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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对具有不同专业化分工的国家影响有所差异，对此进行研究有
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基于此，以产业分工存在显著差异的中日两国为研究对象，在 2007 年
中日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引入 TiVA 及 TiCE 指标，对比分析中日贸易的经济效应与碳排放
效应。结果显示：① 日本经济的价值创造能力要明显强于中国，尤其是制造业部门；中日两国
经济增长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劳动者报酬及固定资产折旧对中国增加值贡献率较低；垂直分工
水平越高的行业，中日两国的增加值系数越低且两者差距越大。② 中国多数行业的 CO2 直接
排放系数均高于日本，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较低。③ 在产业分工中，日本主要负责核心零部件的
生产，而中国承担了大量处于产业链下游的组装加工环节及一些资源密集型活动，因此总体上
双方贸易对日本的经济效应更高，但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更大；且对于分工越精细、产业链越
长、资本与技术越密集的行业，如装备制造业等，中国的增加值出口优势就越不明显。基于上
述研究，对国际碳排放责任的界定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对未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及工作
重点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全球生产网络；
增加值；
碳排放；
垂直分工
DOI: 10.11821/dlyj201601007

1 引言
随着交通及通讯技术进步及产业组织方式的变革，生产与消费环节日益分离并在全
球范围内进行空间再配置，经济全球化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1,2]。其中，东亚
地区经济增长尤为迅速，地区生产网络日益成熟，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3-5]。在
区域生产网络中，国家及地区间的贸易模式发生显著变化，中间产品贸易及产业内贸易
占比大幅提升，垂直专业化分工不断加强[6-8]。而区域间贸易对劳动分工不同的国家或地
区的影响必然有所差异。结合垂直分工模式对此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全球化下区域
联系及产业空间组织的理解，并且对地区经济发展及产业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基于此，选取东亚地区生产网络中较为典型的中日两国作为研究对象，利用
投入—产出分析技术，定量研究当前分工模式下中日贸易对两国的不同影响。
东亚地区生产网络的相关研究普遍认为，日本对该网络的构建起到重要引导作用，
而中国主要承担了大量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两国的产业分工存在显著差异[9-12]。部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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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基于投入产出表对中日贸易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其中，穆智蕊等评估了中日贸易对两
国的增加值及就业拉动力，认为中国出口对国内增加值拉动作用较弱，但就业拉动作用
较强[13]；一些学者则对中日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了核算，发现中国碳排放系数明显高于
日本，并对分行业碳排放系数与产品竞争力的关系进行了探讨[14-16]。上述文献为本文提供
了良好的研究基础，但这些研究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① 对中日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
时，或针对增加值，或针对碳排放，缺乏多因素的综合考虑，因此相关研究对各国产业
及贸易政策制定的实际指导意义有所弱化；② 研究模型多是基于单一国家投入产出表进
行拓展估算，数据可靠性很难保证，研究结论易受到质疑。
基于上述讨论，以东亚地区生产网络中具有重要地位且分工差异较大的中日两国为
研究对象，在 2007 年中日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引入增加值贸易 （trade in value
added，TiVA） 及碳排放贸易 （trade in carbon emissions，TiCE） 核算方法，对中日贸易
的经济效应与碳排放效应进行综合研究。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划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对比分析中日两国分行业的增加值系数及 CO2 排放系
数，同时测度了两国各行业的垂直分工水平，并进一步对垂直分工水平与上述指标进行
相关分析。第二部分，采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17-21]，通过引入 TiVA 及 TiCE 指标[22,23]，重
点对中日间增加值贸易及 CO2 排放贸易的结构进行定量分析。
（1） TiVA 及 TiCE 指标
区别于常用的出口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 TiVA 测算方法将最终需求商品出口及中间
商品出口引致的增加值区分开来，更适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贸易联系分析[22]。以日本
为例， TiVA 计算公式如下：
-1

