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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 

关于我国民营经济产业蔟群现象的思考 

鲁俊海 

(中国计量学院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民营经济产业蔟群的出现是我国民营经济竞争优势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我国经济中的重要产业组织形式之 

一

。 我111民营经济产业蔟群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民营经济产业蔟群的形成有着特殊的社会、历史 

和文化背景以及深刻的原因。在民营经济产业蔟群的发展中，国家、各级政府、部门以及有关组织应对其采取科学合理的引 

导，使其健康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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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国民营经济产业蔟群的出现是其竞争优势提高的 

一 个重要标志 

产业蔟群是指某一特定产业大量聚集于某一特定地区， 

形成的一个稳定、持续的竞争优势集合体。它是工业化过程 

中一种明显的经济现象。当今世界经济中，产业蔟群现象更 

是非常普遍。硅谷高科技产业和底特律汽车工业的集中是某 
一 产业聚集的两个有名的案例。克鲁格曼等人提出硅谷型聚 

集不是一个例外而是具有规律性。现在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发 

现，产业聚集无处不在、无所不有。在美国，有名的聚集还有 

华尔街的金融业、好莱坞的娱乐业、加利福尼亚的酿酒业、华 

盛顿的炼铝业等等。伊利森和格拉泽通过对美国制造业的地 

理集中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每个产业都显示出过度的聚集， 

459个 4位数 SIC产业中的 446个有明显的聚集。波特指出 

产业地理的聚集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基本因素，并认为“蔟 

群”(Clusters)的因素支配着当今的世界经济地图，它是每个 

国家国民经济、区域经济、都市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经济 

发达国家尤其如此。蔟群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 

用。 

在我国，有许多专家学者对产业蔟群现象有所研究，但对 

于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产业蔟群却很少关注。从我国民营经 

济的发展来看，最初是全国各地的、自发的个体、私营等民营 

经济的各自为战的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营经济的 

发展巳经进人到了一个各地区域民营经济整体竞争的时代， 

许多地方开始出现民营经济聚集趋势。从此，民营经济的竞 

争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产业蔟群竞争时代。众多的民营企业通 

过共享资源和高度分工协作而形成整个生产系统的规模经济 

性，越来越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有经济学者称之 

为第四次分工。在我国形成产业蔟群的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 

巳呈现飞速发展之势，而一些没有形成民营经济聚集的地区， 

民营经济的发展则处于明显滞后状态。今天，在我国凡是民 

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都巳经形成了比较鲜明的民营经济 

的蔟群现象。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等我国 

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我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我 

国民营经济蔟群最集中的地区，星罗棋布、各具特色的、大大 

小小的民营经济蔟群是这些地区经济的最为显著的经济特征 

之一。遍布各地的民营经济产业蔟群巳经成为这些地区较强 

的综合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这里仅以浙江省为例。浙 

江省是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我国民营经济最为发 

达的地区之一，其中就形成了像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业、海宁 

郭店的磁制造业、萧山新塘的羽绒制造业、诸暨三下湖的珍珠 

养殖加工业、桐庐分水的制笔业以及温州的制鞋、打火机、眼 

镜、海宁的皮衣、桐乡的羊毛衫、嵊州的领带、义乌的衬衫、东 

阳的建筑、永康的五金、绍兴的轻纺、宁波的服装、嘉善的木业 

加工、余姚的塑料加工、仙居的白银加工等众多的各具特色的 

民营经济产业蔟群。这些民营经济产业蔟群巳经成为浙江经 

济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从而使浙江成为全国民营经济最为 

活跃、最有竞争力的地区之一。据国家统计局 2002年对 532 

种工业产品的统计，浙江336种产品产量排在全国的前十位， 

其中56种产品产量全国第一，53种产品产量全国第二，13种 

产品产量超过一半。浙江目前已经形成超亿元的民营经济蔟 

群 300多个，其中 100亿元以上的 4个 ，50—100亿元的 13 

个，10—50亿元的91个。此外，像广东、江苏、山东等民营经 

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民营经济也同样形成了产业蔟群的现象， 

而且在全国也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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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营经济产业蔟群的积极影响 

我国民营经济产业蔟群是在民营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的基 

础上形成的，它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而逐步发展 

起来的。民营经济的壮大及产业蔟群的兴起对于我国市场经 

济主体多元化、市场经济机制的形成以及国民经济产业结构 

的调整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就民营 

经济产业蔟群本身来说，其积极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1．易于获取生产要素。众多民营企业聚集在一起形成蔟 

