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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提议为使价值链为发展服务而执行明智的政府战略报告提议为使价值链为发展服务而执行明智的政府战略报告提议为使价值链为发展服务而执行明智的政府战略报告提议为使价值链为发展服务而执行明智的政府战略 
 

《《《《世界投资报告世界投资报告世界投资报告世界投资报告》》》》主张为利用贸易与投资而采取新的举措主张为利用贸易与投资而采取新的举措主张为利用贸易与投资而采取新的举措主张为利用贸易与投资而采取新的举措 
 
2013年 6月 26日，日内瓦――贸发会议《2013 年世界投资报告》称，随着货物从原料到成品的国际

过程日趋复杂，全球价值链在世界贸易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这就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增加其“价值

捕获”――获取更多的利润、工资和留存投资――的机会。 
 
本报告(副标题为“全球价值链：投资和贸易促进发展”)于今天发布。今年的报告以二月发布的题为

《全球价值链与发展》

1 的贸发会议报告(见 UNCTAD/PRESS/PR/2013/001)为基础，特别关注全球价

值链问题。 
 
报告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全球价值链可以为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在发展中国家，平均来看，增值贸易与服务对各国 GDP 的贡

献率约为 30%，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为 18%。参与全球价值链还与人均 GDP 增长率呈正相关。

全球价值链对增加值、就业和收入有着直接的经济影响。全球价值链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建设生产能

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包括通过技术转播和技能开发，为长期产业升级创造机会。 
 
但是，参与全球价值链也存在着风险。如果一些国家只获得了价值链产生的一小部分增加值，则全球

价值链对 GDP 的贡献会较为有限。另外，技术传播以及技能开发和升级不会自动发生。发展中国家

面临着局限于从事增加值相对较低的活动的风险。此外，可能会产生负面的环境影响和社会影响，包

括对工作条件、职业安全与健康以及工作保障的影响。全球价值链活动可能会“飘忽不定”以及易受

外部冲击的程度上升等因素，会带来更多风险。 
 
各国需要作出是否促进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战略选择。各国需要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和要素禀赋仔细权

衡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利弊，以及促进全球价值链或全球价值链主导的发展战略的积极政策的成本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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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有些国家或许会决定不促进参与全球价值链；另一些国家可能会别无选择。实际上，大多数国家

都已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全球价值链。促进参与全球价值链意味着瞄准特定的全球价值链环节，就是

说，促进参与全球价值链是可以有选择性的。此外，参与全球价值链只是一国整体发展战略的一个方

面。 
 
政策在使全球价值链为发展“服务”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进入跨国公司协调的全球价值链(目前

占全球贸易总价值的 80%)，并实现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升级机会，需要一个有条理的方针，该方针包

括：将全球价值链纳入产业发展政策(例如瞄准全球价值链的任务和活动)，通过创造一个有利于投资

和贸易的环境和建立必备的基础设施来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增长，以及培养当地公司的生产能力和当地

劳动力的技能。报告建议，要缓解参与全球价值链所涉及的风险，就应该在一个强有力的环境、社会

和治理框架内实施这些努力，同时加强监管和执行力度，并为地方公司提供能力建设支持。 
 
贸发会议提出了三项具体举措： 
 
• 贸易和投资政策及机构的协同作用。投资和贸易政策往往各自为政。在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这

两类政策可能会相互产生意想不到和适得其反的影响。决策者应仔细审查在全球价值链中同时影

响到投资和贸易的政策工具――例如影响投资的贸易措施，以及影响贸易的投资措施。此外，全

球价值链还要求贸易和投资促进机构加强互相协作。 
• 区域产业发展契约。区域价值链的相关性突显出了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区域产业发展契约可

以包括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为重点的一体化区域贸易和投资协定。它们可以鼓励建立联

合贸易促进和投资促进机制和机构。它们还可以通过联合投资于有利于全球价值链的基础设施和

联合生产能力建设来创建跨国界产业集群。 
• 可持续出口加工区。可持续性正在成为吸引全球价值链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出口加工区已经成

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枢纽，为跨国公司和全球价值链的供应商提供益处。加工区还可以为企业社

会责任方面的努力以及基础设施提供扩展支持服务。相关服务可包括对认证和报告的技术援助、

职业安全和卫生方面的支助以及回收设施或替代性能源设施等。 

 

