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导产业集群驱动区域经济发展 
产业集群是在某一特定产业中， 

大量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的支 

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 、 

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产业集群是市 

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 

段后的产物 ，是现阶段产业竞争力的 

重要来源和集中体现。 
一

、地方产业集群的经济功效 
一 般而言，产业集群在中小企业 

与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功效可以 

从三个方面简单论述。 

l、通过产业集聚，提升区域经济 

的外部性 

聚集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外部经 

济，既是一种外部规模经济又是一种 

外部范围经济，是由聚集规模经济与 

聚集范围经济共同作用形成的一种 

复合经济。产业专门化是一种发生于 

产业内的的外部性 ；产业多样化是一 

种发生在产业间的外部性。波特认 

为，产业群内众多的企业在产业上具 

有关联性，能共享诸多产业要素，包 

括专业人才、市场、技术和信息等，一 

些互补产业则可以产生共生效应，集 

群内的企业因此获得规模经济和外 

部经济的双重效益。 

2、通过专业化分工，获得范围经 

济，降低交易成本 

产业聚集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 

降低交易成本，以便从相互聚集中享 

受范围经济。由于集群内集聚了大量 

的经济资源和众多的企业，一方面高 

度聚集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处于随时 

可以利用的状态，为集群内的企业提 

供了极大的便利，降低了企业的交易 

成本；另一方面大量企业的存在也使 

集群内的经济要素和资源的配置效 

率得以提高，达到效益的最大化。一 

旦产业形成，集群内部的企业之间形 

成互助关系，既可以增进竞争叉可以 

促进合作，进而促成产业的竞争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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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区域品牌的辐射，迅速扩 

大市场 

产业集群中的区域市场属于外 

部化市场交易，它是通过一个可供生 

产者共同享用的销售网络来促进交 

易。进入专业市场的企业大多不通过 

或不靠自己的商标、品牌、企业知名 

度拓展市场，而是依靠区域市场的知 

名度，通过交易市场的信息搜集、集 

中和反馈各种信息，可以达到集群企 

业与市场信息对称，从而行之有效的 

拓展市场容量，快速产生经济规模效 

应。 

二、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的作用 

机疆  

1、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增长的 

耦合。产业聚集必然带来人口的空间 

集中，这在为产业聚集提供充足劳动 

力资源的同时，也使聚集区的居民和 

企业均能从中获益。 

2、产业集群内企业关联性与区 

域经济的耦合。产业集群的形成一般 

都有一个主导核心企业，通过该主导 

核心企业的衍生 、裂变、创新与被模 

仿而逐步形成产业集群。 

3、地方特色产业集群与区域经 

济优势的耦合。地理位置是国际收入 

不平衡的重要因素，是产业集聚的重 

要条件。产业集群自身的一些特征， 

如区位特征、资源共享特征使群体内 

企业获得区域优势 ，形成集群的特色 

和竞争优势。这种具有特色和竞争优 

势企业聚集形成本土化的产业氛围 

和产业综合竞争力，这是其他区域很 

难模仿的，这些具有特色的产业集群 

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往往具有乘数效 

应 ，是地区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的源 

泉。 

4、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结构升 

级的耦合。产业集群的发展能调整区 

域产业结构 ，减少第一产业劳动力人 

口，提高区域第二、三产业的比重，促 

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产业集群 

的发展有利于调整区域产业布局，促 

进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集群的发展还 

有利于提高区域产业化水平，一部分 

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退出。农村土地从 

小规模向大规模集中，可以改进传统 

的农业生产方式，利用先进的生产设 

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产业升级、区 

域经济结构的优化为产业的聚集提供 

着更大的市场，拓展出更广阔的发展 

空间。 

5、产业集群同整合区域资源的 

耦合。企业资源的稀缺性赋予集聚更 

为重要的内涵就是整合产业集群中 

各成员的资源，从而实现资源的帕雷 

托最优。产业集群的投入要素不仅涉 

及一般意义上的自然资源，还有资 

本、劳动力和企业家资源，这就要求 

地方政府 、行业协会 、金融部门与教 

育培训机构对产业发展形成协同效 

应，产业集群将这些区域内的软、硬 

资源整合，优化创造出产业竞争优 

势。产业集群发展到高级形态除了积 

极利用本地资源外，更注重外部资 

源、外部市场的所用，积极寻求外来 

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积极开发外部 

市场，扩大区域经济的影响力和产业 

集群的吸引力和覆盖面，形成区域动 

态的竞争优势。 

6、产业集群与区域技术创新的耦 

合。集群内关联企业之间由于地理位 

置接近联系频繁，便于现场参观，面对 

面地聚会和交流，使他们能迅速了解 

市场需求和科技变化，有利于企业对 

市场和技术方向的把握 ，有利于相关 

企业合作创新，合作创新既可分散创 

新风险，减少创新困难，而且可加快创 

新速度。同时企业的创新成果易于为 

其他企业所学习和吸收，扩散更快，从 

而促进着整个群体的创新能力的提 

高。集群内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又促 

使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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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集群内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意 

