指标的高速增长。十八大以来，中国已进入

主要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价值链升级阶段，高质量

经济发展目标的重点在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需

求结构上，消费需求正超越投资需求成为增长的主

要拉动力；产业结构上，服务业正超越制造业成为

增加值的主要贡献者；消费结构上，服务类消费正

超过商品类消费、线上消费正超过线下消费、高品

质消费升级类产品消费正超过普通产品消费成为消

费的主要增长点。然而，中国在对美国全球价值链

地位的追赶过程中，这些结构性变化的速度应会慢

于在经济规模上对美国的超越。

第三，中国提升价值链的研发创新活动本身风

险较大。价值链提升的关键在于研发创新，但中国

创新型国家建设中仍面临几大挑战。一是中国多年

来一直处于技术追赶者的位置，在研发思路和能力

上都集中于模仿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再创新。

中国希望在价值链上能与美国竞争，重点在于自主

创新和原始创新，但长期形成的思维和能力要实现

这一创新转型面临较大的困难。二是一直在中国扮

演着重要角色的产业政策，在从模仿创新向自主原

始创新的转型中是否仍然有效值得关注。因为作为

技术追赶者的技术前沿和产业方向相对确定，而与

美国一同作为技术领先者的技术前沿和产业方向则

无法确定。三是研发创新活动本身就面临来自技术、

市场和收益分配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依靠创新实现

价值链升级带动经济增长的风险和困难应会高于依

靠要素投入带动的经济增长。

二、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 -东盟价值链的冲击

价值链中低端环节从中国转移至东盟欠发达成

员国是早已开始的经济现象，但中美经贸摩擦加速

了这一转移的进程，对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价值链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可考虑主动构建与东盟之间

的区域价值链体系以积极应对。

（一）中国 - 东盟价值链的发展与现状

东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阶段迥异，在全

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差异巨大。整体上讲，中国与东

盟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垂直分工体系，部分东盟

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时间甚至早于中国。20 世纪

70 年代后，经历两次石油危机、劳动力成本急剧上

升的日本开始将纺织业和重化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价

值链低端环节向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东南亚国

家转移。此后，“亚洲四小龙”也逐渐加入向东盟

四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转移加工

①  桑百川：《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人民日报》2016 年 3 月 27 日，第 0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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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环节的行列。①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成为上述东

