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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C 指数”和“RCA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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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本文采用增加值贸易（TiVA）数据，借鉴全球价值链（GVC）地位指数、参与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RCA）
指数测算分析方法，对全球主要国家非能源采矿业、基本金属行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国际分工地位和
竞争力做出考察。结果显示中国矿产资源产业拥有较高的全球价值链融入程度和国际分工地位。中国
矿产资源产业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程度提高，对国内价值增值贡献较大，但是非能源采矿业国际竞争力
弱，基本金属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仅处于第三梯队。提出了中国矿业市场在全球风浪中前行，需要立足长
远，扎实领先核心技术，建立和实施行业标准与价格话语权。实现中国矿业由大而全向强和稳发展，需
要立足国内大循环、提升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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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值链（GVC）指数等测算和分析一个国家各产业融
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和国际分工地位（Zheng, 2018;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使得全球价值链分

Xiong et al., 2020；卢仁祥，2017）。其中全球价值

工 模 式 成 为 经 济 发 展 和 国 际 分 工 的 新 常 态。 从

链（GVC）指数计算分析方法，避免了传统出口贸易

生产组织的角度看，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数据的重复统计弊端，并对贸易增加值进行完全分

Chain— GVC）
（赵静，2019）包括一种产品从设计、

2020）。GVC 指
解，更具客观与科学性（金钰莹等，

开发、生产、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

数分析方法的研究数据来源经济合作组织（OECD）

利用，在各参与国（地区）之间形成一个“全球生

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发布的增加值贸易数

产网络”。众多参与企业通过分别承担从原料采

据，从价值增值角度考察世界主要国家参与全球生

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

产网络的程度、国际分工与贸易地位、出口贸易附

消费和回收处理的任务完成过程中进行着各种增

加值来源等，从而挖掘出口贸易对国内价值增值的

值活动，捕获各不相同的利润，通过生产网络的协

贡献，综合评价贸易参与国出口在全球价值链的分

调，实现“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性运作。价值链高

工与贸易地位及真实贸易利益。周升起等（2014）

端主导权的竞争成为当前世界市场内国家间的主

基于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全球价值链指数分析方

要竞争形式。

法，测算分析 1995—2009 年期间中国制造业及内部

国内外学者基于传统贸易数据、国内投入产出

各部门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变化；岑丽君（2015）

表数据和增加值贸易等大数据，运用个别案例分

基于增加值贸易数据，运用全球价值链指数和显性

析法、出口复杂度指数、垂直专业化指标和全球价

比较优势指数方法，探讨了中国出口贸易和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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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国际竞争力；金钰莹等
（2020）基于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多区域投入产出
统计数据，对 2000—2017 中国整体及制造业和服务
业的全球价值链指数进行了测算分析；金钰莹和叶
广宇（2020）基于贸易增加值数据，对 2000—2014
年中国和日本两国的服务业出口贸易增加值进行
了完全分解和对比分析。
制造业是立国之基础，是构建国内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基础。
而矿产资源产业是制造业的重要物质基础，是支撑
国家经济、科学技术、国防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是
夯实制造强国的根基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底盘。
比如“工业牙齿”钨、
“工业味精”锡、
“工业黄金”
铜、
“战略金属”钴、镍等矿产资源产业供应链的稳

勘

1.1.1

查

2021 年

GVC 指数

一个国家的出口间接增加值和出口国外增加
值之和与总出口比值为 GVC 参加指数，表示一国某
产业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程度。计算公式：
GVC_Participationir =IVir/Eir+FVir/Eir （1）
式（1）中，IVir 表示 r 国 i 产业总出口中间接国
内增加值，FVir 表示 r 国 i 产业总出口中国外增加
值，Eir 是以增加值角度核算的 r 国 i 产业总出口值。
GVC_Participationir 数值越大，说明一国参与全球生
产网络的程度越高。IV/E 代表 GVC 前向参与度，
FV/E 为 GVC 后向参与度。
一国出口间接增加值与出口国外增加值的差
距，表示一国某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
为 GVC 地位指数。计算公式：

