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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永远不老的经济神话 

 

从宇宙星系，到微生物种，从缤纷的自然，到复杂的社会，“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

之盛”，类聚与群集几乎是所有事物生存的优先和必然选择。而产业集群奉献给世界的更是

一个永远不老的神话。 

产业集群创造了无尽的历史奇迹。产业集群广义上是个古老的问题。在古代，即便是农

副产业，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空间集中也是广泛的，江南“鱼米之乡”、“桑蚕之地”创造

古代的“人间天堂”；工商业的集群更是与生俱来，纺织、陶瓷、花炮、米市导致了景德镇、

浏阳众多名镇的千年璀璨；近代工业集群的力量难以估量，可以说，是荷兰的造船和曼彻斯

特纺织业集群的“蝴蝶效应”，导致了荷、英的相继强盛。 

产业集群改变着当今世界的经济版图。区域发展是动态演化的，产业集群决定着地区兴

衰，二战以来，在许多英国、德国、美国的一些发达地区日渐衰落的，意大利中部和东北部、

德国的巴登符德堡、美国的硅谷等许多落后地区却依托产业集群却迅速崛起。产业集群正在

改变着世界的经济版图。 

产业集群决定着国家和城市的未来。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使得，一方面，生产要素（信

息、技术、资本、人才等）可以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扩散和聚集，另一

方面，分工和创新日益复杂化，更高级、更急迫地要求集群式研发和生产。国际上一些专家

和研究机构预测：跨国公司和产业集群两大组织形式将联袂主宰全球经济的未来。 

 

二、一条和谐崛起的希望之路 
21 世纪的中国，虽然崛起已曙光在前，但还须睿智地克服困难，战胜挑战。国际上，

除政治因素外，世界各国经济科技竞争日益激烈，发达国家拥有巨大的领先优势，不少发展

中国家的进步也日新月异，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外部压力。在国内，贫困问题、失业问题、三

农问题、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差距问题等每一

方面的进一步恶化都会对中国的崛起构成现实的威胁。因此，实现崛起，中国需要踏实努力，

也需要遵循规律，探索捷径。 

产业集群实际上是把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通过分工专业化与交易的便利性，有效地结

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有效的生产组织方式。综观国际上的经验，产业集群对国家和区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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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具有多方面积极影响，已经得到社会各个层面的人们的广泛认同。根据中国产业集群发展

的对国家和城市经济的影响，也可以说明：产业集群是中国和谐崛起的一条希望之路。 

1、产业集群是中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源泉。美国国家竞争力决定于其高科技产业竞争

力，而高科技产业竞争力硅谷等高科技产业集群。中国目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

力，主要来珠三角、长三角、闽南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群。浙江省的产业集群

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上也在全国首屈一指，不少产业集群产品的产销量都在全国排名前

茅。如温州市区的打火机占世界总产量的 70%，嵊州的领带产量占国内市场的 80%、占全球

市场的 30%，而苍南铝制徽章的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 45%，海宁的许村、许巷的装饰布占全

国市场份额的 35%以上，永康的衡器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二，诸暨山下湖镇的淡水珍珠占全国

总产量近九成等等。据国家统计局 2001 年的有关统计，全国 532 种主要工业最终产品的产

量，浙江有 336 种进入前 10 名，占总数的 63%；56 种特色产品产量占全国第一；109 种居

全国第二；154 种居第三位。对外贸易方面，浙江 4000 多家民营企业获得自营进出口权，

近万家个私企业从事出口商品加工，产品销往世界五大洲的 150 个国家和地区。 

2、产业集群是城市和区域经济增长的源泉。产业集群可以推动国际和地区经济快速增

长。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东莞、江苏的苏州、浙江的绍兴等产业集群集中的城市，经济增长