盟四国承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价值链转移的竞争

者，这期间部分东盟国家甚至将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

出现“早熟型去工业化”现象。②进入21世纪后，随

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致的要素价格变化和价值链升

级趋势以及东盟新四国（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

的经济变革与开放，部分在华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将

一部分价值链低端的加工装配工厂从中国迁移至东盟

新四国，而把相当比重的上游中间产品供给留在中国，

从而在纺织品、服装、鞋帽、电子、机械等产业形成

一定程度上的垂直型价值链分工体系。

总体上看，当前的中国 - 东盟在全球价值链上

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潜力。

第一，中国与东盟在全球价值链上存在一定的

竞争关系。从生产角度看，中国与东盟老六国在电

子产品、家用电器、石油化工和汽车等产业从事的

价值链环节有相当的重合度，在一定时期内都存在

竞争关系。中国与东盟新四国在纺织品、服装鞋帽、

玩具、电子产品等产业的加工装配环节存在一定的

替代关系，中国在这些领域有所收缩，而东盟新四

国正处快速扩张期。从市场角度看，中国与东盟存

在竞争关系和替代关系的下游市场都高度集中于美

国，存在激烈的市场份额竞争。中国快速提升的最

终品需求主要由自身国内生产供给，对东盟国家而

言，中国当前作为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与

影响力与美国相差甚远。③

第二，中国与东盟在全球价值链上存在巨大的

合作潜力。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各国都能在价值链

的不同位置找到合作机会。比如中国与新加坡通过

持续多年的双边直接投资与合作已经形成了较为稳

定的价值链垂直分工体系。再如近年来中国企业加

大对越南和老挝等国的直接投资力度，夯实了合作

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在纺织服装业等初步形成了中

国提供中间品、东盟国家主导加工装配的局面。通

过全球纺织品服装贸易数据可以发现，中国在成衣

出口全球份额逐年降低和布料、棉纱等纺织中间品

出口全球份额的强势表现，而越南的成衣出口全球

份额则急剧上升，迫近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国内

消费需求的迅速扩张以及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

将会为东盟各国生产的最终消费品提供美国之外的

又一巨大市场。中国在形成产品营销和金融财务等

高端价值链环节的同时，也将为东盟各国创造中国

发展的红利。这两方面都将有助于中国 - 东盟区域

价值链体系的真正形成与成熟发展。

（二）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 - 东盟价值链中

国际贸易的影响

中美经贸摩擦中，美国已对中国约 2500 亿美

元出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最近又威胁对剩余约

3000 亿美元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这种有违自由

贸易原则的保护主义行动对全球价值链和中国 - 东

盟区域价值链在整体上都是一种负面的冲击，它会

扭曲贸易流向，抑制国际贸易的增长。

第一，中国对美出口部分商品会被东盟国家所

替代。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的最直接影响

就是中国对美出口的减少。2019 年上半年，中国对

美国出口 1994 亿美元，同比下降了 8.1%，而同期中

国整体出口有 0.1% 的增长。④相对中国更低的关税

优势使东盟各国能释放产能，满足美国市场对征税

产品的需求，对美出口大幅增加。2019 年 1-5 月，

越南对美出口额增加 30%；2019 年 5 月，马来西亚

对美出口额同比增长 11.7%，泰国对美出口额同比

增长7.8%。⑤但是，这一贸易转移效应充满不确定性。

一是东盟各国的产品种类和产能在短期内难以更大规

模地替代中国。二是越南和马来西亚本就位列 2018

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来源国的第 6 和第 8 位，分别

有395亿美元和265亿美元的对美货物贸易顺差。⑥

如果对美出口迅速扩大引致对美贸易顺差的进一步增

长，必将成为美国下一轮贸易制裁的重点目标。

第二，中国对东盟商品出口会增加，而自东

盟进口额会下降。2019 年上半年，中国对东盟出口

①  刘慧悦：《东南亚国家产业转移的演进：路径选择与结构优化》，《东南亚研究》2017 年第 3 期。

②  林梅、那文鹏：《印尼早熟型去工业化问题探析》，《南洋问题研究》2018 年第 1 期。

③  冯永琦、黄翰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产品市场的依赖度及中国的对策》，《当代亚太》2017 年第 3 期。

④  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网站统计快讯《2019 年 6 月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总值表（美元值）》，http://www.

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74/302275/2538546/index.html.

⑤  数据来源于中国讯息网：《中美贸易纠纷持续背景下东南亚国家对美出口增加》，http://chinaxunxi.cn/yd/3241.html.

⑥  数据来源于美国商务部网站的数据与报告，https://www.commerce.gov/data-and-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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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5 亿美元，同比增长 7.9%。这一方面是中国最终

