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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

价值链的构建∗

———公共产品供求关系的视角

马　 涛　 陈　 曦

　 　 【内容提要】 　 公共产品的供求关系为研究“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构建

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是影响“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构建的

重要正向变量，中国与沿线发展中国家及其中小企业是其构建的微观主体。 当“一带

一路”倡议提供的器物型、制度型和观念型国际公共产品与价值链构建主体对公共产

品的需求实现供求均衡，也就为全球价值链体系的扩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构建“一带

一路”全球价值链将在提升包容性发展、收入分配公平性、区域间平衡发展和国际经

济治理重构等方面创造重要价值。 在现有全球价值链体系下，一些发达国家对“一带

一路”建设持审慎甚至敌视态度并形成了错误认知和偏见，这可能成为影响价值链构

建的负向变量。 同时，一些参与现有全球价值链的沿线发展中国家也会面临价值链融

入路径的选择。 考虑到“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内涵的国际公共产品满足了全

球化时代实现各国共同发展的需求，发达国家也能弥补“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角色缺

位，不会成为“一带一路”价值链构建中的阻碍，将与发展中国家发挥各自互补优势，

实现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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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在当今云谲波诡的世界格局下，全球范围内已经成熟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主要包括

北美、欧洲和亚太三大价值链体系。 全球生产网络促进了上述地区和国家的分工合作

与商品流通，提升了经济产出并繁荣了全球经济。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至 ２００８ 年国际

金融危机前，全球价值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 ２００８ 年之前，全球价值链贸易

占世界贸易的份额最高值接近 ５２％。 危机后该份额出现下滑，２０１５ 年降至约 ４７％。①

在逆全球化和结构性因素导致全球价值链收缩的背景下，各国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开拓

新的价值链体系，以提供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在 ２０１５ 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ＡＰＥＣ）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

旨演讲中强调，要共建“共享协调、开放、包容的全球价值链”。② 同年，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土耳其安塔利亚峰会提出了有关构建“包容的全球价值链”的倡议。③ 此后，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在上海举行的 Ｇ２０ 贸易部长会议发布了 Ｇ２０ 历史上首份贸易部长声明。 在这份

声明中，中国为推动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出了“促进包容协

调的全球价值链”的倡议。 由此可见，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成为扩展全球价值链体系并确保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和世界银行给出了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核心概念，

主要是指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及其中小企业通过克服参与障碍能够便利融入的全球价

值链。④ 其中的参与障碍主要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国内缺乏支持中小企业的经营环

境和体制，导致了较高的固定成本以及在国际市场竞争上的巨大挑战。 作为构建包容

性全球价值链的微观主体，发展中国家及其中小企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应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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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０：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ｄｏｉ ／ ａｂｓ ／ １０．１５９６ ／ ９７８－１－４６４８－１４５７－０，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１０ 日。

习近平： 《发挥亚太引领作用 应对世界经济挑战》， 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ａ． ｃｎｒ． ｃｎ ／ ｇｄｇｇ ／ ２０１５１１１８ ／ ｔ２０１５１１１８ ＿
５２０５３６３０７．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Ｇ２０ 安塔利亚峰会公报指出：包容的全球价值链是世界贸易的重要驱动力，所有发展水平国家的各种规

模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参与并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同时鼓励发展中国家更深参与并创造更多价值。 参见《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安塔利亚峰会公报（全文）》，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１１ ／ １７ ／ ｃ＿１１１７１６０２４８．ｈｔｍ，访问

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ｒｅａｓ ｆｏｒ ＧＶ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ＥＣＤ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Ｇ２０ Ｔｒａｄ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Ｔｕｒｋｅ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６，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ａｇｒｉｓ．ｆａｏ．ｏｒｇ ／ ｏｐｅｎａｇｒｉｓ ／
ｓｅａｒｃｈ．ｄｏ？ ｒｅｃｏｒｄＩＤ＝ＵＳ２０１５６０１２４０，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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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的相应平台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

由于全球价值链体系“结构固化”导致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发展动力不足等原因，

全球价值链需要继续扩展并寻求在全球范围均衡分布。 例如，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存

在失衡和“缺位”特征。 一方面表现为缺乏统一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安排，另一方

面表现为该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难以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

一种新的导向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这种缺位。① 长期以来，

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呈现出“东强西弱”的特征，通过构建“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

值链，引领中国与相关国家将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向西逐步延伸并不断深化。

经过几年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相关国家间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大幅提升。 截至 ２０１８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 ５ 万亿

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 ６００ 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 ２０ 多万个就业岗位。② “一带一

路”倡议不仅要扩大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归根结底还要加强中国与相关

国家之间的深度产能合作。 那么如何实现这种深度合作？ 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构建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包容性全球价值链来实现。 从微观角度来讲，构建价值链体系

需要吸收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及其中小企业，使它们通过深入参与国际分工创造经济增

长，消弭区域间发展不平衡。

在当前世界发展格局下，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依托是什么？ “一带一路”建

设迎合了全球价值链体系扩展的需要，也满足了沿线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融入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需求。 “一带一路”不仅为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提供了路径选

择，也能为其提供必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且通过生产性服务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发

挥作用。

本文从国际公共产品视角对“一带一路”倡议对包容性全球化的具体内容，即包

容性全球价值链的构建进行了研究。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提

供了国际公共产品，价值链构建主体对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与供给实现供求均衡，为

价值链构建创造了必要条件。 其次，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在促进包容性全球

化方面深具现实价值。 最后，也应看到，主导现有全球价值链体系的部分发达国家对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的全球化发展的错误认知可能会形成价值链构建的负面因素，

应该积极予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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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阳：《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缺位”与“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８
期，第 ３９ 页。

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竞争力 ２０１９ 年度报告》，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１０ 页。



二　 现有相关研究

在现有的文献中，学者们对“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公共产品关系的研究较多，而
“一带一路”与全球价值链方面的文献相对较少。 对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理论阐释主

要分布于 ＯＥＣＤ 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中。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公共产品

国际公共产品的概念最早由曼瑟尔·奥尔森（Ｍａｎｃｕｒ Ｏｌｓｅｎ）在 １９７１ 年提出。①

１９９９ 年，英奇·考尔（Ｉｎｇｅ Ｋａｕｌ）等人给出了国际公共产品的定义：国际公共产品就是

其收益扩展到所有国家、人民和世代的产品。② 区域公共产品从国际公共产品的概念

发展而来，意指仅在某一特定区域的供给和消费，其利益惠及整个地区而非遍及全

球的国际公共产品。③ 奥利弗·莫里西（Ｏｌｉｖｅｒ Ｍｏｒｒｉｓｓｅｙ）等认为公共产品的定义不

应过于宽泛，其重要特点是具有跨越国际边界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非排他性意味

着公共产品一旦提供，没有人会被排除在享受权益之外；非竞争性是指一个成员的消

费不会引起其他成员消费的减少。④ 在一般意义上，“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整体平台，
在这一平台上的诸多跨国活动具有区域公共产品属性。⑤ 但目前“一带一路”在初级