定性、安全性和竞争力，是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产

GVC_Positionir =Ln（1+IVir/Eir）-Ln（1+FVir/Eir）

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基本保障（吴巧生等，2020）。本

（2）

文结合课题组关于大宗矿产品供需分析和中国矿

GVC_Positionir 数值越大，国家总出口中间接增

2021），从矿产资源
产资源形势分析研究（郭娟等，

加值的出口比例高于国外增加值的比例，意味着该

产业链的角度，选取最新发布的增加值贸易（TiVA）

国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中间产品，该国处于上游阶

数据，借鉴全球价值链（GVC）地位指数、参与指数

段。否则，它处于下游阶段。
1.1.2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和显性比较优势（RCA）指数测算分析方法，对全球
主要国家矿产资源循环中采矿、冶炼和深加工行业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是指某国某商品的

出口贸易数据，进行纵向分析和横向比较，分析中

出口，占该国出口总额的份额和世界该商品的出口

国矿产资源产业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程度、国际分工

占世界出口总额份额之间的比值。计算公式：
RCAir=（Xri/Xrt）/（Xwi/Xwt）
（3）

地位和国际竞争力。

1

研究方法与数据

1.1

研究方法
为更好的分析衡量一国某产业融入全球生产

网络程度和所处国际分工地位，Koopman 等（2010）
基于全球价值链，从价值增值角度，将增加值贸易

式（3）中，RCAir 表 示 r 国 i 商 品 的 优 越 性。
RCA≥2.5 时，表 示 该 商 品 具 有 较 强 的 国 际 竞 争
力。1.25≤RCA<2.5 时，具 有 较 强 的 国 际 竞 争 力。
0.8≤RCA<1.25 时，具 有 相 对 平 均 的 国 际 竞 争 力。
RCA<0.8 时，国际竞争力很弱。

1.2

数据来源

框架下一国出口中贸易增值来源分解，构建了 GVC

本文考察中国矿产资源产业国际分工地位及

参与指数和 GVC 地位指数。出口中的贸易增值源

其演变情况所需原始数据，取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被分解成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国内的增加

织 数 据 库（OECD）官 方 网 站（http://stats.oecd.org/）
正式发布的 TiVA 数据库。OECD 和 WTO 基于各

值包括直接进口商消费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直接增
值）
，进口商为了生产国内所需的产品（直接增值），
进口商为了生产第三国所需的产品（间接增值），使

国官方的投入产出表及双边贸易数据，于 2013 年
1 月首次联合发布了对全球贸易较为重要的 41 个

的贡献是反映一国国内出口在全球价值链中得到

国 家 18 个 产 业 1995 年 至 2009 年 5 年 的 贸 易 增 加
值（TiVA）数据。目前 OECD 官方网站贸易增加值

的真实贸易利益（Koopman et al., 2010）。

TiVA 数据库，包括一系列全球生产网络和供应链的

用于生产本国所需的产品。出口的国内直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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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数据，涵盖世界上 64 个主要经济体，包括
农业、林业、渔业、采矿业、制造业、房地产和金融等
涉及商品和服务两大部门的 36 个行业。计算 GVC
指数和 RCA 指数主要数据表含义如下：
（1）EXGR（c，i，p）表示 c 国国内产业 i 对伙伴
国家 / 地区 p 的最终需求、中间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总
额，简写 E。
（2）EXGR_DVA（c，i，p），出口的国内增加值，
按国家 / 地区 c 的产业 i 到伙伴国家 / 地区 p，表示国
内经济产生的出口增加值。其中，
（EXGR_IDC）IV
出口产品的间接国内增加值，定义为被进口国出口
到第三国的中间产品，出口包含的国内增加值。
（3）EXGR_FVA（c，i）表示 c 国 / 地区国内产业 i

资源采选和利用相关的非能源采矿业和制造业中
的基础金属行业数据，计算世界主要矿产资源丰富
的国家相关产业总体出口贸易、参与全球生产网络
的程度和国际分工地位数据，剖析中国矿业出口
贸易增加值来源及国际竞争力。世界主要国家非
能源采矿业和基本金属行业出口贸易总额见表 1，
2015 年非能源采矿业出口额排名前十二位的国家
出口总额合计占世界出口总额的 70.3%，中国排第
十二位。2015 年基本金属出口额排名前十位的国
家出口总额合计占世界出口总额的 58.1%，中国排
第一位。

2.1

非能源采矿业

2 中国矿产资源产品的贸易现状及
地位

非能源采矿业出口额排名前十二位的国家，非
能源采矿业 GVC 参与指数和 GVC 地位指数如图 1
所示，总体来说各国 GVC 参与指数主要在 0.2~0.5
之间，GVC 地位指数均大于零，主要国家非能源