-1

-1

TiVA JC = VA J ( I - A JJ ) Fd JC + VA J ( I - A JJ ) A JC LCJ Fd JC + VA J ( I - A JJ ) A JC LCC FdCC

（1）

式中： TiVA JC 是日本对中国的增加值出口； VA J 为日本各行业增加值系数的行矩阵； A JJ
为日本的投入系数矩阵； A JC 为日本产品在中国的投入系数矩阵； Fd JC 为日本产出中用
于中国最终消费的矩阵； FdCC 为中国产出用于自身最终消费的矩阵；而 LCC 为基于总表
得到的列昂惕夫逆矩阵中对应中国国内生产部分的矩阵①。
-1
式 （1） 将日本出口到中国的增加值 (TiVA JC ) 分解为最终需求 æVA J ( I - A JJ ) Fd JCö 、反
è
ø
-1
-1
æ
ö
æ
ö
馈效应 VA J ( I - A JJ ) A JC LCJ Fd JC 及溢出效应 VA J ( I - A JJ ) A JC LCC FdCC 三部分，其经济学
è
ø
è
ø
-1
[24,25]
æ
ö
意义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
。其中， VA J ( I - A JJ ) 为日本的产品生产引发的增加值，
è
ø
最终需求部分中的日本产品直接用于中国最终消费；溢出效应中的日本产品出口至中国
后，用于中国最终消费商品的中间生产；反馈效应中，日本产品先后经中国、日本进行
加工后，最后用于满足中国最终消费。因此，最终需求及反馈效应侧重反映日本在产品
生产加工中承担的下游活动，而溢出效应更多体现了中上游经济活动。通过以上区分，
A JC ö
-1
æA
æ L JJ
① A = ç JJ
÷ ， A 为中日国际投入产出表得出的投入系数矩阵； L = ( I - A) = ç
è ACJ ACC ø
è LCJ
产出表的列昂惕夫逆矩阵。

L JC ö
÷ ， L 为中日国际投入
LCC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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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A 可更加清楚揭示中日贸易及生产分工的特点。利用式 （1） 可同样计算出中国对日本
的增加值输出。将式 （1） 中的增加值系数矩阵 VA 替换为 CO2 直接排放系数矩阵，可计
算得到中日 CO2 贸易 TiCE 及其构成。
（2） 增加值系数 Va r
增加值系数 Va r 为 r 行业的增加值与总产出之比，可反映某行业经济活动的价值创造
能力。该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Va r = V r X r
（2）

式中： Va r 为 r 行业的增加值系数； V r 为 r 行业的增加值； X r 为 r 行业总产出。增加值由
劳动者报酬、固定资本折旧、营业盈余及生产税净额四部分构成，各部分增加值系数可
同样由公式 （2） 得出。
（3） CO2 直接排放系数 E 及完全排放系数 TE
由于中日两国统计制度存在区别，可获得基础数据不同，采取不同方法对中日两国
分行业 CO2 直接排放系数进行核算。其中，日本分行业 CO2 直接排放系数是行业内主要
产品的 CO2 直接排放系数的加权平均值，公式如下[15]：
E r =∑( X ri E ir ) /∑X ri
（3）
式中： X ri 为行业 r 中 i 产品的产值； E ir 为 i 产品的 CO2 直接排放系数。
中国分行业 CO2 直接排放系数为相应行业 CO2 排放总量与总产值的比值。其中分行
业 CO2 排放总量根据 IPCC 计算方法得到[26,27]，公式如下：
COE r =∑( EN rk × NCV k × CEF k × COF k × (44 12))
（4）

式中： COE r 为 r 行业 CO2 排放量； EN rk 为 r 行业对 k 类能源的消费统计量； NCV k 为 k 类
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 CEF k 为 k 类能源碳排放系数； COF k 为碳氧化因子；44/12 为
CO2 与 C 的分子量之比。
另外，由分行业 CO2 直接排放系数可计算得到相应行业的 CO2 完全排放系数，是指
某一行业单位最终产品所直接消耗及间接消耗的各部门产品中隐含的 CO2 排放总量。相
较而言，CO2 完全排放系数更能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投入产出联系及生产体系的总体效
率。公式如下：
-1