产品出口美国受阻后向东盟开拓市场所致，另一方面

则是东盟各国虽对美国最终产品出口猛增，但高度依

赖于中国中间产品供应所致。2019 年上半年中国对

东盟各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恰好就是对美出口增长

最迅猛的越南和马来西亚，同比分别增长了14.3%和

12.7%。当然，不能排除部分中国商品经东盟各国改

变原产地后绕开高关税出口美国，从而拉高中国对东

盟出口增速的情况。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负向贸易创

造效应则会因部分中国商品的“出口转内销”，而降

低中国从世界各国包括东盟各国的商品进口。从出口

结构上，东盟各国又很难提供美国对华出口下降的大

豆、汽车和飞机等产品。2019年上半年，中国自东盟

进口1273亿美元，同比下降了0.2%。而同期，中国

进口总额下降了 4.3%，自美进口总额则大幅下降了

29.9%。①在此情形下，东盟各国仍希望填补美国产品

出口中国受阻的贸易机会，比如越南就计划加大猪肉、

腰果等产品的对华出口。②

（三）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 - 东盟价值链中

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

贸易是价值链分工的结果，投资则是价值链分

工的原因。中美经贸摩擦中，美方的单边主义行为

除了会扭曲国际贸易流向和规模外，还扭曲了国际

直接投资的流向和规模。

第一，加速了对东盟价值链中低端的投资。美

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大面积加征关税，大幅提高了最终

产品出口的成本，加速了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将价值

链底部最终加工装配环节向未加征关税的低成本地区

的转移，从而增加了对东盟在价值链中低端的国际直

接投资。以越南为例，其 2019 年上半年吸引的 FDI

达到 184.7 亿美元，相当于2018年同期的90.8%，实

际到位资金91亿美元，同比增长8%。FDI 前 5 位来

源地分别是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内地、新加坡和

日本，投资领域大部分集中于加工制造业。③有理由

相信涌入越南的相当部分FDI是中美经贸摩擦造成的

投资转移效应所致。

第二，对华投资更集中于价值链中高端。中国

凭借优良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完整的产业链配套、高

效的工程师和工人以及巨大的快速增长的消费市场等

优势条件依然是全球投资的热门目的地，且对华投资

正向价值链中高端集中。2019 年上半年，中国实际

利用外资707.4亿美元，同比增长3.5%，其中欧盟28

国对华直接投资同比增长了17%。农林牧副渔和制造

业吸引外资同比分别降低了 25.8% 和 3.8%，服务业

则同比增长了 6.7%。值得关注的是，同期在华新设

外商投资企业20131家，同比下降了32%，这意味着

单笔外商投资的规模大幅度提高，或许预示中国吸引

的FDI逐步集中于价值链中高端。④

第三，刺激中国和东盟各国调整引资政策，优

化投资环境。美国加征关税施加的外部压力使中国

开始挖掘优化内外资企业营商环境的潜力，以缓解

部分价值链外移对中国增长和就业的短期冲击。为

此，中国陆续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和自由

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2018版和 2019版）》和《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等法律法规，全面落实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和负

面清单管理，加强了知识产权的立法和执法力度，

增加了政府的政策透明度和服务效率，并实施了大

规模的减税降费措施，这使中国的综合投资环境得

以大大改善。与此同时，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等

东盟国家也纷纷调整引资政策，通过土地、税收等

优惠措施积极承接来自中国的价值链转移。东盟各

国还通过签订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

来改善引资软环境，如新加坡、文莱、越南和马来

西亚参与组建的 CPTPP 和欧盟 - 越南自由贸易协

定（EVFTA）等。

三、东盟承接中国价值链转移的条件和前景分析

中美经贸摩擦导致的部分投资流和贸易流从中

①  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网站统计快讯《2019 年 6 月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总值表（美元值）》，http://www.

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74/302275/2538546/index.html.

②  顾强：《越南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认知与政策选择》，《东南亚研究》2019 年第 3 期。

③  数据来源于越南中国商会网站《2019 年前 6 月越南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资金 184.7 亿美元》，http://www.vietchina.org/

ssxw/11319.html.

④  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中国投资指南网站《2019 年 1-6 月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快讯》，http://www.fdi.gov.

cn/1800000121_33_12678_0_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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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转移至东盟，让人们容易产生“东盟是中美经贸

摩擦最大受益者”的看法，①继而担心东盟会逐步

取代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从而威胁中国经

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东盟到底有什么样的条件、

能承接中国多大规模的价值链转移？对中国经济的

长期增长是否构成威胁？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中国对构建中国 - 东盟区域价值链体系的态