大都 20%左右的速度迅猛增长。2003 年经济增长率惠州 19.7%，绍兴 19.5%，东莞 19.5%，

深圳 19.2%，苏州 18.9%，无锡 18.7%，中山 18.57%，宁波 17.7%。 

3、产业集群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增长的源泉。2003 年数据显示：产业集群

发展最好的 20 个城市深圳、东莞 、珠海、温州、广州、中山、上海、佛山、台州、宁波、

北京、绍兴、厦门、杭州、舟山、泉州、惠州、湖州、苏州、嘉兴，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在全

国前 20 位。其中的深圳、东莞 、珠海、温州分别为 25936、18471、16602、16035 元，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 8472 的两倍以上。这些产业集群发达的城市，一个城市的财政收入高于中

西部地区全省的财政收入，一个镇的财政收入高于中西部一个地级市的财政收入。其中深圳

2908370 万元，珠海 348215 万元，汕头 205414 万元，佛山 954359 万元，东莞 674461 万元，

中山 366327 万元，宁波 959709 万元，温州 442490 万元，嘉兴 126133 万元，湖州 121834

万元，绍兴 141561 万元。 

5、产业集群是大规模就业的吸收器，可以很好地解决就业。我国众多的业已形成产业

集群充满着活力，拉动了地方经济的强劲增长，不仅本地居民就业充分，而且还吸引着大量

的外来劳动力。流动人口多少是解决就业量的重要表现。2003 年产业集群发达城市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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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45 万人，深圳 406.48 万人，广州 276.86 万人，佛山 206.62 万人，杭州 142.32 万人，温

州 136.67 万人，中山 102.52 万人，宁波 93.2 万人 7，苏州 89.84 万人，而人口基数较大的

上海流动人口才 350 万人，北京流动人口才 327.79 万人。据浙江 2001 年统计产业集群区域

分布在 175 个行业，涉及工业企业 23.7 万家，吸纳就业人员 390.1 万人
1
。 

5、产业集群是新型工业化和结构升级重要动力。我国绝大多数产业集群都是在农村与

小城镇兴起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农村工业化，有利于调整产业布局，促进产业结

构升级。 

6、产业集群是城市化和社会事业发展重要动力。产业集群和城市化发展是互动的关系。

城市核心产业的集群对上下游关联产业产生更为强烈的需求，随着主导产业的延伸和关联产

业的出现，特定产业集群所在地区的人口将大规模增长，从而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同时产业

集群发展也为城市各项事业的发展创造了经济条件。调查显示产业集群发达城市的城市化增

长速度最快的城市，也是城市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最快的城市。 

7、产业集群是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的有效途径。我国绝大多数产业集群

都是在农村与小城镇兴起的。产业集群的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使用，不仅提高了农民

收入，也带动了周边农村地区的农、牧、副、渔等产业发展；增加农村的财政积累，促进了

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在我国三农问题解决最好的也是产业集群发展最

好的浙江省。 

8、产业集群是缩小区域差距，实现落后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捷径。一些贫困和落后的地

区，可以通过产业集群的发展迅速发展起来，摆脱落后，迅速跨入先进地区的行列。我们注

意到：再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一些经济发展好的城市，几乎无一例外都拥有一两个良好发展产

业集群。河南的骡河、湖北的仙桃、河北的清河、河南的浏阳、内蒙古的鄂尔多斯等等， 

9、产业集群是节约能源、集中治理污染的有效方式。相对而言，产业集群发展，一方

面可以实现能源的充分或循环利用，同时可以集中集中治理污染，规模发展有利于降低经济

成本。 

10、产业集群有利于构建区域创新系统，促进技术创新。产业集群即促进了交流，也强

化了竞争，因而为创新创造了条件，也创造了需求。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产业集群都在技术

创新的中心，推动一定范围内的技术进步。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区不仅是美国也是全球的技术

创新中心。调查注意到：一些产业集群城市的乡镇再区域和城市创新系统建设方面，既有了

                                                              
1 据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 2001 年 6 月的调查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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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资金条件，同时又有了需求，广东、浙江、福建的一些产业集群市镇的技术创新中心

建设和发展十分良好，其产业集群科技水平远远高于内地科技资源丰富的城市和地区。 

 

 