阶段被赋予过多多边主义属性是缺乏可行性的，而应赋予其区域主义属性，同时也

并不否认“一带一路”最终要具有多边主义属性。⑥ 鉴于“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是国

际合作与交流，⑦从长远看，“一带一路”建设所提供的是具有区域属性的国际公共

产品。
国际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合作提供了器物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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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ｃｕｒ Ｏｌｓｅｎ，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５， Ｎｏ．４， １９７１， ｐｐ．８６６－８７４．

Ｉｎｇｅ Ｋａｕｌ， Ｉｓａｂｅｌｌｅ Ｇｒｕｎ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Ｍａｒｃ Ａ． Ｓｔｅｒｎ，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ｉｎ Ｉｎｇｅ Ｋａｕｌ， Ｉｓａ⁃
ｂｅｌｌｅ Ｇｒｕｎ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Ｍａｒｃ Ａ． Ｓｔｅｒｎ， ｅｄ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ｐ．４．

樊勇明：《从国际公共产品到区域公共产品———区域合作理论的新增长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第 １４４ 页。

Ｏｌｉｖｅｒ Ｍｏｒｒｉｓｓｅｙ， Ｄｉｒｋ Ｗｉｌｌｅ Ｖｅｌｄｅ ａｎｄ Ａｄｒｉａｎ Ｈｅｗｉｔｔ，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Ｍａｒｃｏ Ｆｅｒｒｏｎｉ ａｎｄ Ａｓｈｏｋａ Ｍｏｄｙ， ｅ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ｎｇ， Ｂｏｓｔｏｎ： 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１１， ｐ．３１．

黄河：《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一带一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第 １４２ 页。
李向阳：《“一带一路”：区域主义还是多边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４６ 页。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和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在中国北京分别举办了第一届和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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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观念型公共产品的保障。① 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是对全球性国际公共产品的有

效补充，其理论来源是经济学中的地区性公共产品的概念，即把区域内国家联合起来

共同设计一套只服务于本区域、只适用于本区域，其成本由域内国家共同分担的安排、

机制或制度。② 黄河在查尔斯·泰勒（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ａｙｌｏｒ）提出的“嵌入式公共领域”概念

的基础上指出，在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或无法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情况下，共同

需求和共同利益将会驱使区域及区域间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联合起来，共同设计一套制

度安排。③ 基于此，“一带一路”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为改善相关国家的经济治理以及

构建以价值链体系为核心的区域秩序构建了一个新的平台。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增加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促进全球可持

续发展进程，带动沿线发展中国家实现包容性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将相关国家联

结在一起，通过项目投资、对外贸易、资金保障、能力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合作内

容，为它们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机遇。④ 构建“一带一路”包

容性全球价值链，将有效实现全球包容性发展，为促进区域内收入分配、生态环境保

护、劳工权利等方面的公平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国际公共产品。

（二）“一带一路”倡议与包容性全球价值链

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到 ２０５０ 年，“一带一路”倡议将贡献 ８０％的世界经济增长，新增

３０ 亿中产阶级。 未来十年，“一带一路”倡议将新增 ２．５ 万亿美元的贸易量。⑤ “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之初，国际合作涵盖中国、东盟、南亚、中亚、西亚、独联体和中东欧，⑥随

着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已延伸至非洲、拉美以及南太平洋。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初级

阶段，逐步形成了中国向相关国家进行投资并购、承包相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等商品

贸易以外的合作。 随着产能合作的不断深入，相关国家将在中国进行投资性生产等经

营活动，以形成“履带状”循环运行的全球价值链新结构。

“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价值链理论具有推进和创新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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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宇燕、李增刚：《国际经济政治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谢来辉：《“一带一路”与全球治

理的关系———一个类型学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第 ３４ 页。
樊勇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解析区域合作的另一个理论视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第 １１ 页。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ａｙｌｏｒ， Ａ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Ａ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ｌｋｎａｐ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ｐ．１８７；黄

河：《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一带一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第 １４１ 页。
朱磊、陈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内涵、目标与路径》，载《世界经济与政

治》，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第 ９０ 页。
王义桅：《欢迎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载《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３ 年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有 ６５ 个。



了传统区域价值链的地域限制，更强调沿线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 “一带

一路”将中国优质产能、技术和价格优势与广大亚、欧、非国家的市场、劳动力和发展

转型等需求结合起来，通过各个层面的战略对接来构建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实现

要素资源在亚、欧、非国家新的流动和分配，有助于形成新的全球价值链。① 特别是在

亚洲，“一带一路”为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的延伸创造了条件。 当前，亚洲地区全球价

值链不仅面临着价值链长度缩短的挑战，还可能受到“特朗普冲击”的影响，“一带一

路”框架下的国际产能合作将会延伸该地区的全球价值链。②

世界各国为构建更包容的全球价值链提供了更好的政策环境。 在“一带一路”建

设中，大多数参与国尚处在全球价值链的初级阶段，相关国家可以利用自身制造业产

能优势，帮助中资企业与“一带一路”合作对象国在资金、技术、基金、项目和产业园区

等方面深度对接。③ 在促进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深度对接上，构建“一带一路”为核心的

价值链，能在国家产业竞争力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选择某些特定产业进行

互补性的分工合作。④ 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是全面建设呼应“一带一路”倡议

的微观经济机制的基础，而且是基于公平贸易上的、全球各国参与主体都能受益的包

容性全球价值链。⑤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国形成了经济技术联系

和利益纽带。

融入包容性全球价值链中的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自身比较优势

参与价值链分工体系。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参与更多的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而来

自较高收入国家的企业则会承接高技术密集的专业化活动。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通过

参与全球价值链上下游分工，会为其带来生产率提高、产品复杂度提升和出口多样化

等诸多经济收益。⑥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变革为其参与全球价值链创造了重要

的政策环境。 由此可见，不同国家推进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进程是共建“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中小企业是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微观主体之一，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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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王亚军：《“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创新与典范价值》，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９ 页。
李向阳：《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缺位”与“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８

期，第 ４３ 页。
刘志彪、吴福象：《“一带一路”倡议下全球价值链的双重嵌入》，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 ８期，第 ３２页。
周绍东、邰俊杰、罗金龙：《以“一带一路”为核心构建区域价值链：比较优势与产业选择》，载《经济论