本论文选用贸易增加值 TiVA 数据库中与矿产

采矿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和国际地位波动中

出口的国外增加值。

表1
以增加值角度核算的出口贸易总额

非能源采矿业和基本金属行业出口贸易总额表（百万 , 美元）
2005 年

2007 年

2009 年

2011 年

2013 年

2015 年
43,501.3

非能源采矿业
1

澳大利亚

13,316.8

22,156.7

29,775.4

74,887.8

72,907.1

2

智利

20,246.5

38,462.7

27,905.2

43,810.3

40,069.8

30,155.2

3

巴西

7,670.5

11,048.4

13,589.2

41,418.1

33,955.4

15,903.3

4

加拿大

11,361.9

13,269.0

12,507.1

20,091.2

16,724.9

13,950.8

5

秘鲁

7,180.5

13,777.2

12,676.9

21,459.3

16,792.3

12,672.8

6

南非

6,266.6

10,733.1

12,133.2

21,960.8

19,625.6

11,623.1

7

美国

3,562.6

5,238.0

3,610.2

7,102.7

6,628.3

6,346.4

8

俄罗斯

3,877.3

4,552.1

3,729.7

10,805.6

8,545.2

6,064.0

9

印尼

4,858.0

6,768.5

7,626.0

9,748.2

8,729.9

4,442.4

10

墨西哥

898.0

1,388.9

1,119.0

3,204.0

3,704.4

3,606.6

11

土耳其

818.6

1,671.3

1,607.5

2,733.7

3,691.7

2,709.2

12

中国

2,436.1

2,350.8

1,595.9

3,294.8

3,449.5

2,706.6

1

中国

33,652.8

83,482.7

44,814.0

100,063.8

99,336.5

111,344.5

2

德国

44,353.5

74,955.2

47,309.6

81,056.6

64,769.2

50,043.2

3

日本

34,181.7

48,051.8

43,354.8

68,021.6

55,791.6

45,111.4
43,660.9

基本金属行业

4

美国

28,330.9

49,925.4

44,333.4

79,267.3

63,211.9

5

加拿大

29,156.9

43,780.8

31,457.7

52,955.1

43,525.4

37,118.0

6

韩国

19,384.3

29,065.4

27,789.3

51,220.4

44,228.3

36,217.0

7

俄罗斯

38,628.7

56,584.8

36,868.9

52,537.0

39,477.5

30,211.0

8

法国

19,856.3

31,008.2

20,471.1

34,742.0

29,143.5

24,046.4

9

意大利

17,541.8

30,690.8

18,299.8

31,186.7

26,237.0

21,350.5

10

澳大利亚

13,836.6

27,246.4

24,088.8

33,703.3

26,928.7

21,332.1

资料来源：OECD-WTO 增加值贸易数据库；
注：按 2015 年出口贸易总额排序（篇幅有限，部分年份数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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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2021 年

2005—2015 年各国非能源采矿业 GVC 参与指数与 GVC 地位指数
（数据来源：根据 OECD-WTO 增加值贸易数据库数据计算）

发展。
澳大利亚、智利、加拿大、秘鲁虽然出口贸易总
额排名世界前列，但其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程度和
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相对较低。中国出口贸易总
额排第十二位，但 GVC 参与指数和地位指数均在
2013 年后稳居第一位。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非
能源采矿业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程度在 2008 年下
降后，自 2011 年到 2015 年呈快速上升趋势。巴西
GVC 指数下降幅度比中国大，到 2015 年指数恢复
到 2005 年水平。美国、澳大利亚和秘鲁经过金融危
机后，到 2015 年 GVC 指数仍未恢复到之前的水平。
俄罗斯、南非和智利 GVC 参与指数值略有上升，加
拿大、墨西哥、土耳其和印尼 GVC 参与指数值相对
较为平稳，表明在全球网络下这些国家非能源采矿
业受全球经济发展影响较小。
美国、土耳其、巴西、俄罗斯和澳大利亚 GVC
参与指数仅次于中国。其中，美国参与全球生产网
络的程度排第八位，但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排第二
位。印尼和智利 GVC 地位指数上升，墨西哥、秘鲁、
加拿大和南非 GVC 地位指数下降。
中国非能源采矿业在贸易规模保持较为稳定
的同时，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程度快速提高，并且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也得到提高。2010 年以来
GVC 地位指数值和 GVC 参与指数值呈上升态势，
展现中国非能源采矿业的出口贸易快速摆脱了金
融危机的影响，说明中国非能源采矿业参与全球价
值链生产和国际分工地位具有较强的韧性和抗风
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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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本金属