三、一双识别和发现产业集群的慧眼 

 

本报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研制了一套产业集群的识别指标和标准，这也是国内的首

个标准。识别产业集群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由于影响产业的因素复杂多变，

产业集群表现也是万种风情，十分准确地识别和把握每一个产业集群是十分困难，但是，根

据产业集群发展规律，制定相关的一般参考标准，借助一定的方法，对具体的产业集群是可

以做到大致把握的。为了准确合理的标准，我们首先开发了产业集群的三个分析框架即概念

框架、解释框架和演化框架。 

正如植物生长需要种子、土壤、水分、阳光和空气一样，产业集群的成长也需要一定的

条件。因此，我们建立了产业集群成长的生态系统模型（如图 1 所示）。该模型表明，要使

产业集群成长，则需要诱发因素（种子）、资源要素系统（土壤）、服务支持系统（水分）、

技术创新系统（肥料）、外部气候系统（阳光）和地方制度文化系统（空气）。也就是说，这

些系统变量影响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 

产业集群的“生命期”很像产品生命期甚至是产业生命期。随着新的公司出现或衰败，

或者地方机构发生发展和变化，集群不断得到演变。总体上，产业集群是不断向上发展的，

产业集群发展一个周期，一般经历萌芽、发展、成熟、衰退，接下来是复兴或升级进入第二

轮周期，不同阶段，其发展的总体轨迹、具体表现以及发展条件是不同的，并且由于具体条

件的不同产业集群发展阶段的构成和长短也不同。 

在以上框架的基础上，我们制定了从原因和表现两方面观察和识别产业集群的发展的一

套指标和标准体系（详见第 10 章）。其中，表现指标标准尽量做到定量化，原因或解释指标

标准以定性判断为主。并据此制定集群发展的定性和定量标准，对于人们在实践中，识别、

把握和分析具体的产业集群发展状况，并据此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战略意义重大。 

理论假设只有通过经验验证，才可以在发展中指导实践。本章四个产业集群发展的实践， 

使“产业集群识别的框架、标准和方法”的假设接受并通过了检验。这个检验反过来又表

明：绍兴柯桥的纺织、绍兴嵊州的领带、中山古镇的灯饰、中山小榄的五金，既是中国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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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的缩影，又是中国成功产业集群的经典。 

 

四、一项年度研究最重大的发现 

 