群，企业群对各种生产要素巨大的市场需求会吸引人才、资 

金、技术等源源不断地流人聚集区，不断丰富聚集区要素市 

场，使聚集区中的企业方便迅速获取所需的生产要素。同时， 

企业之间可以通过联合担保获取贷款资金，协作攻关解决技 

术难题，共享资源与信息，降低相关成本。 

2．便于占领市场。开拓市场。一方面，民营经济产业蔟群 

的出现引起人口的聚集，众多人口的消费需求为聚集区企业 

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生产上相互联系的企业 

通过分工与协作，不仅因近水楼台便于相互建立稳定的供求 

市场，降低企业的各项营销、运输与库存成本，而且便于企业 

面对面的交流市场信息，对市场变化做出及时反应，不断生产 

适销对路产品占领与开拓市场。而同类企业聚集在一起，则 

既有利于竞争，活跃市场，又有利于建立行业协会、同业商会 

等组织，使众多中小企业紧密联系起来，形成“航空母舰”参与 

市场竞争 ，增强聚集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3．便于获得各种社会化服务。民营经济产业蔟群必将带 

动聚集地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如专业化的信息咨 

询、法律咨询服务、员工技术培训服务、维修服务、运输服务 

等，使企业能集中力量进行核心产品的生产， 氐企业生产成 

本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增强企业在同行业中的竞争力。 

4．获取外部规模经济。众多中小企业形成产业聚集，从 

而通过专业市场交换实现生产链接，获取外部规模经济。或 

通过专业化协作进人大龙头企业主导的价值链。而作为龙头 

企业则通过协作获取当地极为丰富配套资源，将生产要素的 

竞争外部化，获取成本和集约优势避免大“企业病”。在民营 

经济发达的浙江就实现了这种规模经济。这种民营经济的产 

业蔟群是新型的产业模式或者说是一种新型的产业组织结 

构。以优势产业、关联行业 、上下游协作配套以及大小企业主 

和谐共生的符合良性经济生态平衡的内部条状、外部块状的 

特色产业蔟群，极具竞争力。 

三、我国民营经济产业蔟群的形成原因 

我国的民营经济产业蔟群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民营经济的 

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它是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 

轨环境下诞生，根植于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等背景。 

其产业蔟群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聚集引力是来 

自于自然优势聚集力、区位外溢聚集力、人文凝聚力。 

I．自然优势聚集力。自然优势聚集力是产业地理集中的 

基本作用之一。自然优势的含义相当广泛，它不但包括自然 

资源和自然环境单个方面的优势，还包括两者的综合优势以 

及自然形成的社会经济资源优势。如某一地区有发展某一产 

业的自然资源优势，但自然环境不适合于该产业的发展，则这 

种自然：舞源优势的聚集力将相当弱。伊利森和格拉泽通过对 

美国产业聚集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认为，“自然优势聚集力可 

以带来 20％左右的产业聚集现象。自然优势可以说明种植 

业、酿酒业、食品制造加工业、旅游业、交通运输业、采掘业与 

冶金业等原材料产业的聚集现象。但自然优势也难以解释为 

什么有 地区具有发展某产业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两方面 

的优势 但该地区却并未发生产业聚集的现象。社会经济资 

源优势 括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便捷的交通运输条件等。交 

通运输条件一直是古典区位理论中的最基本要素，交通运输 

上的便：：IlJ和低成本是许多产业聚集的基本动力。”我国民营经 

济蔟群e。：较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 

经济圈 都具有一定区位优势，自然优势聚集力是其民营经 

济产业 群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2． 溢聚集力。这里的外溢是区位外溢，是指某一企业 

的建成埒降低其他企业的成本或提高他们的竞争力的现象， 

包括物理外溢(比如一家企业的建成降低了第二家企业的运 

输成本：和智力外溢。智力外溢可以较好地解释高科技产业 

大量聚集于大学或研究机构附近的现象，如硅谷型聚集等。 

物理外溢在传统产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中存在较普遍。我们 

经常会看到，在一个荒芜的地区一旦建成了某一个较大企业 

后，小企业将鱼贯而至。这主要是由于大企业的外溢聚集力 

的缘故 外溢聚集力较常见于城镇的形成过程中，在由乡村 

到镇再到城市的扩大过程中，由于人口数量的增加 ，外溢聚集 

力越来越大，产品差异化程度也不断增加。传统商业(店铺商 

业)中外溢聚集力也较为显著 ，如各种商业小区、商业街在实 

质上是两业的集中，可称为商业蔟群，外溢聚集力是蔟群形成 

的基本动力。伊利森和格拉泽认为，外溢是产业地理聚集除 

自然优势以外的另一个主要动力。我国民营经济产业蔟群大 

多集中予中小城镇以下，有许多聚集于县乡镇甚至村。其聚 

集力之一就是外溢聚集力。这种民营经济产业蔟群易于获取 

生产要素，便于占领市场，开拓市场，便于获得各种社会化服 

务，从而获取外部规模经济，并且有利于该地区民营经济市场 

竞争的迅速提高。 

3．八文凝聚力。人文环境不但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础资 

源，也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在全世界 

华人聚居的地方都能形成有活力的华人经济区，美国的唐人 

街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意大利和我国的台湾省是小企业主宰 

的经济系统，小企业聚集极为普遍，不同的社区小企业聚集的 

产业类型是不尽一致的。这种聚集的基本动力就是来自传统 

人文环境的吸引力。以血缘、亲缘、地缘为主的民营经济聚集 

在我国的南方沿海地区如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相当普遍，其 

中以家族团体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产业蔟群基本处于 

主体地位。这种产业蔟群产生的动力就是人文关系，系统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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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运行的基本因素是信任和承诺，现代交易的最基本方式契 