TE = E × ( I - A)

（5）

式中： TE 及 E 分别为中日分行业 CO2 直接排放系数、完全排放系数构成的行矩阵。
（4） 垂直分工指数 VS
垂直分工指数是一国出口产品的生产中所投入的进口产品的比重，用于反映一国参
与国际垂直分工的水平[28]。基于垂直分工的定义，结合本文中增加值贸易计算方法，得
到改进的垂直分工指数计算方法。以中国为例，公式如下：
-1
-1
-1
VSC = é( I - A JJ ) EX JC + ( I - A JJ ) A JC LCJ EX JC + ( I - A JJ ) A JC LCC EXCCù ( EX JC + EXCC ) （6）
ë
û
式中： VSC 是中国出口产品的生产所投入的日本产品的占比，分子为中国出口产品生产
投入的日本产品总量，分母为中国出口产品总量； EX JC 及 EXCC 分别为日本及中国产出
中用于中国出口的矩阵。
2.2 数据来源及行业划分
采用国家统计局核算司与日本经产省等有关部门联合编制的 2007 年 77 部门的中日国
际投入产出表 （图 1）。日本 2007 年分行业 CO2 直接排放系数计算所需数据来自亚洲经济
研究所 3EID 数据库 （Embodied Energy and Emission Intensity Data for Japan Using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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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 Tables）；中国 2007 年分行业 CO2 直
接排放系数计算所需数据来自 《中国能源
统计年鉴 2008》 和 《2006 年 IPCC 国家温
室气体清单指南》。
为便于计算分析，对 2007 年中日国际
投入产出表与中国能源统计中的行业部门
分类进行统一。其中，2007 年中日国际投
入产出表划分为 77 个部门，而 《中国能源
统计年鉴 2008》 列出了 41 个行业的能源消
费量。以最大限度保证数据准确度及信息
量为原则，将细分部门向大类行业进行合
并，最终归并为 27 个行业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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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方向为两国分行业产品的使用方向，以首行数据为
例， X JJ 是日本生产并投入到本国各行业中间生产的部
分， X JC 是日本生产并投入到中国各行业生产的部分，

3 中日增加值系数及 CO2 排放
数的对比分析

FD JJ 是日本生产并用于本国最终消费的部分， FD JC 是日

本生产并用于中国最终消费的部分，而 X J 是日本各行业
总产出；列方向则为两国分行业生产的投入结构，其中 V J
是日本各行业的增加值构成。

3.1 中日分行业增加值系数及 CO2 排放系
图 1 2007 年中日国际投入产出表简化结构
数对比
Fig. 1 The format of Japan-China international IO table for 2007
根据式 （2） ~式 （5），可计算得出中
日两国各行业的增加值系数、CO2 排放系数 （图 2）。由图 2a 可知，中日两国的资源开采
及服务业的增加值系数普遍高于制造业，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系数尤其低。从具体行业
看，日本及中国的废弃资源回收、批发零售及餐饮、煤炭石油天然气开采以及运输仓储
邮电等行业增加值系数较高，此外中国农林牧渔水利业的增加值系数也较高；而日本的
金属冶炼压延、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石油加工炼焦及化学工业，以及中国的通信设备制
表1

行业部门划分

Tab. 1 The sectors classification of this study
行业名称

编号

行业名称

编号

农林牧渔水利业

1

金属制品业

15

煤炭、石油、天然气开采业

2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16

金属矿采选业

3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7

非金属矿采选业

4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8

食品饮料业

5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9

纺织业、服装及皮革制品业

6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20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7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21

纸、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

8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22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9

电力、煤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3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10