度，值得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一）东盟各国承接价值链转移的宏观经济

条件

近年来，东盟各国经济增长势头迅猛，尤其

是东盟新四国均实现了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

长的明星。2018 年越南、缅甸、老挝和柬埔寨实际

GDP 增速分别为 7.1%、6.7%、6.5% 和 7.3%，远远

超过全球经济 3.6% 的增速，也显著高于新兴市场与

发展中经济体 4.5% 的增速。强劲的经济增长正是各

界看好东盟能承接中国价值链转移的信心之源。除

新加坡、文莱和马来西亚外，东盟各国人均 GNI 都

明显低于中国，尤其是东盟新四国更是不到 2000 美

元，相比中国超 7000 美元的水平有着明显的优势。

低成本优势是各界判断东盟能承接中国价值链转移

的根本原因。但是，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在全球

贸易中的规模优势是整个东盟十国加起来都难以企

及的。2018年，东盟十国GDP之和约为2.97万亿美元，

与中国超 13 万亿美元的 GDP 总量差距巨大，并且

中国仍以 6.6% 的增长率高速增长。2018 年，东盟十

国的商品出口总额（含内部相互出口）约 1.45 万亿

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 7.38%，而中国商品出口

额则高达2.49万亿美元，全球占比为12.69%。因此，

相比中国，东盟并不具有明显增长优势，且在经贸

体量有显著差距。短期内，因中美经贸摩擦会有中

国转出的部分价值链环节转入，但在中长期，东盟

承接价值链转移的持续性仍主要取决于中国价值链

升级的速度和东盟自身承接条件的改善（见图 1）。

①  葛红亮：《东南亚难做得利“渔翁”》，《环球时报》2019 年 1 月 25 日，第 014 版。

图 1  中国与东盟各国宏观经济状况

数据来源：实际 GDP 增长率数据来源于 IMF 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实际 GDP、

人均 GNI 和商品出口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

注：实际 GDP 和商品出口额为现价美元计。人均 GNI 按 2010 年不变美元计，中国、老挝和文莱为 2017 年数据，缅

甸为 2010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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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盟各国承接价值链转移的劳动力条件