坛》，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１３７ 页。
刘志彪：《构建“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载《经济参考报》，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Ｐｒｚｅｍｙｓｌａｗ Ｋｏｗａｌｓｋｉ， ｅｔ 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ＯＥＣＤ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 １７９， Ｐａｒｉｓ：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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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变量较多，有学者认为，产品质量、金融稳定、标准和认证、灵

活度和适应度、创新能力和营商环境等都是中小企业融入价值链的潜在影响因素。① 此

外，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ＵＮＣＴＡＤ）、ＯＥＣＤ、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ＡＰＥＣ 和东盟

（ＡＳＥＡＮ）等国际组织在研究中全面总结了影响中小企业进入全球价值链的变量因

素，但是，各国际组织对变量的采用标准也不尽相同（见表 １）。 其中部分变量直接或

者间接反映出中小企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时对一些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

表 １　 各国际组织对中小企业参与价值链的影响变量研究情况

　 　 　 　 　 　 　 　 国际组织
影响变量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ＥＣＤ ＷＴＯ ＡＰＥＣ ＡＳＥＡＮ

产品质量 × √ × √ ×
产品价格 √ × √ √ √
产品配送 × √ √ √ ×
电子通信的使用 × √ √ √ ×
国际认可的质量认证 × √ × √ ×
国际标准 × √ × × ×
信息和通信技术 × √ √ √ ×
电子化市场 × √ √ √ ×
金融稳定 × √ × √ ×
商业惯例的变化 × √ × √ ×
人力资本（人力资源） × √ × √ ×
生产分割 × √ √ √ ×
供求关系 × √ √ √ ×
价值链内的合作 × √ √ √ √
与跨国公司和大公司的合作 × √ × √ √
结构与政策特征 × √ √ √ ×
营商环境 × √ √ √ ×
生产能力 × √ × √ ×
实物和信息化基础设施 × √ √ √ ×
灵活性和适应性 × √ × √ ×
地理位置 √ √ √ √ √
创新能力 × √ × √ ×

　 　 资料来源：Ａｓｉ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ＳＭＥｓ ｉｎ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ｓｉａ，” Ｍａｎｄａｌｕｙｏｎｇ Ｃｉｔｙ：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ｄｂ．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ｓｍｅｓ－ｇｌｏｂａｌ－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ｉｎｓ？，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

注：×表示该变量不包含在国际组织的研究中；√表示该变量包含在国际组织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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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Ｙｕｈｕａ Ｚｈａｎｇ，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ＳＭＥｓ ｉｎ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ＡＰＥ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Ｕｎｉ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６， Ｍａｙ ２０１４．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本文一方面确定了“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的属性，

另一方面分析总结了现有文献对“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方法和视角。 笔者发现，以

往研究中尚没有从国际公共产品视角研究“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构建问题。 基

于此，本文设计出以下研究思路，“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给相关国家提供公共产品，能够为包

容性全球价值链的构建创造物质基础和政策环境。 特别是“一带一路”为沿线发展中国家

及其中小企业更好融入价值链提供了全方位的政策支持，同时也诠释了包容性全球化发展

的理论内涵。 本文在分析“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构建中，不仅从国家层面探讨国际

公共产品的供求关系，还从中小企业的微观层面进行了探析，以期从多个视角研究价值链

构建主体与国际公共产品之间的供求均衡关系，这也是本文的一个创新之处。

三　 国际公共产品供求下的“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构建

“一带一路”建设涵盖了器物、制度和观念等多个维度，其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也

可以分为器物型、制度型、观念型等多个类型。 全球价值链运行需要的重要元素是服

务，其中生产性服务在全球价值链构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被形象地比喻为

全球价值链的“黏合剂”。 １９８０ 年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 ２００９ 年，运输、旅游和商

业服务等服务业出口在增加值贸易中的比例从 ３１％上升至 ４３％，①服务业承载着各国

在价值链上的多向关联。

（一）公共产品供求下“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构建的研究架构

本文为“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理论研究框架（见图

１）。 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构建提供了必要且不同类型的国

际公共产品；另一方面，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沿线发展中国家及其中小企业作为价值链

构建主体也有对公共产品的内在需求。 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国际公共产品供求双

方实现平衡的条件下，“一带一路”建设将促进中国与相关国家以产能合作为功能导向

的全球价值链体系的构建。 下文将以此为研究架构进行理论分析：首先，从公共产品

类型的角度介绍“一带一路”倡议对价值链构建的供给模式。 其次，基于国家和企业

的宏微观层面归纳其对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情况。 最后，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求关系

上分析促成“一带一路”价值链构建的必要因素，并给出结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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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国际公共产品供求下“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构建关系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二）“一带一路”对构建包容性价值链的公共产品供给

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由要素禀赋、地理位置、市场规模和体制所决定。 此外，政策和

制度等公共产品作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手段，可以弥补要素禀赋的缺陷。 “一带一

路”将通过制度型和观念型公共产品给沿线价值链构建提供必需的服务平台和发展

理念。 此外，器物型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自由贸易区、产业园区等实体性公共产品

是构建全球价值链的基本物质保障。

１．“一带一路”为价值链构建提供的器物型公共产品

低效的基础设施是贸易成本高的重要原因。 通过改善互联互通条件可以克服距

离遥远的困难，促进国家参与价值链，这包括改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以及管理相关

服务的监管框架。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基础设施、装备制造等领域成为相关国家参

与价值链亟须的公共产品，特别是基础设施中的公路、铁路、管线、电力和通信网等公

共产品的提供成为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的基础。 与上述基础设施相似，产业

园区也是“一带一路”为构建全球价值链提供的重要器物型公共产品，其为进一步形

成产业链搭建了更直接的平台。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沿线全球价值链的构建。 过去

几年，在亚欧地区和国家建设的雅万高铁、亚吉铁路、中泰铁路、中老铁路、巴基斯坦的

瓜达尔港、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和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等项目给相关国家和地区带

来了经济红利。 以建立在白俄罗斯境内的中白工业园（Ｇｒｅａｔ Ｓｔｏｎｅ）为例，该园区是中

国和白俄罗斯两国扩大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的“试验田”。 自 ２０１４ 年工业园建成以

来，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共建园区的样板与典范，园区在提升两国产业战略布局的同

时，也为沿线全球价值链构建创造了重要平台。① 所以，“一带一路”价值链正是在具

备了坚实的基础设施之后，才能搭建起沿线国家之间高度关联的产能合作。

·９３１·



①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白俄罗斯和中国批准了该合作项目的政府间协议；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白俄罗斯签发了第 ２５３
号《关于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区》的总统令；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中白工业园的奠基仪式隆重举行；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２ 日，两国领导人莅临中白工业园现场视察，签署“巨石”总体规划书，并对入驻园区的第一批企业进行了评估。