建筑业

24

化学纤维

11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迅业

25

其他化学工业

12

批发和零售贸易及餐饮业

26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3

其他服务业

27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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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增加值系数及 CO2 排放系数对比

Fig. 2 Comparison of value added coefficients and CO2 emiss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造、电气机械制造、化纤及石油加工炼焦行业，增加值系数较低。两国对比而言，中国
多数行业的增加值系数低于日本，日本经济的价值创造能力更强。2007 年，日本和中国
的总增加值系数分别为 0.51 和 0.32，日本远远高出中国；且中国仅农林牧渔水利业、非
金属矿采选及废弃资源回收三个行业的增加值系数略高于日本，制造业的增加值系数均
低于日本。这主要由于多数制造业生产链中，日本控制着行业的关键生产环节并提供核
心零部件，而中国主要承担了较为成熟且程序化的加工组装环节，其创造的增加值在商
品总价值中占比较低。
进一步从增加值构成来看，日本的劳动者报酬及固定资产折旧的增加值率较高，而
中国的生产税净额及营业盈余增加值率较高，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日两国的经济增长
机制存在差异。首先，在劳动者报酬增加值率上，中国仅农林牧渔水利业、石油加工炼
焦、煤炭石油天然气开采及非金属矿采选四个行业高于日本，这些行业均为典型的自然
资源开采及初加工行业，而中国上述行业的机械化程度仍较低，对劳动力依赖程度要高
于日本。其次，固定资产折旧的增加值系数方面，除运输仓储邮电、石油加工炼焦、食
品饮料及非金属矿采选业略高出日本，中国其余行业均低于日本。但与上述两方面形成
鲜明对比，中国多数行业的生产税净额系数及营业余额系数都高于日本，而仅石油加工
炼焦、农林牧渔水利业、食品饮料、电力煤气水生产供应、建筑业以及废弃资源回收等
一些资源开采及初加工行业中，日本的增加值系数高出中国。
由图 2b 可知，中日两国重工业部门的 CO2 直接排放系数均比较高，且中国的 CO2 排
放系数普遍高于日本。中日两国的电力煤气水生产供应、石油加工炼焦、金属冶炼压
延、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以及化纤工业等的 CO2 直接排放系数比较高，此外中国煤炭石油
天然气开采业的 CO2 直接排放系数也较高。中国产业经济的总体 CO2 直接排放系数为
0.60 t/千美元，而日本仅为 0.14 t/千美元，远远低于中国。中国多数行业的 CO2 直接排放
系数均高于日本，尤其是石油加工炼焦、电力煤气水生产供应及煤炭石油天然气开采
业。而日本化学纤维、废弃资源回收及通信设备制造三个行业的 CO2 直接排放系数高出
中国，尤其是化纤工业比中国高出 0.23 t/千美元。而从完全排放系数看，中日两国多数
行业的 CO2 排放系数差距进一步扩大，日本仅建筑业及化学纤维两个行业略高出中国。
这反映出中国大部分经济生产活动的碳排放水平都高出日本，生产体系的总体碳排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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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较高，对资源环境影响较大。
3.2 中日分行业垂直分工水平及其与上述指标关系
根据式 （6） 可得到中国及日本各行业的垂直
分工指数，以及两国各行业的平均垂直分工水
平。由图 3 可知，中日两国的农林牧渔水利业、
服务业及部分资源依赖型行业的垂直分工水平较
低，而制造业部门的垂直分工水平相对较高，尤
其是一些装备制造行业。具体而言，中国的仪器
仪表制造、通信设备制造及化学纤维行业的垂直
图 3 中日各行业的垂直分工指标
分工指数最高，VS 值普遍高于 0.1；日本的纺织 Fig. 3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服装、电气机械制造、通信设备制造行业的垂直
for Japan and China
分工指数较高，其中纺织服装行业与中国联系尤
为紧密，VS 值达到 0.12。
基于上述数据，为揭示行业垂直分工水平对中日两国的影响，分别对中日两国分行
业的增加值系数、CO2 直接排放系数与相应行业的垂直分工指数之间进行相关分析，并
进一步对分行业的日中增加值系数之比、碳排放系数之比与两国垂直分工平均值之间进
行相关分析 （表 2）。
从增加值方面分析，日本分行业增加值系数与垂直分工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600，
中国的相关系数为-0.599，两国分行业增加值系数与垂直分工指数呈现显著负相关；同
时，日中增加值系数之比与该指标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达到 0.608。这组数据反映出
中日两国垂直分工水平越高的行业，两国的增加值系数越低，且两国增加值系数的差距
越大。而从碳排放方面而言，中日两国分行业 CO2 直接排放系数以及日中碳排放系数比
值与垂直分工指数的相关性均不显著。由此可见，与增加值系数相比，贸易模式对中日
两国的 CO2 直接排放系数影响相对不明显，后者更多是与生产技术水平及能源结构有关。
表2