约交易并没有取代信任和承诺成为系统内成员的交易方式， 

交易成本也相当低 ，信誉是成员间信任和承诺的最重要因素。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源源流长、丰富多彩，不同的社区其人文环 

境迥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仍然最终建立起来，劳动分 

工和交易的秩序很难扩展到不同人文环境的地区之间。因 

此，产业蔟群的范围也往往囿于该地区的人文边界以内。波 

特教授也指出。不寻常的、复杂的或紧迫的地方需求也可以产 

生蔟群。地方需求形成聚集的动力就是人文凝聚力。人文凝 

聚力在与文化有关的产业如文体娱乐(戏曲、歌舞、体育项目 

等)、古迹名胜旅游、传统手工艺品和饮食等的聚集中起了决 

定性作用，日常所讲的“茶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等都 

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其产品或工艺也只是局限于该地区的 

某一个小区域内，离开了特定的区域就无所谓“特”了，这是由 

人文凝聚力的引力场决定的。 

当然，对于一个具体的产业蔟群而言，上述三类聚集力可 

能是单个起作用，也可能是多个力的产物，或者还有别的作用 

力在起作用。一旦产业蔟群开始形成，就会出现一个自我强 

化的循环，尤其是当地政府持支持态度和地方竞争富有活力 

时更是如此。我国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 

角洲、环渤海经济圈等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明显已经呈现出 

良性互动的局面。 

四、对今后我国民营经济产业蔟群发展的建议 

1．政策保护。国家、各级政府、部门以及有关组织要及时 

发现和识别正在形成中的民营经济产业蔟群，制定各项优惠 

的政策措施鼓励和扶植民营经济产业蔟群的发展，为业已形 

成的产业蔟群提供全方位的公共服务，积极推进和促进民营 

经济产业聚集。要注意和利用区域分工，依据自身优势和产 

业基础，鼓励对同一产业进行持续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培育和 

发展优势产业；运用财政税收政策，引导企业提高技术、扩大 

规模、推动产业升级；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地高科技 、高管 

理、高增值企业落户，促使有影响力、有竞争力的企业脱颖而 

出、持续健康成长。这将使优势企业快速发展，从而实现所在 

地区民营经济甚至带动整体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和核心竞争力 

的不断提升。 

2．加强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基础设施 

和环境是一个地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吸引民营经 

济聚集的重要原因。国家、各级政府、部门以及有关组织应按 

高起点、高标准和适度超前的原则建设能源、交通、通讯、科学 

教育等公共设施。运用市场机制建立国家、地方、企业等多元 

投资体制，利用政府财政资金、银行贷款资金、土地出让金、民 

间资金等多种形式筹集资金，保证基础建设的资金投入。加 

强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同时，统筹规划工业园区、产业园区、 

科技园区等民营经济产业蔟群地区的道路、通讯、水、电等基 

础设施和绿化工程，吸引更多的民营企业来产业蔟群地区投 

资办厂。 

3．国家、各级政府、部门以及有关组织要注意营造一种产业 

氛围，培育企业文化认同，鼓励企业根植本地。文化认同是企业 

在文化上的一种归宿感。企业应认识到，自己属于所在的地 

区。企业文化应与所处地区文化相协调，一个地区的竞争力 

对企业的竞争优势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植根本地就是立足本 

地、扎根本地，将企业的生产、研究、开发都置身于与周围企业 

的联系之中。如果一家企业完全依赖外地市场，不与当地的 

企业发生联系，那么产业蔟群效应就无法产生。对当地技术创 

新能力带来不利影响。政府要尽快让企业认识到植根本地在 

其发展中的重要意义，自觉地融人当地经济活动之中，积极帮 

助当地的供应商和销售商提高竞争力。 

4．国家、各级政府、部门以及有关组织要扩大对科技、教育等 

领域的投入，通过当地产业网络放大技术创新能力。随着知识 

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的发展将进入到科技推动型发展时期， 

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各 

级政府应加大对科技教育培训的投资力度，发挥科技教育培 

训的知识外溢效应，促进经济高速发展。政府要鼓励同一产 

业的企业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地区性网络，通过业务衔接、资 

源共享、经验交流等形式降低经营成本，提高整个产业的效 

率；在一种信息自由交流的体制下促使创新的出现，缩短科研 

成果的转化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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