丰富而又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东盟各国承接中

国加工装配转移最基础性的条件。整体上，东盟国

家人口众多，且保持较高的人口增长率。2018 年，

东盟十国总人口约为 6.5 亿，相当于中国总人口的

47.0%，且除新加坡、泰国和缅甸外的东盟国家，

都保持了 1.0% 以上的人口增长率，增速明显高于

中国的 0.5%。但是，东盟国家的劳动力参工率整

体上低于中国。东盟十国的劳动力参工率虽高于世

界平均水平的 67%，但仍然低于中国的 76%。特别

是前两位人口大国——印尼和菲律宾的参工率分别

只有 69% 和 62%，显著低于中国。印尼、菲律宾、

马来西亚和缅甸等东盟国家女性劳动力的参工率甚

至不到 55%。这导致东盟十国仅有 3.3 亿劳动力，

相当于 7.9 亿中国劳动力总数的 41.8%，与总人口

的相对差距更大。值得注意的是，越南是东盟国家

中劳动力优势最明显的国家，其拥有快速增长的近

1 亿人口和 80% 以上的超高劳动力参工率，人均国

民收入不足 2000 美元，因而将会是承接中国价值

链外移的重点国家（见图 2）。

图 2  中国与东盟各国劳动力数量状况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

注：图 2 中的劳动力总数指包括所有年满 15 周岁、符合国际劳工组织对从事经济活动人口所作定义的群体，劳动力参

工率是指按国际劳工组合定义，15-64 岁人口中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比率。

不仅劳动力数量，劳动力质量也在相当程度

上决定了承接价值链转移的劳动力条件。东盟各

国中，只有人口最少的新加坡和文莱预期寿命高

于中国，表明东盟总体的综合卫生水平不及中国，

劳动力的健康状况低于中国。东盟各国与中国的

小学入学率都超过 90%，相比南亚、非洲等地高

出不少。但中学入学率，则只有新加坡、泰国比

中国高，其他大多数国家都低于中国。东盟的高

等院校入学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38%，只有新

加坡以 84% 一枝独秀，泰国的 49% 与中国 51%

差距不大，其他东盟国家则远远落后于中国。从

劳动力质量看，拥有近 7000 万人口的泰国似乎是

承接中国价值链转移的合适对象国，但泰国较为

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

劳动力质量上的优势（见下页图 3）。

（三）东盟各国承接价值链转移的资本条件

劳动力优势还必须借助资本条件才能发挥作

用，形成资本的投资来源主要有两个，即本国国

内总储蓄转化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东盟国家中

只有收入水平较高的新加坡和文莱有着超过 50%

的国内总储蓄率，其他国家普遍较低。印尼、泰

国和马来西亚介于 30%-40% 之间，越南的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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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25%，都远远低于近年来

已有所下降的中国 47% 的国内总储蓄率水平。这

说明东盟多数国家依靠本国储蓄转化为投资，进

而增加资本存量配合劳动力资源的内部动力不足。

即使加上外国输入资本，东盟所有国家的资本形

成率全部低于中国的 44%。虽然近年来，流入东

盟各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但其流量和存

量规模都还有待提高，它无法完全弥补东盟各国

国内资本形成不足的缺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并非完全倚靠廉价劳动力和外国直接投资，国内

高储蓄、高投资所形成的快速而持久的资本增长

甚至更为重要（见图 4）。

图 3  中国与东盟各国劳动力质量状况

图 4  中国与东盟各国资本状况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

注：图 4 中的国内总储蓄率是用 GDP 减去最终消费支出后除以 GDP 所得，资本形成率是指新增固定资产支出加上库

存的净变动值之和除以 GDP 所得，中国、缅甸、老挝这两个指标为 2017 年数据。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是基于 BOP 表的，

经济体来自外国投资者的净流入（新投资流入减去撤资）现价美元值，越南、马来西亚、缅甸、老挝和文莱该指标为 2017

年数据。

（四）东盟各国承接价值链转移的基础设施条件

虽然基础设施条件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善，但

在一定时期内基础设施短板也会在相当程度上决定

价值链转移的方向和速度。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状

况差异巨大，新加坡拥有世界上几乎最好的基础设

施，而其他东盟国家只有马来西亚的基础设施状况

接近中国，其他国家与中国相比差距明显。在《全

球竞争力报告 2018》中的基础设施排名中，新加坡

高居第1，中国位列第29位，马来西亚排第32位，

东盟前 4 的人口大国印尼、菲律宾、越南和泰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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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 3 中的预期寿命指假定 2017 年出生时的死亡率模式在一生中保持不变，一名新生儿可能生存的年数，入学率是

指各级学校在校生总数占官方入学年龄人口的百分比，超出 100% 是因为包含了较早或较晚入学以及复读的超龄和小龄学生。

中学入学率，新加坡和菲律宾为 2016 年数据，中国为 2013 年数据，柬埔寨为 2008 年数据，越南为 1998 年数据。高等院校

入学率，新加坡、泰国、越南为 2016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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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排在第 71、92、75 和 60 位。东盟国家基础设施

的短板集中体现在公路连接度和公路质量上，中国

在这两项分别排名第 17 和第 42，而东盟很多国家

都在 140 个国家中排名 100 名开外，只有泰国和马

来西亚的情况相对较好（见表1）。如果不能同步、

有效地破除基础设施短板，东盟国家中的劳动力大

国在承接价值链转移过程中会很快陷入增长乏力的

境地。

基础设施
公路连接

度
公路质量 铁路密度

铁路服务

效率

机场连接

度

班轮连接

度

海港服务

效率
通电率

电力传输

损耗

供水可靠

性

中国 29 17 42 58 25 2 1 48 1 21 68

印尼 71 120 75 82 19 5 41 61 98 56 75

菲律宾 92 129 88 87 100 26 61 84 100 54 60

越南 75 107 109 57 61 22 20 78 87 55 95

泰国 60 55 55 54 91 9 39 68 1 32 56

马来西亚 32 128 20 59 13 20 5 17 85 28 50

柬埔寨 112 100 100 78 109 58 93 86 115 88 92

老挝 99 130 107 - 105 88 - 115 97 - 91

新加坡 1 - 1 - 5 23 2 1 1 1 3

文莱 54 36 32 - 56 91 102 67 1 34 48

表 1  中国与东盟各国基础设施全球排名

数据来源：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 2018》（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the-global-competitveness-