中日分行业 Va r 、 E r 与垂直分工指数的相关分析

Tab.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 r and E r with trade
indexes for different industries
中国

日本

垂直分工指标
P值

日中比值

增加值

碳排放

增加值

碳排放

-0.600

-0.217

-0.599

-0.275

0.001

0.278

0.001

***

***

0.165

增加值
***

0.608

0.001

碳排放
-0.155
0.440

注： 表示两者相关性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
***

4 中日贸易的经济效应及碳排放效应分析
4.1 中日增加值贸易及碳排放贸易总体分析
根据式 （1），可计算得到 2007 年中日两国的增加值贸易、CO2 排放贸易及其构成，
结果如表 3 及图 4 所示。表 3 显示，中国对日本的增加值贸易表现为逆差，而 CO2 排放贸
易呈现顺差；中日双方增加值及 CO2 排放贸易中，最终需求及溢出效应占重要地位，而
反馈效应的作用较小。2007 年，日本和中国对彼此的增加值出口总额分别为 1060.64 亿
美元和 888.78 亿美元，中国贸易逆差达到 171.86 亿美元；日本和中国对彼此的 CO2 排放
出口量分别为 4610.61 万 t 和 22585.37 万 t，中国贸易顺差高达 17974.76 万 t。由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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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日增加值贸易及碳排放贸易构成
在中日贸易中，日本主要表现为增加
Tab.
3
Structure of TiVA and TiCE for Japan and China
值出口国、碳排放进口国，而中国恰
增加值贸易 （亿美元）
好相反，两国贸易对日本的经济效应
最终需求
溢出效应
反馈效应
合计
更高，但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更大。
日本
245.29
815.12
0.22
1060.64
增加值贸易方面，日本增加值贸
中国
512.95
375.23
0.60
888.78
易中溢出效应要大于最终需求的作
平衡额
267.66
-439.89
0.37
-171.86
用，中国恰恰相反。根据表 3，中国
碳排放贸易 （万 t）
最终消费引发的日本增加值为 245.29
最终需求
溢出效应
反馈效应
合计
亿美元，而用于生产中国最终消费商
日本
758.54
3851.05
1.02
4610.61
品的中间产品的进口引发的日本增加
中国
10729.77
11836.60
19.01
22585.37
值为 815.12 亿美元；而日本最终消费
平衡额
9971.23
7985.55
17.98
17974.76
以及用于生产日本最终消费商品的中
间产品进口引发的中国增加值分别为
512.95 亿美元和 375.23 亿美元。对比可知，日本出口至中国的中间产品增加值较高，在
中国经进一步加工组装后直接用于中国最终消费；而中国出口至日本的增加值则主要来
自于满足日本最终消费的商品，中间产品增加值较低。由此可知，在中日两国的产业分
工中，日本主要提供大量高附加值的中间产品，而中国承担了更多的组装加工环节。