识，而集群机制又为创新提供着有利 

的条件，比如在集群内更容易找到创 

新所需的人才、资金、设备和工具等 

各类资源。所以，产业集群在学习与 

创新的动力、环境、资源等方面具有 

优势，这使产业集群往往成为创新主 

体，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进步力量。 

三、创导产业集群促进区域经济 

发晨的几点看法 

(一 )明确创建产业集群实现的 

条件 
一 是本地良好的经济文化环境； 

二是本地具有要素的比较优势，如廉 

价的劳动力、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服务 

体系、具有丰富的劳动资源等；三是 

本地必须具有相配套的产业协作部 

门，企业才能在边际管理成本递增的 

情况下，将内部的一部分工作环节外 

包出去，形成分工协作的产业链；四 

是本地有促进企业联系的公共政策 

支持和规范的制度；这些不仅是产业 

集群发展的因素，而且为“嵌入型集 

群”的生产网络和人脉网络在本地的 

孕育和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二 )从宏观维度上创造集群加 

速产生和成长的良好外部环境和制 

度环境 

1、政府应积极营造良好的投资 

政策环境与硬件环境。注重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加强对通讯网络及交通设 

施的建设 ，加大对学校及一些培训机 

构的设施投入。 

2、建立地方人才支撑体系，实行 

人才开放政策。高度重视企业经营管 

理和技术人才队伍的建设，制定科学 

合理和完整配套的人才政策。实施人 

才培养战略，通过送出去学习与院校 

联合等各种途径培养人才，在区域层 

面上完善各种层次的专业技术培训 

机制，培养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群 

体，把核心竞争要素即人力资本汇集 

到本地。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制订和 

实施鼓励企业开展各类人才医疗保 

险、身份、工资福利和人才双向合理 

流动的有关政策，不断完善人才市场 

机制，建立人力资源库，发布人才供 

盈 

求信息，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 

服务。 

3、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诚信是 

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也是产业集群 

得以形成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 

诚信而产生的社会资本是产业集群 

中的重要资源，它是企业之间交易与 

合作的基础，没有诚信的产业集群中 

假冒伪劣遍地、期诈行为盛行，这样 

的产业集群只能是短命的。因此要积 

极宣扬诚信文化和地方特色的传统 

文化，同时建立完善的信用规章制 

度。 

4、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一方 

面，制定公平高效的竞争规则如规范 

企业的竞争行为的惩罚约束制度；另 
一 方面，消除体制障碍，明确财产权 

制度，消除政府对企业过度的行政干 

预，同时取消各种地方企业保护制 

度，鼓励外商进驻集群，加速外资企 

业本土化进程。 

5、创建良好的融资环境。中小企 

业是企业集聚形成的关键力量。但 

是，由于中小企业发展主要靠自身资 

金的积累，通过银行获得贷款难度较 

大，其竞争力提升受到严重的制约。 

为了有效促进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 

除银行信贷外，在政府的倡导下，可 

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对中小企业特别 

是高科技中小企业进行扶持，使企业 

和本地机构共担风险和投资，同时也 

分享收益和回报。 

(三 )创导产业集群核心在于构 

筑企业间的联系，促进网络的本土 

化。 

1、建立由行业组织、金融机构 、 

信息服务机构和咨询机构及其他中 

介机构分工协作的综合服务体系，为 

集群提供各种服务，形成区域的比较 

优势，吸引更多外资企业落地生根。 

2、加强本地企业间、外来企业和 

本地企业问的联系，鼓励企业问的合 

作。 

对于 “原生型”集群，应进一步 

巩固本地化的网络。成立行业协会， 

协调企业间的矛盾；开展各种形式的 

交流会如展览会、洽谈会等，促进企 

业间的互动，地方应有意识地扶持产 

业链核心环节，培养地方龙头企业，增 

强关键企业的实力。注重集群生产功 

能与销售功能的并行发展，形成产品 

开发、生产、营销一体化的本地网络。 

对于 “嵌入型”集群，引导其逐步融合 

于本地的文化环境。首先，鼓励外资 

企业雇佣本地人才，同时地方要注意 

学习和总结外资企业的技术和经验。 

其次，本地应积极培育相关的配套产 

业和协作企业，尤其注重培养本地发 

达的原料设备供应商，实现与外商企 

业生产链的对接，实现价值链上的合 

作。再次，采取“亲和”政策，鼓励外 

商参加本社区各种公共活动，加强本 

地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密切交流与合 

作，形成外资赖于生存的人脉网络优 

势。 

(四 )产业集群战略实施导向在 

于建立区域创新体系。 

1、建立以产业集群为基础的科技 

创新平台，形成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 

科技创新网络。在区域范围内建立创 

新网络，其目标是促进集群提高市场 

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支持在集 

群内建立生产力促进中心 、科技开发 

中心、信息服务中心、网络中心、融资 

担保机构等中介服务组织，采用技术、 

课题招标等形式促进集群企业与大 

学、科研机构的联系，实现新知识的价 

值转移和推广。政府的政策重心应转 

到培育区域创新体系方面，通过营造 

适宜于创新的环境，促进企业、企业与 

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之间的合作 

关系，建立共同学习的机制，以此加快 

知识创造与扩散的速度，从而使区域 

经济发展建立在强大的创新能力基础 

之上。 

2、创新本土特色产品，打出区域 

品牌优势。制度力优势是集群稳定发 

展和持续创新的保证，地方政府通过 

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如交流会、洽 

谈会、展览会等，打开本地集群的知名 

度，挖掘本地区域具有特色的人文和 

工艺传统产品，推动区域专业化分工 

的发展，塑造特色的区域品牌l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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