report-2018/）。

（五）东盟承接价值链转移的前景分析

综合前文分析，中美经贸摩擦给东盟国家创造

了承接价值链转移的短期契机，但从中长期来看，

其承接价值链转移的前景仍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取决于多方面因素的叠加效应。

第一，中美经贸摩擦进展的影响。如果中美

互征关税不解除，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则会有

更多加工组装企业出于贸易成本考虑从中国向外转

移。反之，中美贸易磋商如能形成阶段性成果，加

征关税被取消，中国的全方位制造优势会使价值链

转移的速度大为放缓。此外，经贸摩擦并不限于中

美之间，如果美国因东盟对美出口扩大、顺差加大

或“中国商品借道出口”等理由对东盟发起贸易制

裁，则将对东盟承接价值链转移造成巨大打击。

第二，中国和其他国家政策调整的影响。中国

为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积极调整了国内政策，进一步

扩大开放，优化国内外企业的营商环境，积极财政

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保证总需求平稳增长，人民币

汇率兑美元有弹性贬值，这在相当程度上对冲了中

美经贸摩擦的消极影响，也有效延缓了因经贸摩擦

而加快的价值链外移步伐。此外，墨西哥、印度、

孟加拉国等也都在积极调整本国的引资政策，以应

对中美经贸摩擦对全球价值链冲击所带来的价值链转

移机会，东盟与这些国家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

第三，东盟自身条件提高进度的影响。东盟各

国凭借强劲的增长态势和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

加之邻近中国的地缘优势，的确是这一轮全球价值

链调整的重点区域。但如果东盟国家，尤其是劳动

力大国不能有效地、同步地提高劳动力质量，不能

增加国内储蓄和资本形成，不能补齐软硬件基础设

施短板，则在短期的资本转移狂欢之后有可能陷入

中长期的缓慢增长。自身能力建设和本土企业成长

将是决定越南等热门国家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四、中国构建中国 -东盟区域价值链体系的建议

中国与东盟现在都是全球价值链上的重要节

点，在上游受美欧日技术溢出影响较大，在下游相

当程度受美国市场需求影响的现状下，一个完整的、

相对闭合的中国 - 东盟区域价值链体系远未形成。

中国是否应因势利导主动构建中国 - 东盟区域价值

链体系，以及如何处理构建过程中的种种问题都值

得深入思考。

（一）正确处理 GVC、RVC 和 NVC 的关系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持续发展，积累的经济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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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资源使其必然会寻求从全球价值链低端向掌握巨

大利润空间的价值链高端的升级，从而重构全球价

值链体系。这一过程中既有新兴经济体向上的突破，

也必然伴随着其现有价值链低端环节向下的转移。

特朗普主动挑起与中国经贸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打破这一全球价值链重构进程，一是阻止中国在

价值链上对美国的挑战，二是希望让制造业回归美

国，兑现其对美国中下层选民的承诺。

笔者认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总是向着更有效

率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演进，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