２．“一带一路”为价值链构建提供的制度型公共产品

制度型国际公共产品主要是指保证、维持和拓展国家间分工与贸易的国际规则。

“一带一路”各国内外部的制度环境各不相同，现行国际规则大多具有“非中性”的特

征。① 所以，这就需要建立一套适用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合作机制，建立“一带一

路”全球价值链体系下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国家与企业深入参与一体化协议也可以促进体制和政策改革，以提高制度质量。

为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以“一带一路”国家为地域范畴，在区域内签署深度特惠贸

易协定（ＰＴＡｓ）可以提高经贸合作的制度质量，增加成员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 深

度特惠贸易协定包括法律和监管框架、协调海关程序、制定知识产权规则等。 此外，全

球价值链对契约制度的质量更为敏感，价值链联系越依赖契约制度质量，该种联系内

部的黏性就越强，所以需要建立合作信誉机制以弥补正式契约的缺陷。

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平台，２０１４ 年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

的核心精神在于平等性和非排他性。 作为新成立的国际组织，亚投行建立了公平和具

有公信力的治理机制。 亚投行的注册资金有 １０００ 亿美元，但其贡献不止于基建融资，

而是推进世界经济秩序重构，使其更公平和更互利。 亚投行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建

设，运营以来已批准项目投资约 ５３ 亿美元，所有项目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有力推进了亚欧一体化整合。②

“一带一路”倡议与周边国家和区域组织的发展战略形成了一系列对接合作的制

度型公共产品。③ 例如，东盟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蒙古国的“发展之路”、越南的“两廊

一圈”、柬埔寨的“四角战略”、印度尼西亚的“全球海洋支点”构想、老挝的“变陆锁国为

陆联国”、菲律宾的“大建特建”规划等，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顶层设计特点的制

度型公共产品。④ 这些区域发展战略也可以看作区域规划下的宏观制度型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倡议注重全球价值链的模式创新。 “一带一路”为相关国家融入价值

链提供自由贸易区、“互联网＋”平台、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型合作机制和交易平台。 自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新设立的相关制度型公共产品主要在金融、贸易和投资等

领域。 例如，金融领域有亚投行、丝路基金，贸易领域有“一带一路”自由贸易网络、澜

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机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投资领域有“一带一路”投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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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张宇燕：《多角度理解“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１ 页。
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竞争力 ２０１９ 年度报告》，第 １０ 页。
周信：《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 日。
“一带一路”倡议还出台了六大经济走廊规划，包括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和新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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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机制、“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一带一路”国别投资税收指南。 上述平台为微

观企业融入“一带一路”价值链提供了必要的公共产品，有效解决了企业的市场准入

和投资争端解决等问题。

３．“一带一路”为价值链构建提供的观念型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加强政治高层对话、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和文化互动，以制度

性安排提供构建全球价值链的公共产品。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促进亚洲

共同发展的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特别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亚洲经济一体化方向提

供了崭新视角。

密切人文交流为共建“一带一路”拉紧了情感与合作的纽带。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

施还使沿线国家分享到文化交流、医疗合作、教育减贫、普惠金融、特色旅游、生态保护以

及跨越“数字鸿沟”等红利。 比如，在生态环保领域有“绿色丝绸之路”倡议、“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和“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合作规划，在社会文化领域有丝绸之路沿线

民间组织合作网络、丝绸之路新闻合作联盟、音乐教育联盟和丝路国际智库网络。①

图 ２　 “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构建所需国际公共产品的类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三）“一带一路”价值链构建主体对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

国际公共产品能更直接地反映本区域间不同类型国家的需求，通过深化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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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述一些“一带一路”公共产品的分类，参见谢来辉：《“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的关系———一个类型学分

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第 ５６ 页。



构建全球价值链体系。 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的服务和制度安排更契合该地区的稳定发

展乃至价值链的形成。 以往对公共产品的研究多集中在如何解决公共产品的供给问

题，相对忽视了地区成员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程度。 基于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

治经济学的假设，可将区域秩序视为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市场中各行为体互动的结

果。① 所以，本部分从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主体，即从国家和企业层面专门研究

了其对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范围。
１．国家层面

发展中国家是“一带一路”国家的主体成员，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低收入发展中

国家。 长期以来，多数沿线发展中国家无法通过有效途径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一是

缺乏全球价值链构建所需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二是缺乏一个区域一体化发展“雁阵

模式”的引领国家。 相较而言，在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要素中，前者对于国家融

入其中起着基础性作用。
尽管“一带一路”国家历史上形成了诸多区域合作组织，但难以满足其构建全球

价值链的国际公共产品之需。 以中亚地区为例，除了上海合作组织以外，还有中亚合

作组织、中西亚经济合作组织、俄白哈关税同盟、独联体欧亚经济共同体、欧亚运输走

廊和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等七个区域合作组织。 尽管上述区域合作组织多是基于经济

架构的合作组织，由于其覆盖范围和功能的限制，较难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通用的国

际公共产品。 捍卫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一带一路”国家希望借助国际公共产品深度融入

全球价值链体系之中。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发展导向型的国际合作机制，旨在通过

对国际公共产品的共建和共享，促进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向相关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也与“逆全球化”国家的行为形

成了鲜明对比。 近些年来，逆全球化浪潮在西方发达国家不断蔓延，直接影响了区域

一体化进程。 特朗普政府为达到“美国优先”的目的而减少乃至放弃提供国际公共产

品，如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 所以，构建“一带一路”全球

价值链不仅将联结沿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也将促使发达国家继续致力于为世界

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一带一路”建设中。② “一带一路”国家在

构建全球价值链过程中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型平台需求显著。 特别是低收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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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高程：《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地区秩序及其变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 期，第 ９ 页；
Ｊａｍｅｓ Ｍ．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Ｒａｎｄ－ＭｃＮａｌｌｙ ＆ Ｃｏ．， １９６８。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中国已经同 １３７ 个国家和 ３０ 个国际组织签署 １９７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

件。 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ｇｏｖ．ｃｎ ／ ｇｂｊｇ ／ ｇｂｇｋ ／ ７７０７３．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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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有的因为之前长期政治动荡，有的是一直以来经济萎靡不振，对基础设施的重

构充满期待。 其中一些相关国家之间也期待签署自由贸易协定（ＦＴＡ）或者双边投资

协定（ＢＩＴ）等合作协议，以促进对外开放力度。 在价值链的构建进程中，相关国家还

彼此深化了产能合作关系。 同时，中国和相关国家在实现包容性发展的过程中也促进

了寻求共同发展的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

２．企业层面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小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全球或区域一体化生产体系。 多年