跨国公司在增值贸易中的作用对“价值捕获”有所影响 

按成分分列的增值贸易份额，发展中国家平均数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投资报告》。 

估计值 

捕获值 
部分捕获/可能渗漏的价值 

 总出口 外国增加值 国内 国内企业 外国 劳动力和 收益 
 增加值 子公司 资本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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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发展的全球价值链政策框架 

将全球价值链 
纳入发展战略 

� 将全球价值链纳入产业发展政策 
� 根据全球价值链的发展途径设定政策目标 

  

实现对全球 
价值链的参与 

� 创造和维护一个有利于投资和贸易的环境 
� 建立参与全球价值链所必备的基础设施 

  

建设国内 
生产能力 

� 支持企业发展并增强当地公司的谈判能力 
� 增强劳动力的技能 

  

提供强有力的 
环境、社会和 
治理框架 

� 通过监管以及公共和私人标准尽可能减少与参与全球

价值链有关的负面影响和风险 
� 支持地方企业遵守国际标准 

  

贸易和投资政策及

机构的协同作用 

� 确保贸易和投资政策的一致性 
� 发挥贸易和投资促进及便利化措施的协同作用 
� 拟定区域产业发展契约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投资报告》。 

决策者需要确保投资和贸易政策措施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 
 

《世界投资报告》中的广泛实例清单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投资报告》。 

 

全球价值链中影响投资的贸易政策措施 全球价值链中影响贸易的投资政策措施 

实例 潜在的与投资相关的影响 实例 潜在的与贸易相关的影响 

·进口关税、关税 

 升级 

·非关税壁垒：监管 

 标准 

·对依靠(受措施影响的)进口 

 成分的公司的投资有负面 

 影响 

·对寻求市场或面向出口的 

 投资有积极影响(壁垒跳跃 

 型) 

·投资促进，特别是 

 面向出口的直接 

 外资 

·对出口有积极影响，进口成分 

 可能有所增加，并有可能产生 

 扭曲影响 

·对于出口竞争力有负面影响， 

 一旦激励因素逐渐消失，就会 

 造成生产成本的上升 

·贸易便利化(适用于 

 进口和出口) 

·出口促进(例如出口 

 融资、信贷担保、 

 商品交易会) 

·通过降低多次过境的成本和 

 加速出口对面向出口的投资 

 产生积极影响 

·对能够从便利化的出口中受益 

 的寻求市场的投资有积极影响 

·投资便利化(例如 

 简化的登记和许可 

 证程序，土地使用 

 权) 

·对出口有积极影响，进口成分 

 可能有所增加，便利化有助于 

 吸引面向出口(即追求效益)的 

 投资 



UNCTAD/PRESS/PR/2013/21 
Page 4 

区域贸易和投资协定可以逐步演变为区域产业发展契约 

区域价值链的区域产业发展契约 

 
资料来源：《2013 年世界投资报告》。 

  
出口加工区可以逐步发展为可持续发展业务的示范中心 
“可持续出口加工区” 

 
 

 

    

  
 
  依据 
 
  

� 履行保护人权和促进环保最佳做法的义务(因出口加工区的

 政府或准政府性质而固有的) 

� 通过提供跨国公司所要求的社会和环境标准增强出口加工

 区吸引和保留投资的能力，同时考虑到《世贸组织补贴与

 反补贴协定》措施产生的潜在监管挑战 

  

 

  要素 

 
  

� 建立一个综合监管框架，并提供基础设施和服务以在多个

 可持续领域推广可持续商业做法： 

� 负责任的劳动做法 

� 环境可持续性政策 

� 员工职业安全和卫生 

� 善治：打击腐败 

 
对公司的 

益处 
  

� 分摊可持续性相关服务的成本，促成规模经济 

� 规范和统一企业社会责任做法，并促成减少现场检查次数 

� 因加工区积极“打造品牌”而产生的声誉增益而得益 

 

区域内各国政府间合作伙伴关系 

一体化贸易和投资协定 

(自由化和便利化) 

政府和国际组织

的合作伙伴关系 

建设区域价值链 

生产能力的联合 

全球价值链方案 

贸易和投资促进机构之间的 

合作伙伴关系 

贸易和投资促进 

联合机制和机构 

公共部门和私营 

部门合作伙伴关系 

实现基础设施 

发展项目的联 

合全球价值链 

方案 

区域产业发展契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