本报告在大规模的调查基础上发现：产业集群:中国经济的龙脉.从东北特别辽中

南城市的装备制造、到京津的高新技术、经山东和江苏城市的加工制造、上海的服务业

和装备制造、浙江和福建城市的加工制造到广东城市的加工制造产业集群导致的地区经

济的隆起带的万里连绵，在中国经济版图上，已经清晰浮现了一个明显产业集群的龙

脉。中西部由产业集群所导致的从点状到带状经济隆起，也越来越清晰。包括：长沙—

武汉、郑州、西安、成渝地区等城市和地区。 

本报告在大规模的调查基础上发现：全国内地 288 城市的 160 个城市拥有不同程度

的产业集群。不仅浙江、广东和福建等省的许多城市的产业集群明显，中西部的广大城

市也出现了产业集群。目前大大小小的产业集群约数千个。 

本报告在大规模的调查基础上发现：在全部的 175 个大小行业里，大多数行业当中都

有了产业集群的存在。纺织、制衣、制笔、电器，机械制造、医药等 18 个产业上具有明显

的聚集。 

本报告在大规模的调查基础上发现：10 条道路 20 余年竞争和演化而来.具体为:依靠

当地企业家精神发展起来的特色集群。依靠历史传统产业基础的形成和发展的产业集群。依

靠当地资源形成和发展的产业集群。依靠外部市场而形成和发展产业集群。通过引进外

资，在“三来一补”基础上形成的外向型加工业集群。配套大型企业形成和发展一批产业集

群。在山东青岛海尔集团、重庆嘉陵摩托集团，长春的一汽制造等大型企业集团附近都有相

关企业繁殖和衍生。依靠中心城市城区出现的都市型产业集群。依靠高校资源和科技人员创

业自发形成的产业集群。通过政府规划下发展起来的产业集群。政府与民间两种力量混合作

用发展起来的产业集群。 

本报告在大规模的调查基础上发现，中国产业集群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具体表现

在：产业集群地域分布不均衡,东部呈燎原之势,中西部属星火状.我国产业集群的行业分布

不均衡. 创统产业东部呈燎原之势,高技术产业属星火状.我国产业集群的载体主要在小城

镇;我国产业集群优势主要低成本优势。 

报告发现:我国产业集群发展中的系统缺陷和市场失灵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由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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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发展中国家，同时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之中，其产业集群发展中的系统缺陷和市场失灵

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因而限制了产业集群的发展，甚至导致集群的灭亡。 

 

五、24 条促进中国城市产业集群战略经验 

 

    报告邀请国内产业集群研究领域一流的青年学者，对中国 24 个成功的产业集群案例进

行经验提炼。目前，中国产业集群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中国某些地区产业集群崛起和发

展的成功经验为其他地区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本报告在对中国 24

个成功产业集群的基础上，提炼出 24 条成功经验，以期对促进中国产业集群成长做出贡献。 

表 1-3   中国产业集群成功经验汇总 

成功经验 内涵解释 产业集群案例 

创新文化 将地方创新文化转化为企业家精神 浙江大唐袜业集群 

产研相生 将科技产业化，同时又将产业科技化 长沙工程机械产业集群 

内生外推 内靠市场拉动，外靠政府推动 湖北仙桃无纺布集群 

借鸡生蛋 外部产业本地化（或外部产业嫁接到本地） 苏州 IT 产业集群 

成本制胜 依靠成本领先寻找和拓展产业发展空间 东莞电子产业集群 

内外竞合 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在竞争与合作中共生 浙江嘉善县木业集群 

天作之美 既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天然优势，又抓住了机遇 香港物流产业集群 

创新网络 区域建立了包括创新主体及其互动以及支撑制度环境的创新体系 杭州软件产业集群 

把握机遇 抓住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变动的重要机遇 台州服装机械业集群 

市群互动 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绍兴纺织产业集群 

政府创新 政府创造条件积极推动和参与区域之间的竞争 浙江濮院羊毛衫市场 

竞争中学 企业通过在竞争学习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 青岛家电产业集群 

众星捧月 围绕特大型企业搞好配套、销售、服务、研发等全方位服务 长春汽车产业集群 

变废为宝 将弱势产业做成强势产业 嵊州领带产业集群 

分工协作 依靠集群内良好的分工与协作提升产业竞争力 温州打火机产业集群 

技术升级 将传统生产技术转变为现代高新技术 福建德化陶瓷产业集群 

国无民补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互补充、共同发展 唐山钢铁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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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融合 将军工技术转化为民用技术 绵阳军工型产业集群 

大小并举 既抓大企业，又抓小企业，共同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准确定位 政府选择了正确的主导产业，促进了产业集群发展 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 

尊重市场 政府正确处理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中山市产业专业镇 

   

   

   

 

六、十大导致中国产业集群失败的陷阱 

 

尽管中国产业集群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存在的问题制约了中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十大陷

阱。 

1、不闻不问。产业集群发展具有的系统缺陷和市场失灵问题，这要求政府在相应的领

域发挥作用。同时产业集群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对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

我国的产业集群基本上都是由市场自发形成的，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的发展道路被引起足够

的重视，因此，需要政府弥补的系统缺陷和市场失灵，没有得到及时的弥补。目前有关产业

集群发展的国家战略和政策，城市战略和政策，行业战略和政策都还不清晰和健全。由于政

府的不作为导致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缺乏，缺乏有效的政府监管，集群内交往成本大幅增加。