的经济全球化代表更高效率的全球资源配置方

式，虽可能遇到短期波折，但依然会是世界经

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全球价值链（GVC，

GlobalValueChain）一定是中国的选项，是中国的

长期战略性方案。中美经贸摩擦可能会在相当长时

间内给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和升级造成困扰，

构建国家价值链（NVC，NationalValueChain），

用部分中国国内价值链替代因经贸摩擦而无法开

展的全球价值链合作，以降低中美经贸摩擦对增

长和就业的负面冲击，这成为一个可行的短期策

略性方案。①介于 GVC 和 NVC 之间的区域价值链

（RVC，RegionalValueChain）也应是中国现阶段可

重点考虑的选项。中国自身价值链升级和价值链低

端外移是不可逆的长期趋势，中国应采取措施主动

推进和其他国家的有序价值链分工与合作，并把握

好价值链外移的速度和方向，只有如此中国才能腾

出足够的要素空间实现自身的价值链升级。中国西

部发展战略也可不必完全倚靠承接东南发达省份加

工装配环节的转移，可在“两山”理论的引领下重

点发展旅游、文化创意行业、生态农业、高端制造

业等具有当地特色的绿色产业。相对南亚、中亚或

其他区域，东盟应是中国构建区域价值链体系的优

先对象。一是因为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卓有

成效，双方有着坚实的经贸基础；二是因为东盟与

中国毗邻，水陆交通便利，地缘优势明显；三是东

盟十国中没有具有价值链主导优势的国家，虽然面

临深耕东盟数十年日本的竞争，但中国仍有体量优

势和潜力在各国灵活配置价值链，保持价值链分工

与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四是东盟各国与中国在文化

传统上更为接近。

（二）长期战略和短期策略并重

中国构建中国 - 东盟价值链体系的长期战略应

是形成具有以下整体特征的区域价值链：一是中国

逐步升级到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拥有相对技术优势

和系统集成优势，从而有能力向东盟发展中成员持

续溢出技术；二是中国逐步取代美国成为东盟最终

产品的首要出口目的地，这要求中国成功实现生产

型增长向消费型增长的转型，并降低进口门槛，为

他国提供巨大的消费需求；三是东盟承接了大量中

国转移的价值链环节，与中国形成价值链垂直分工，

增加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并从中国的技

术溢出和市场开放中取得持续、健康的经济发展。

当然，东盟特定国家或在特定的产业领域也可能相

对中国处于价值链高端。

中国 - 东盟价值链体系的短期策略需要注意以

下三个问题：一是中国仍需持续改善自身的企业营

商环境，相机调整环境、劳工等政策，控制好价值

链向东盟外移的节奏，避免过快外移对中国的短期

冲击；二是保持多个方向的可能性，不能让现阶段

中国价值链外移的目的地过度集中于东盟的个别国

家；三是根据政治和经济等多项原则，确定与东盟

各国开展价值链分工合作的优先顺序，适时发挥政

治杠杆的作用，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对

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东盟国家必须给予回击。

（三）重视“一带一路”、RCEP 和 CAFTA

等机制的作用

构建中国 - 东盟区域价值链体系并非是完全新

创一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而是可以在现有区域经

济合作机制中融入价值链分工合作的核心思想。中

国与东盟有着多领域、多层次的各种合作机制，需

要有意识地通过这些合作机制为区域价值链体系的

构建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中美贸易长期摩擦背

景下，很多机制能为中国在东盟国家开展第三方合

作创造有利条件，使中国得以绕开美国价值链高端

的技术封锁，有利于中国的研发创新和价值链升级

的同时，也有利于东盟各国参与全球技术合作。

中国今后可以区域价值链体系构建为目标，整

合与东盟的各种合作机制，在各合作机制中更加突出

合作重点。比如与东盟的“一带一路”建设中重点加

强基础设施连通和建设，助力东盟各国打通制约经

①  张明志、岳帅：《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美贸易摩擦透视》，《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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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的基建瓶颈，但设施连通必须立足于与中国的

连通与对接，优先促进与中国的经贸交往。与东盟在

RCEP的合作中可将重点放在有序促进贸易开放的问

题上，而与东盟双边CAFTA后续升级的合作重点可

放在投资协定以及环境、知识产权等相关问题上。

（四）投资保障机制与贸易开放政策并举

企业投资是形成价值链的基础，也是主导价

值链的关键。没有有效的投资保障机制和贸易开

放政策，中国 - 东盟的区域价值链体系就无法实

现。中国 - 东盟区域价值链体系构建的核心就是

中国企业对东盟进行直接投资，以形成价值链上

的分工与合作。因此，投资保障机制成为中国构

建与东盟区域价值链体系的先决条件。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国与东盟国家就缔结了多个双边投