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参与了跨境生产，它们原来只依靠国内要素壮大自己，在开

放型经济条件下，也可以利用外部资源促进自身发展。 为创建促进中小企业融入全球

价值链的有效运行机制，需要政策干预。 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需要获得政策优先才得以

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① 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模式能够使相关国家中

面临各种约束条件的中小企业成为领先公司，进而真正成为价值链的缔造者。

阻碍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因素较多，包括非关税壁垒、技术获取困难、

缺乏技能劳动力和信息、贸易基础设施匮乏、无法达到质量标准、劳动力市场刚性、薄

弱的制度支持、融资困难以及所在行业的劣势等。 基于此，以下六个方面是中小企业

融入“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的发展需求。②

（１）营商环境：营商环境给中小企业提供了最基本的发展条件，良好的营商环境

是中小企业生存、成长和获得竞争力的基础。 一个有利的营商环境包括经济政策、要

素禀赋、监管架构、基础设施、企业文化和技术等因素。 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发展和

执行有效政策上缺乏技能和知识，这就需要提升本国的营商环境以对接“一带一路”

国家整体完善的招商引资政策，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

（２）商业发展服务：商业发展服务对中小企业来说必须是综合的、支付得起且是

高质量的服务。 它包含三个核心部分，即专业、可咨询和可推广的服务。 其中，最复杂

的部分是专业性服务，它需要辅助日常的商业运营功能。

（３）市场准入条件：由于中小企业缺乏资源、专业技能和市场信息，一般都会面临

市场准入的难题。 在提高市场准入能力方面，存在四个关键因素：第一，中小企业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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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些优先政策包括：对小供应商的税收优惠、贸易便利化措施、简化的贸易程序、国内基础设施的改进、
获得贸易融资、物流和通信技术变革、发展贸易走廊、针对国际标准和规则的教育与培训以及通过创新融资模式

获得资本增长。
Ａｓｉ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ＳＭＥｓ ｉｎ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ｓｉａ，” Ｍａｎｄａｌｕｙｏｎｇ Ｃｉｔｙ：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ｄｂ．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ｓｍ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ｉｎｓ？，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



掌握一些关于商业机会、客户、竞争者、分配程序、当地法规和监管以及税收等基本常

识。 第二，需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与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和便利化服务。 第三，降低关

税及非关税壁垒以促进中小企业的市场准入。 第四，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之间的网络

与合作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知识和技能的来源。
（４）融资水平：各国企业的融资问题都很棘手。 中小企业获得足够的资金对其至

关重要，在企业商业周期的不同阶段对资金的需求数量不尽相同，比如在初期或成长阶

段尤其是企业转型期对资金的需求更为关键。 目前，各国对中小企业实施了多种融资工

具，如民间融资、内部融资、债务融资、股权融资、以资产筹资、租赁融资以及政府补助。
（５）技术创新：企业的技术创新包含产品研发、生产过程、市场营销和组织等要

素。 尽管中小企业在研发方面的能力有限，但是可以进行一些简单、负担得起的研发

活动。 另一种有效的创新是技术获取和转化，国内的制度结构、支持政策以及金融辅

助对中小企业的技术获取和转化都有显著影响。
（６）企业文化：企业家推动着中小企业发展。 一些关键要素决定着企业发展是否

成功，包括企业的内在特质、充裕的资源、具体的商业计划、有利的外部环境以及广阔

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等。 企业应通过教育、培训和信息传播等方式提升对企业家

身份的价值和重要性的认知。
（四）国际公共产品供求均衡下的“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构建

当“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构建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价值链构建主体对国际公

共产品需求实现了供求均衡，也就为“一带一路”价值链的形成创造了必要条件。 在

此条件下，“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也就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所构建的全

球价值链将提升国家之间的协调性和包容度。
当前，相关国家不仅要继续融入由西方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现有全球价值链，还

要主动扩展具有较强自主性的全球价值链体系。 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不仅是

相关国家寻求共同发展的战略机遇，更是重构全球公平发展的历史契机。 “一带一

路”全球价值链为各国不同规模、不同技术水平或者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

业提供了融入全球化发展的公平、开放的快速通道。① 这也构成了包容性全球价值链

构建的微观基础，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企业充分发挥自身竞争优

势参与全球价值链，同时也可以参与新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并获得一定话语权。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公共产品供求均衡表明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符合经济

全球化发展的客观需要。 相关国家及其企业需要一个国际治理新平台加强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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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志彪：《构建“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载《经济参考报》，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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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一带一路”提供的观念型、器物型和制度型公共产品满足了其融入全球价值链

体系的基础需求。 首先，相关国家要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树立正确的认知。 秉

承正确的“一带一路”义利观本质上是拓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外交理念，凸显了以

义为先、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导向。① 只有对倡议树立正确的认知，在观念和合作上

达成共识，各国才会欣然接受并融入价值链的构建。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为价值链

构建提供了所需的基础设施、产业园区等物质条件。 实际上这些物质基础也是各国企

业参与合作共建的成果，在实现互联互通的基础上搭建合作新平台。 最后，“一带一

路”国家之间构筑合作共赢的制度平台，特别是经贸领域的多边协议与合作机制，更

有利于价值链体系的形成。 制度型公共产品就是要给相关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

顶层设计，激活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主动性和活力。

从宏观经济学理论看，均衡的国际公共产品供求关系是构建“一带一路”包容性

全球价值链的正向影响因素。 这些决定“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构建的因素成为创造

新的全球化发展的源泉。 无论是基础设施、产业园区、规则与制度平台还是观念文化

等影响因素，只有需求主体和“一带一路”倡议对上述要素的提供满足双方的供求关

系时，构建全球价值链才具备基本条件。 从表 ２ 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倡议所提供的

各类国际公共产品能够满足价值链构建中国家和企业层面的需求，基本实现了重要公

共产品的供求均衡。

表 ２　 “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构建的国际公共产品供求关系

　 　 　 　 　 　 供求关系
公共产品类型　 　 　 　 　

“一带一路”倡议国际
公共产品的供给

构建全球价值链主体对
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

是否满足
供求关系

器物型公共产品

公共基础设施 信息化基础设施 满足

产业园区 商业发展服务 满足

装备制造 设备 基本满足

制度型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营商环境质量 满足

自由贸易协定、双边投资协定 市场准入条件 基本满足

ＡＩＩＢ、丝路基金、“一带一路” 融
资指导原则

融资渠道 满足

观念型公共产品
丝路国际智库网络、丝绸之路沿
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

文化与观念 满足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中的国际公共产品供求仅做简单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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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向阳：《“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义利观》，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 年第 ９ 期，第 ８ 页。