表 1 基本金属出口贸易总额数据表明，受金融
危机影响，基本金属出口额排名前十位的国家，基
本金属出口贸易额急剧下降，到 2011 年主要国家基
本金属出口贸易额基本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后又转为下降趋势。只有中国基本金属出口额占
世界的比重和在世界位次保持上升态势，并且带来
了基本金属在国际分工地位的相应提升。主要国
家基本金属 GVC 参与指数和 GVC 地位指数如图 2
所示，基本金属行业 GVC 参与指数普遍高于非能源
采矿业，而 GVC 地位指数普遍在 0~0.3 之间。
澳大利亚出口贸易总额排第十位，但其 GVC 参
与指数参逐年提高，由 2005 年的第五位上升到 2015
年的第一位；加拿大和意大利 GVC 参与指数也呈
上升态势，排位仅此于澳大利亚；德国、韩国和美国
GVC 参与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日本 GVC 参与指
数由上升态势转为下降；法国和中国 GVC 参与指数
比较平稳；俄罗斯 GVC 参与指数呈上升趋势，但相
比其他国家指数值较低，说明俄罗斯基本金属业参
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不如其他国家高。基本金属
出口贸易总额排前十的国家 GVC 参与指数在 2013
年到 2015 年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2005 年到 2015 年主要国家 GVC 地位指数排位
变化不大，呈现三个梯队模式，各个梯队间 GVC 地
位指数存在明显差距。澳大利亚、中国、美国、俄罗
斯、日本 GVC 地位指数高，稳居前五位，为第一梯
队。说明这五国的基本金属生产在国际分工地位

第 12 卷

第 7 期    唐萍芝等：中国矿产资源产业国际地位再考察——基于“GVC 指数”和“RCA 指数”

高，在生产链中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和营销环节
较强，处于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其中，澳大利亚
基本金属 GVC 参与指数和地位指数均居第一位，其
他四国 GVC 地位指数排位高于参与指数，俄罗斯最
为突出。日本基本金属行业 GVC 地位指数整体上
呈现下降态势。意大利、法国、德国和加拿大基本
金属行业 GVC 地位指数属于第二梯队，前三个欧洲
国家几乎保持同步变化，加拿大部分年份指数为负
数。韩国出口总额排第六位，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
程度也逐步加强，但其 GVC 地位指数一直为负值，
基本金属出口贸易中国内间接增加值占总出口的
比重低于国外增加值比率，说明其基本金属产品国
内出口贸易中以初级加工的中间产品为主，需要进
口国深度加工。

图2

3 非能源采矿业和基本金属国际竞
争力
为更好的衡量中国矿产资源产业的国际竞争
力，利用出口贸易总额数据计算主要国家非能源采
矿业和基本金属行业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
数，进一步比较主要国家矿产资源产业的国际竞
争力水平和中国矿产资源产业在世界市场的竞争
地位。
由图 3 可见，智利、秘鲁、澳大利亚、南非和巴西
的非能源采矿业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其次是加
拿大和印度尼西亚，RCA 指数介于 1.25 和 2.5 之间，
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俄罗斯和土耳其具有较平
均的国际竞争力，RCA 指数介于 0.8 和 1.25 之间；中
国、美国和摩西哥非能源采矿业国际竞争力较弱，

2005—2015 年各国基本金属行业 GVC 参与指数与 GVC 地位指数
（数据来源：根据 OECD-WTO 增加值贸易数据库数据计算）

图3

2005—2015 年主要国家非能源采矿业和基本金属行业国际竞争力比较（RCA 指数）

（数据来源：根据 OECD-WTO 增加值贸易数据库数据计算。注：智利和秘鲁显性比较指数（RCA）年平均值分别是 33.3 和 28.3，远高于其他主
要国家，没有在图中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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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A 长期低于 0.8。
相比非能源采矿业，各国基本金属行业显性比
较优势指数（RCA）指数差距较小。澳大利亚、俄罗
斯、加拿大、美国和意大利基本金属行业 RCA 指数
长期介于 1.25 和 2.5 之间，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其中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基本金属行业国际竞争力
都由很强下降到较强，澳大利亚下降幅度小于加拿
大，到 2015 年居第一位，加拿大 RCA 指数呈明显下
降态势，由第一位下降到第三位，而俄罗斯略有上
升趋势，居第二位。美国和意大利基本金属行业国
际竞争力略有上升。中国、法国、德国和韩国基本
金属行业具有较平均的国际竞争力，RCA 指数总体
介于 0.8 和 1.25 之间；2015 年中国 RCA 指数为 1.26，
超过国际竞争力平均值上边界；日本基本金属行业
具有较弱的国际竞争力，RCA 指数总体低于 0.8。