图4

中日分行业增加值贸易及碳排放贸易结构

Fig. 4 Structure of TiVA and TiCE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for Japan and China

CO2 排放贸易方面，中日两国 CO2 贸易中溢出效应的比重均大于最终需求，且中国
CO2 排放远远高出日本。中国最终需求引发的日本 CO2 排放为 758.54 万 t，溢出效应引发
的日本 CO2 排放为 3851.05 万 t，与增加值贸易的结构类似；而日本最终需求及溢出效应
引发的中国 CO2 排放分别为 10729.77 万 t 和 11836.60 万 t，两者均较高。对比可知，中国
中间产品及最终消费品的出口活动导致的碳排放量都远高于日本，这与其承担的生产环
节及生产技术水平有重要关系。
4.2 中日增加值贸易的行业结构分析
根据图 4a 所示，中日增加值贸易涉及的主要行业包括纺织服装、装备制造以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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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国多数行业的增加值贸易为逆差，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等，而贸易顺差行业主要为
劳动密集型及资源初加工行业。具体而言，在纺织服装、食品饮料、文教体育用品、批
发零售及餐饮、木材加工、金属冶炼压延、石油加工炼焦、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电力
煤气水生产供应以及非金属矿物制品等行业中，中国的增加值贸易表现为顺差。其中，
中国对日本纺织服装行业的增加值贸易顺差达 140.57 亿美元，是中国增加值出口的支柱
行业。中国其他行业的增加值贸易均为逆差，特别是通用专用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
造、建筑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及仪器仪表制造等行业。其中，日本通用专用设备制
造、通信设备制造对中国增加值贸易顺差最高，分别达到 123.15 亿美元和 90.14 亿美元。
从增加值贸易构成方面来看，在食品饮料、批发零售及餐饮业、石油加工炼焦、金
属冶炼压延及电力煤气水的生产供应等行业中，最终需求及溢出效应引发的中国增加值
出口均高于日本相应值。而在通信设备制造、纺织服装等行业中，最终需求引发的中国
增加值远大于最终需求引发的日本增加值，但溢出效应引发的中国增加值则远低于日
本。这说明在通信设备制造及纺织服装行业的生产过程中，中国主要承担一些处于产业
链下游的组装加工环节或一些较低端消费产品的生产，而日本主要负责高附加值零部件
的生产，下游活动相对较少。而对于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仪器仪表
制造等行业，最终需求及溢出效应引发的日本增加值均高出中国相应水平，日本增加值
出口优势更为明显。综上所述可发现，对于分工越精细、产业链越长、资本与技术越密
集的行业，中国的增加值出口优势越不明显。
4.3 中日 CO2 排放贸易的行业结构分析
如图 4b 所示，中国对日本的 CO2 排放贸易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中国 CO2 排放贸易
出口的主要行业包括纺织服装、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制造、通用专用设备制造、建
筑业以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日本 CO2 排放贸易出口的主要行业有通用专用设备制
造、通信设备制造及建筑业等。中国 CO2 排放贸易顺差的行业构成中，纺织服装、电气
机械制造及通信设备制造占有重要地位，贸易顺差分别达到 3171.51 万 t、1849.34 万 t、
1772.51 万 t。
在中日 CO2 排放贸易构成中，绝大多数行业中最终需求及溢出效应引发的中国 CO2
排放出口均高于日本。但在纺织服装、金属制品以及木材加工等少数几个行业中，溢出
效应引发的日本 CO2 排放出口要高于其引发的中国 CO2 排放出口，日本上述三个行业由
溢出效应引发的 CO2 出口顺差分别为 93.82 万 t、67.59 万 t 及 11.19 万 t。上述几个行业中，
日本的中间产品出口具有一定规模，且中日两国的 CO2 直接排放系数相差不明显，因此
日本溢出效应要高出中国相应水平。