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构建沿线全球价值链要充分发挥中

国与相关国家经济要素的创造效应。 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除要素禀赋、地理位置、市
场规模和体制等因素决定外，倡议提供的各项支持政策也起着关键作用。 “一带一

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实质上是接受不同经济水平的国家要素分工，即各国不

再以产品优势而是以要素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体系。 “一带一路”国家之间有的要素禀

赋不同并可以形成互补优势，有的要素禀赋相似，那么高质量的要素就具有竞争优势，
在有效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也有助于构建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
在此情形下，“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在价值链体系中可以提升竞争力，也可以在

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分配上扩大话语权。

四　 “一带一路”价值链在促进包容性全球化中的价值

“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构建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国际公共产

品的重要价值和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全球治理理念。 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

链是相关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举措，它不仅有助于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扩

展，也将促进区域间均衡发展。 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中国与相关国家创建的具有

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国际公共产品，这也是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理念的

基础。
（一）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是制度型开放的新理念

“霸权稳定论”为解释公共产品与国际 ／地区秩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富有价值的

视角，该理论强调公共产品的供给，并将其与是否能够建立单一主导权联系在一起。①

“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表现在经济层面是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更是一种以国际

公共产品维系的国际合作机制。 尽管查尔斯·金德尔伯格（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 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
和罗伯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都认为，霸权的存在是保证稳定的国际秩序、
自由开放的贸易和市场、有效的货币体系等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必要条件，②但是，中
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为构建全球价值链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并不是为获得合作主

导权而设置，更不是霸权国家维护霸权秩序的工具，而是促进共同开放与发展的新理

念，这与霸权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目的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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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高程：《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地区秩序及其变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 期，第 ６ 页。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 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７６， Ｎｏ．１， １９８６， ｐｐ．１－１３；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

作与纷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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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相关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建设，目的是通过国际合作拓展新

一轮经济全球化，以此扩大对外开放。 “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开

放的重大举措，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以及设立的各种合作平

台也是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渠道。 以往中国与相关国家以及相关国家之间的经贸交往

主要集中在各自优势产品的交易层面，深度的产能合作还有待拓展。 借助“一带一

路”全球价值链创建的制度和国际规则架构，各国促进以资本和服务为纽带的生产要

素流动，在此基础上形成制度优势，扩大对外开放的经济红利。

（二）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将有效推动包容性发展

包容性发展（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是要使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利益

和好处惠及所有国家，使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效益和财富惠及所有人群，特别是要惠及

弱势群体和欠发达国家。 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就是要通过发展沿线国家之间

的贸易投资和跨国生产，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

近些年来，逆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发达国家移民政策

不断收紧、民粹主义泛滥等。 逆全球化对全球价值链的负面影响在于削弱市场的充分

融合所能带来的经济红利。 逆全球化的发生说明全球化在不断加深的过程中触及了

更深层次的问题。 全球价值链将不同国家的设计、生产、营销、分配、销售等活动联系

在了一起，使贸易和投资更加自由化，但却存在欠缺包容性的严重问题。 这里既有增

长方式的问题，也有只注重经济而忽略包容性发展的因素。 长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

的多数发展中国家以粗放式发展换取经济增长。 尽管这些国家以资源和要素投入获

得了一定增长，但是也偏离了包容性发展的本质，比如社会、教育、医疗和环境等方面

的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的一项重要意义正是通过弥补这些缺陷促进包

容性发展。

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推动了包容性发展，将国际合作政策框架作为国际

公共产品，更好地激发全球价值链能够带来的积极作用。 全球价值链使各国将碎片化

的生产组织在一起，是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可以降低包括海路运输、保险费用、税金和通

信等在内的贸易成本，而政策在提高效率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① “一带一路”全球

价值链在政策上的融合有助于跨国公司进一步加深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互联系与合

作，增加透明度、降低交易成本。 同时，通过包容性价值链的构建与完善，释放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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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Ｋｏｅｎ Ｄｅ Ｂａ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Ｓéｂａｓｔｉｅｎ Ｍｉｒｏｕｄｏｔ，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ｉｎ Ｒｅｎé Ａ． Ｈｅｒｎáｎｄｅｚ， Ｊｏｒｇｅ
Ｍａｒｉｏ Ｍａｒｔíｎｅｚ ａｎｄ Ｎａｎｎｏ Ｍｕｌｄｅｒ， ｅｄ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４， ｐ．４６．



政策空间，在相关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带动社会、环境、教育和劳动力水平等各方面的

提升。 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和推动包容性发展，可以化解部分逆全球化造成

的发展阻力，进一步放大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意义。
（三）“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有利于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从区域（国家间）发展的角度看，全球价值链中的成员不仅参与到生产、消费、运
输等各个环节，还会在社会与政治方面逐渐嵌入同一个网络中，分享共同的信息。
“公平性”对全球价值链有重要的意义。 公平依赖于全球价值链成员的主观认知与社

会嵌入（如地理起源、社会话语、共享价值和个人背景）。 普遍性的公平需要综合的对

话和协商，由所有成员共同参与定义普遍的标准。①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全
球价值链内涵的国际公共产品属性正好能为所有参与成员和国际组织提供一种具有

普遍性的“公平”标准。 “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能够促进资源有序流通、要素高效配

置、需求深度融合，使劳动力效率得以提高。 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融入“一带一路”
价值链，可以使其参与收入分配公平性问题的各项标准制定，由此缩小与发达国家在

融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的劣势。
从国内发展的角度看，长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发展中国家以粗放式发展

换取经济增长。 尽管这些国家以资源和环境投入获得了一定增长，但是也偏离了包容

性发展的本质，可能带来环境恶化等负面影响。 发展中国家往往存在价值链“低端锁

定”效应，向价值链高端的攀升有很大难度。 “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带来了利益分配

变革的空间和可能性。 发展中国家在“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中有进行产业升

级、由低端向高端转变的潜力。 同时，国际分工的新变化可能对收入分配的格局产生

一定影响。 “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相关国家实现转型

升级，改变其部分产业空心化、行业泡沫化和收入分配不均等状况，实现价值链参与国

国内的收入分配更趋公平。
（四）“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构建有助于国际经济秩序重构

在过去几十年中，世界贸易与生产逐渐围绕全球价值链的构成形式展开，很多国

家通过多种途径参与全球价值链。② 全球价值链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际经济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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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Ｊｕｔｔａ Ｋｉ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Ｒｕｉｚ Ｐｅｙｒé，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ａｉｒ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 Ｍｅｌａｎｉｅ Ｐｉｃｈ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ｅｄｓ， Ｆａｉｒ⁃
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６， ｐ．２．