资保障协议。但由于理念差异和中国在核心条款

上的态度变化，这些投资保障协议的保护水平参

差不齐，部分保护不力。随着 CAFTA 的建立，中

国与东盟签署的《中国 - 东盟投资协议》创建了

统一的国际投资保护机制，但该协议所约束的国

家行为范围狭窄、缺乏审慎措施条款、根本安全

例外条款未有效约束，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中国

对东盟投资的安全保障需要。①因此，中国应在

CAFTA下一轮升级谈判中重点强化投资条款谈判，

也可以与重点投资目的地的东盟国家先行谈判高

质量的双边投资协定。

贸易开放是价值链正常运转的保障。中国 - 东

盟区域价值链体系的最终形态要求中国生产的价值

链中高端投入品能自由进入下游的东盟国家加工制

造体系，而东盟制造的质优价廉的商品能自由进入

最终消费市场的中国，以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同时，在东盟具有价值链优势地位

的领域，双向贸易也应自由无阻。这就要求中国与

东盟双方都要相互信任，更加积极和大胆的推动双

边货物和服务贸易向零关税、零障碍前进。

①  魏艳茹：《中国 - 东盟投资协议：成就、不足与完善》，《国际经贸探索》2011 年第 6 期。

[ 责任编辑：陈慧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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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f Main Papers

Internal Logic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WANG Na（21）

The  idea of 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China has gone  through  four different stag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PRC. It is the result of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conomy and society

（theoretical  logic）; an  inevitable choi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historical 

logic）and  the urgent requirement of China’s development（realistic logic）, to overcome its bottleneck. 

Emotional Logic and  Governance Path in Rural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actice……LIU Yu-zhen（29）

The practice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generally follows the digitized, standardized and clear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rout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relies heavily on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at  the cost of neglects the 

dimension of “human” and its emotions as the main body to some extent. This is an important reason why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fails  to achieve satisfied poverty alleviation effect occasionally.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empirical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bring “emotion” back to the analysis, focusing on 

the analysis of emotional logic in the proces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focused around the strategy of emotional 

governance. The path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emotional governance dimension  is  to  incorporate  the 

emotional dimension into the policy texts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practice, weakening the negative emotional energy 

of  the main body and strengthening  its positive emotional energy. Through tempting various means  to    realize  the 

reproduction of emotions, and finally forming a new pattern of multi-component coordinated poverty governance.

Sino-US Trade Conflicts and Sino-ASEAN Regional Value Chain System……HU Yi & SHEN Ming-hui（52）

Sino-US  trade  frictions are  the  result of  the bilateral competition stemming  from  the growing of China’s 

economy size. The competition in GVC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s the essence and root of economic competition. 

China and ASEAN have both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GVC. Under the upstream that relying on the technology 

export of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while    the downstream relying on the market demand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Sino-ASEAN regional value chain system has not formed. Sino-US trade frictions accelerated the move 

of value chain from China to ASEAN and seriously distorted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in the 

GVC. ASEAN has the advantages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abundant labor force to undertake value chain transfer, 

but  it still  lacks  the quality of  labor  force,  internal capital  form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conditions. ASEAN is  the 

priority object of building regional value chain for China. China may actively build Sino-ASEAN regional value chain 

system to face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Sino- US trade conflicts. For the purpose, China has to properly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VC, RVC and NVC, make long-term strategy and short-term strategy, play the role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CEP and CAFTA, build investment guarantee mechanism and implement trade opening policy.

Upon The Dialectical Logic of China’s Autonomous Moder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roversy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Dong Bo & QIN Shi-yan（63）

It has not been explained reasonably for a long time when we talk about the formation of china’s autonomous 

modernity. There are  two typical distinctive viewpoints such as Occidentalism and Orientalism with regard  to  this 

important question, but both of  them are short of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have not  shed  light on  importance o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