4

讨论和建议
（1）新的考察视角
在 TiVA 数据库中，非能源采矿业和基本金属

行业出口贸易中的产品涉及到矿产资源产业链“e
2020），
型”循环中采矿、选冶、加工和利用（余良晖，
涵盖了矿产资源产业的主要产品。选用以上两个
行业出口贸易增加值数据分析中国矿产资源产业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和竞争力，更具针对性
和科学性。非能源采矿业和基本金属行业兼具资
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特点，而基本金属行业 GVC
参与指数普遍高于非能源采矿业，RCA 指数远远低
于非能源采矿业。矿产资源产业链中采矿、选矿和
冶炼等上游行业更具有垄断性，参与全球生产网络
中的程度低于下游的基本金属行业，国际竞争力指
数值更高，并且主要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差距更大。
（2）中国矿产资源产业大而不强
中国非能源采矿业出口贸易间接增加值出口
比率高于国外增加值比率，GVC 参与指数和地位
指数均达到第一位，反映中国向其他国家提供非能
源采矿业的中间产品，非能源采矿业在价值链的上
端。但中国非能源采矿业 RCA 指数小于 0.8，国际
竞争力较弱。中国基本金属行业 GVC 参与指数和
地位指数稳中有升，分别排全球第五位和第三位，
但是 RCA 指数总体介于 0.8 和 1.25 之间，属于平均
竞争力水平，与前五国在竞争力方面也存在较大
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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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中国矿产资源产业规模体量和影响
力不断提升，出口贸易不再是“低端锁定”，在全球
贸易中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实现了国际分工地位
提高。但是矿产资源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还是较
弱，与矿业强国存在差距。
（3）增强竞争力的路径
采矿业是矿产资源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
要抓住的重点环节，应着力提升开发质量；同时，矿
产资源可供量应与经济规模相匹配。加速布局全
球战略新兴矿产资源，转移部分“卡脖子”矿种的
冶炼产能。构建国际大循环，稳固制造强国的根基，
防止关键基础金属材料成为我国产业升级的短板。
全球经济复苏缓慢，部分矿产资源需求越过了
峰值或即将到达峰值。叠加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
预计未来一段时期全球矿产品的需求增速呈下行
态势。中国矿产资源产业需要充分发挥超大规模
市场优势，稳固内循环。瞄准需求端，开拓新领域，
根据矿产品需求的结构，调整生产环节，不断激发
活力。同时加强矿产资源供应能力和需求方向动
态研究，掌握双循环下矿产资源供求平衡。
进一步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力度，不断推进技术
改造和升级，提升基本金属行业产品质量和品牌档
次。以企业为主体，提升产品设计、研发、市场营销
能力。壮大具有产业生态主导作用的龙头企业和
细分市场有全球竞争力的“冠军”企业，提升市场占
有率的含金量，从而提升中国矿产资源产业的整体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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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tatu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mining
sector under the dual circulation strategy
TANG Pingzhi1, WANG Jing1, FENG Lei1, CHEN Xin2
(1. China Non-ferrous Metals Resources Geological Survey, Beijing 100012, China; 2. CGN-Uranium Resources Co.,
Ltd.,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value-added trade (TiVA) data, this paper makes a study of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status and competitiveness of non-energy mining and base metals sectors 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in major countries, drawing on the research approaches of Global Value Chains (GVCs) status index, participation
index and Index of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mineral resources
industry has a high degree of integration into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in the status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With more involvement to the upstream of the value chain,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mineral resources
industry to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has been improved.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domestic value-added chain
is obvious, whil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non-energy mining sector is weak that the base metals
sector only lies in the third tier of the industry. China’s mining industry struggles to move ahead in the declining
global mining market recent years. In the context of the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taking a long-term
perspective with focus on the main business, developing leading core technology, establishing and implementing
industry standards and pricing power, and making good use of the leadership role for hidden champion enterprise
are essential for China’s mining industry to achieve high 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dual circulation; mineral resources industry; value-added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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