Ａｎｎａ Ｉｇｎａｔｅｎｋｏ， Ｆａｅｚｅｈ Ｒａｅｉ ａｎｄ Ｂｏｒｉｓｌａｖａ Ｍｉｒｃｈｅｖ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ａｎｄ
Ｗｈｙ Ｄ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Ｍ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Ｐ ／ Ｉｓｓｕｅｓ ／
２０１９ ／ ０１ ／ １８ ／ Ｇｌｏｂａｌ－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ｉｎｓ－Ｗｈａｔ－ａｒｅ－ｔｈｅ－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ａｎｄ－Ｗｈｙ－Ｄｏ－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４６５０５，访问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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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对于重构国际经济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重新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

系，改变以往的劣势地位。 “一带一路”提供了一个重构全球价值链、拓展中国与相关

国家产能合作范围的契机。 基于比较优势，中国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分

工体系的核心，将相关国家的产能合作有机结合在一起。 借助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

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有利地位，“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可以真正带动

相关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挥潜在优势。 发展中国家成功融入全球价值链，有利于

其减少对发达经济体的依赖，改变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原有结构。

其次，“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给各国中小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有利

于改变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体系中权力不断扩张的趋势。 一方面，大型跨国公司

在全球价值链中拥有重要主导权，它们通过供应链网络和服务外包等多种渠道推进全

球化生产，以优化全球资源配置和全球产业布局；另一方面，大型跨国公司依靠垄断资

本、先进技术、高端人才等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有极大优势，甚至在某些方面，发达

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所拥有的权力可以达到与国家相抗衡的程度。 中小企业在全球

价值链中往往举步维艰，生存空间遭到挤压。 “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作为国

际公共产品，其特点之一是具有普惠性，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正是这种普惠性的表

现。 “一带一路”能够提供大量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和金融服务。 中小企业借

助“一带一路”提供的宝贵机遇发展壮大，可能改变全球价值链参与者的权力分布，从

而影响整个国际经济秩序。

最后，“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将对国际经济治理规则产生影响，为维

护多边贸易体系做出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

体系正在面临严峻挑战。 美国近年来退出了一系列多边体系和协议，减少了国际

公共产品的供给，尤其是在国际贸易中屡屡破坏现有规则的行为使多边机制的持

续运转面临严重危机。 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向来占有重要地位，并且主导全球经

济治理的规则制定，这也是造成国际经济秩序转变的重要原因。 “一带一路”包

容性价值链提供了新的全球化平台，在生产、服务和税收等方面将逐渐改写全球

经济治理的规则，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到更多发展空间。 “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

价值链内涵的公共产品属性使其努力制定一套为相关国家所接受的治理规则，进

而可以协调其内部利益，提高运转效率。 这样的转变不仅有利于带动整个区域乃

至全球经济的增长，也会推动国际经济秩序依然在多边主义的基础上向好的方向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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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现有全球价值链体系对“一带一路”价值链构建的影响

与广大沿线发展中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热切期盼形成对比的是一些西方发

达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严重分裂。 一部分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示

欢迎并选择加入，而另一部分则持保留甚至敌视的态度。 从价值链的角度看，这种不

同反应来自“一带一路”价值链的构建对主导现有三大价值链的西方发达国家产生的

冲击。 沿线发展中国家也不乏参与现有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国家，这将对“一带一路”

价值链构建产生一定影响。

（一）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的担忧

第一，“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的构建不可避免地会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影

响。 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现有的

三大全球价值链与这一秩序有密切关系。 西方发达国家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

位置，占据产业发展的优势。 “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坚持的是与“一带一路”倡

议一致的精神，致力于使中国与“一带一路”各国发展互利互惠的贸易投资关系，构

建一种更为公平、公正的秩序规范。 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认为，“一

带一路”是中国重塑世界秩序的企图，并将其视为对现有地缘政治的挑战。 上述认

识产生的本质原因在于西方国家担忧“一带一路”倡议是颠覆西方国家建立的国际

经济秩序的工具。 美国某些势力对“一带一路”倡议持“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论” “中

国版再平衡战略论”“中国经济自我救赎论” “中国新怀柔政策论”等错误认知和偏

见，①进而传播“债务陷阱” “环境破坏” “投资加剧腐败”等阻碍“一带一路”推进的

论调。

第二，“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将使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力相对下降。 “一带一

路”包容性价值链依托于中国不断发展的金融机制扩大影响力。 国家开发银行和中

国进出口银行等国家金融机构可以为中国企业提供快捷便利的金融信贷服务，使这些

企业在与外国公司竞标时更具竞争力。 这种战略性政策对国外的跨国公司造成了直

接的竞争压力，亦会动摇现有全球价值链的结构。 在政治领域，对于中国来说，如何通

过提高和利用对“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来保护中国海外利益、推进国家

长期发展布局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中国采取相应的周边战略会使中国对“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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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建英：《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０７—
１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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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治影响力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这一后果令一些西方国家颇为忌惮，甚至中国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正常的贸易投资往来也容易被解读为以“对外援助”的方式进行结

盟。 “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的构建使西方国家的影响力相对下降，难免引起一些

国家在政治和安全上的忧虑。

第三，“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是中国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和治理模式的重要

工具。 从技术层面来说，“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打造的全球物流和运输网络被认

为能够重塑全球航运和物流模式，提高资源利用率，同时产生集群效应，带动区域经济

发展。① 从理念上来说，“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体现了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观

和治理观。 “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强调彼此互联互通，加强区域间和国际间产能

合作，以谈判谋求共识、积累信任，促进更加团结有效的国际集体行动。 这样的发展和

治理观不以强迫改变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为前提。 “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能够在

各国多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基础上，推动高质量发展，这对以往西方倡导的发展

模式会造成一定冲击。

（二）“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将带给发达国家新的机遇

尽管一些发达国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现有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秩序有一定的

冲击，但还是有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会带来务实合作的西方国家愿同中国签署合

作文件。 例如，大多数中东欧国家都积极欢迎“一带一路”倡议；希腊通过加入“一带

一路”倡议，使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扩展至“１７＋１”的格局；葡萄牙成为第一个与中

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西欧国家；意大利成为七国集团中第一个加入“一

带一路”倡议的国家。 德法等欧洲大国虽然未确认加入，但都强调与中国的商业关系

必须是互惠的，这意味着双方应相互给予同等程度的市场准入。 总体来看，欧盟各国

愿共同采取行动与中国进行商业交往。

之所以仍然有不少发达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保持审慎的欢迎，一个重要原因

是“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对于发达国家同样具有吸引力。 “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