5 结论与讨论
全球化下区域间垂直分工不断加强，区域间贸易模式发生变化，这对具有不同劳动
分工的国家或地区产生的影响也有所差异。对此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全球化下区域联
系及产业空间组织的理论认识，且对地区经济发展及产业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具有重要借
鉴意义。基于此，以 2007 年中日国际投入产出表为基础，以产业分工显著不同的中日两
国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了中日贸易对两国的经济效应与碳排放效应。研究表明：① 日
本经济的价值创造能力要明显强于中国，尤其是制造业部门；中日两国经济增长机制存
在显著差异，劳动者报酬及固定资产折旧对中国增加值贡献率较低；垂直分工水平越高
的行业，中日增加值系数越低且两者差距越大。② 中国多数行业的 CO2 直接排放系数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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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日本，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较低。③ 在产业分工中，日本主要负责核心零部件的生
产，而中国承担了大量处于产业链下游的组装加工环节及一些资源密集型活动，因此总
体上双方贸易对日本的经济效应更高，但对中国资源环境的影响更大；且对于分工越精
细、产业链越长、资本与技术越密集的行业，如装备制造业等，中国的增加值出口优势
越不明显。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及制定碳排放税收体系时，应充
分考虑当前全球生产网络及国际贸易模式的特点，综合评析贸易各方的利弊情况，进而
确定碳排放的生产者及消费者责任。譬如在中日贸易中，日本在对中国出口增加值的同
时，也给中国带来大量碳排放，根据权责对等原则，日本应对中国碳排放承担一定责
任，而不应将责任全数归于中国。当然，加快对碳排放历史责任的界定也是国际碳税体
系制定面临的紧要任务之一。
而从国内来看，未来中国在进行产业政策调整时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着重培育并加强国内企业基于产业链的竞争优势，将发展重心逐步放到鼓励技术研发及
创新方面，并延伸现有产业链，加快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发展，而不是单纯鼓励发展一些
名义上的“高科技行业”；其次，当前中国经济的生产税净额及营业盈余在增加值构成中
占比较高，地区实际可获得的增加值份额有待商榷，同时中国经济的劳动回报率较低，
这极不利于区域经济及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因此政府需要积极推进相关政策调整，并
加强高技术人才的培养，提升地区的增加值俘获能力；第三，对于纺织服装等低端制造
业，应结合当前国内“一带一路”的建设，推动向其他劳动成本较低的国家转移，并加
快促进国内部分的转型升级，全面优化产业链的空间布局；此外，优化能源结构，加强
节能减排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对于中国实现“低碳”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本文采用的 2007 年中日国际投入产出表为该系列投入产出表中
最新可获取的 IO 表，但数据相对较旧，且缺乏时间维度上的对比分析，这将在下一步工
作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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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has been more
common and trade pattern has obviously changed, which exert different impacts on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th distinct roles and labor divisions. Under this background, based on Sino-Japan
international input- output table for 2007,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conomic effects and carbon
emission effects of Sino-Japan trade on these two countries with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roles i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in East Asia.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employs trade in value added
index and trade in carbon emissions index to study the trade of value added and carbon
emiss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Japan's
capability of value-creation is much stronger than China's, especially in manufacturing sectors.
The economic growth mechanism of China is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Japan, since the
laborers' remuneration and the depreciation of fixed assets contribute less to China's value
added. Besides, in terms of industries with higher level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value added
coefficients of Japan and China are much lower and the gap between them will be larger. (2)
CO2 emissions coefficients of most industries for China are much higher than those of Japan as
a result of low level of production technology in China. (3) Japan mainly undertakes the
production of key components and parts in the division of labor, while China mainly focuses on
downstream processing assembly process and the production of some resources- intensive
products. Hence, Japan has gained greater economic benefits from Sino- Japan trade while
China are heavily affected with regard to carbon emissions.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principles for assigning responsibility for CO2 emissions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and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on promoting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for China in the future.
Key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value added; carbon emissions;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