链作为国际公共产品满足了全球化时代各国普遍的需求。

首先，许多政府的当务之急是通过全球价值链提升各自的贸易增加值，“一带一

路”包容性价值链可以满足这一需求。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的结构性问

题显现。 跨国公司逐步将技术创新和研发环节配置到了拓展本地区规模的新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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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的应对之策是以本地化取代国际化倾向，采取推动“制造

业回流”等措施。① 但是这种做法并不能真正解决结构性矛盾带来的问题。 这是一个

摆在所有国家面前的发展挑战，各国政府决策者都需要考量人员技能发展、收入机会、

就业和积累。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性质和特征不断改变，灵活性和反应能力是有效决策

的关键，良好的公私伙伴关系成为成功政策的支柱。② 融入“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

链，是通过更广泛的国际协调提高有效决策能力并扩展公私伙伴关系运作空间的一个

机遇。

其次，“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能够带动更平衡的地区发展，在产业升级的

同时推动可持续发展。 生产与消费的提升对于环境和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上升。 传

统的增长模式和自然资源消费方式已经逐渐变得不再适应正在变化的世界。 这些问

题需要依靠政府治理和商业活动共同解决，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性的另

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其具有的社会包容性和分配公平。 就全球价值链来说，确保制造和

组装产品的企业公平分享利润，创造一个适合中小企业参与的供应链，不被成本高昂、

管理混乱的环境束缚，对于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③ 发达国家

同样需要解决生产和消费需求上升带来的压力，保证可持续发展，加入“一带一路”包

容性全球价值链为解决各国的难题提供了契机。

最后，在国际秩序发生重构的战略机遇期，“一带一路” 包容性价值链坚持

“以规则为基础” ，符合多数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全球治

理体系近年来遭遇了诸多挑战，尤其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正在被动

摇，多边主义面临危机。 美国退出了若干重要多边机制，甚至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

也因美国的行动而“停摆” 。 然而，世界其他国家仍然普遍赞同以规则为基础的

国际秩序，这也是全球化能够继续推进的有力保证。 “一带一路”倡议并非如以

往那样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规则，而是尊重所有国家的权利，推动建立统一的规

则和争端机制，解决全球治理中的实际问题。 正如习近平所说，“世界命运应该由

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

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④ “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是全球治理体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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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一带一路”为提升全球价值链提供强劲动力》，载《经济日报》，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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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ｐ．ｘｘｉ．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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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部分，它致力于提供更趋统一的规则和标准，符合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

国的需求。 构建“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的国际公共产品属性在全球治理方面有

重要的意义。

（三）现有价值链体系对发展中国家融入“一带一路”价值链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普遍持欢迎态度。 当然，发展中国家参与“一带一

路”包容性价值链也面临一些不可忽视的挑战，现有全球价值链产生的影响是其中最

值得关注的一点。 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参与“一带一路”合作之前已经直接或者间接融

入了现有全球价值链。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商品、服务、金融、人员和数据流动中的参与

度将不断加深。① 但是，现有全球价值链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存在不足，例如缺少创

新驱动、产业链“低端锁定”、受西方法律法规的不合理制约等。 相比之下，“一带一

路”包容性价值链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利益除了改变其在现有价值链体系中的低端

地位，还能推动发展中国家进行创新，逐步摆脱以往西方主导的机制束缚，获得更大的

政策协调空间。

“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与现有的全球三大价值链并不冲突。 它能为发展中国

家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弥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不足或空白。 但是要想真

正融入其中，发展中国家也须在“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中探索出最适合各自发展的

道路。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需要协调参与“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与参与其他全球

价值链之间的关系，维护与不同合作伙伴的关系；另一方面，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则应积

极寻求承接“一带一路”国家的产业转移，以“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为契机，融入更

广阔的世界市场。

“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带给沿线发展中国家的不仅是对各类要素禀赋的优化

配置，还能带来发展中国家相应政策制定空间的拓展。 这也是为何“一带一路”包容

性价值链虽然是新兴的国际公共产品，但与其他全球价值链相比，对发展中国家具有

巨大吸引力的原因所在。

综上所述，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将不会成为构建“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的羁绊，

后者能够提供实现各国共同发展所需的国际公共产品，符合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趋势。

尽管存在质疑和误解，“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所带来的机遇和红利会越来越

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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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变革中的全球化：贸易与价值链的未来图景》，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ｃｋｉｎｓｅｙ．ｃｏｍ．ｃｎ ／ ｗｐ－ｃｏｎ⁃
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９ ／ ０４ ／ 变革中的全球化：贸易及价值链的未来图景－中文摘要．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



六　 结论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六年多来，促进了相关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加深了相关国

家的产能合作。 在此基础上扩展全球价值链体系，得益于“一带一路”提供的全方位

公共产品基本实现了供求均衡。 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将是促进包容性全球化

的有效路径，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础，更体现了“一带一路”的典范价值。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成为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变量，中国与相关国

家为此要提供更多机制设计和政策保障。 在观念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一
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终极目标。 在器物型公共产品上，中国与相关国家要为

打造包容性价值链进行务实合作，提供产能合作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和物质保障。 在制

度型公共产品上，相关国家要在经贸领域达成多边合作协议，为制度型开放提供更多

的服务平台。 中国与相关发展中国家及其中小企业是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的

微观主体，要满足国家和企业不同层面的公共产品需求。 优化设计上述公共产品的供

给模式，是加速“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构建的重要保障。

逆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经济萎靡不振，构建“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是新

一轮全球化趋势下中国与相关国家通过开放与合作进行经济治理的有效途径。 在发

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与治理平台下，“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要借助价值链体

系扩展的战略机遇期，积极参与新型治理体系和国际规则的构建，并提供智力要素和

公共产品，筑牢国际规则和治理的话语权。 同时，“一带一路”参与国要积极宣传构建

全球价值链在促进包容性全球化、收入分配公平性、区域间平衡发展和国际经济治理

重构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此外，还要有效化解一些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误

解和偏见，避免其成为发展中国家寻求高质量发展的掣肘。 此外，一些参与现有全球

价值链体系的“一带一路”相关发展中国家也会面临价值链融入路径选择的挑战。 当

然，它们也期待发达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国际合作弥补包容性全球价值链

构建的角色缺位，从中发挥各自互补优势并获得经济红利，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坦言之，“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构建是一个长期过程，不会一蹴而就。 纵观现有

世界三大价值链体系，都是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不断完善和成熟起来的。 “一带一路”
全球价值链引领众多发展中国家扩大开放并深化合作，其间将会面临许多困难和风

险，只有参与国互信互利、加强合作才能化解“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各种挑战。

（截稿：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责任编辑：郭　 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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