一些产业刚刚萌芽或产生的产业集群，可能由于缺乏公共支持很快夭折。 

2、乱点鸳鸯。“乱点鸳鸯”指产业集群“名不符实”，企业仅仅是空间的集聚，而缺

乏关联、配套与协同效应。企业的非“集群”化倾向突出，地方政府对许多企业“行政捏

合”，半强制性地外部“植入”，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不能形成良性循环效果。入园企

业非“集群”化还有一个负面影响，就是房地产项目的过分开发。虽然硬环境得到改善，但

是使园区用地紧张，土地与劳动成本上升。如部分特大城市的集群区，由于房地产项目驱动，

使海淀园、电子城用地紧张，地价上涨，导致大批生产性企业不得不迁移到低成本区域，而

且租金过高、交通拥挤等不利因素影响到营销等活动，甚至已经影响到整个园区产业的发展。 

3、拔苗助长。“拔苗助长”指政府本来希图加快集群发展，政府盲目直接参与，但是事

与愿违，效果比较差，甚至是彻底地失败。如果地方政府不致力于引导、服务职能，而是“亲

自上阵”以自身掌握的资源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大多难以适应市场机制的要求和变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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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不尽如人意。在 80 年代初中期，意大利一些地方政府不顾条件地发展高技术产业园区，

政府投入巨大资本，也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但到目前，并没有产生多大作用
2
，相反政

府直接参与少，而引导较多的传统产业集群却依然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4、不堪重负。“不堪重负”指集群内企业竞争力不强，不是由于集群的协同效应不好，

而是由于外在恶劣的商业环境原因，如政府对集群的乱收费和社会治安问题，前者直接导致

企业的运营成本增加，而且由于行政效率低下，影响了企业对市场的反应速度和应变能力；

后者导致集群内企业主或员工的人身安全等威胁，如抢劫、绑票事件等，可能直接导致企业

的外迁或外逃 

5、营养不良。“营养不良”指集群发展过程中“目光短视”，缺乏对技术创新投入的

力度，或者本身就缺乏科技资源和创新能力，而仅仅依靠短期的土地价格、政策优惠等措施

发展集群。由于集群内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同时消化吸收能力差，导致集群技术创新不足，

产品更新换代差。集群在经历短暂的辉煌后，发展后劲不足，甚至消亡，如温州和中山各有

一个灯饰产业集群，但前者由于技术创新不足，产品质量不过关，而在后者的竞争下消亡（也

有部分企业迁移到中山）。 

6、行政分割。“条块分割”指我国的一些产业由于区域和部门分头管理的历史弊病，导

致产业集群难以形成，或者集群的规模难以做大。在我国钢铁工业、石油化工业、汽车业、

计算机制造、电子类消费品制造业、印刷业等，由于存在着行政管理上的条块分割，即国家

部委（中央直属企业）和地方政府（本地企业）的多头管理，生产要素和产品要素等难以自

由流动，阻碍了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地区分割也在限制着区域间专业分工的发展，

妨碍了当地产业集群的向着技术创新的高端集群提升。 

7、质量柠檬。“质量柠檬”指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劣币驱逐良币”，损害消费者

利益，最终损害了区域的品牌，导致集群发展受到损害，甚至是消亡。集群内当产品的卖方

对产品质量比买方有更多的信息，低质量的产品将会驱逐高质量产品，从而使市场上产品的

质量持续下降的情形，从而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倾向。典型的例子就是金华的火腿实

践，严重损害了进化火腿的声誉，影响了集群的发展。 

8、缺乏根植。“封闭运行”指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内，由于地方工业基础薄弱，配套

条件差，或者本地企业和创业、创新的学习能力差，导致外资企业和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出现

“两张匹”，难以融合，一旦成本上升等原因，使外资企业大幅度外逃，导致产业集群发展

                                                              
①见顾强《产业集群不是企业扎堆》，中国经济导报，2004.9.27 



研究报告系列 

 

9 
 

手挫。根植性被用于描述经济行为受当地社会文化、关系网络的影响。如果产业文化与集群

所在地的地域文化得以融合，集群就在该地域具有持续的发展动力。珠三角地区一些外源型

（主要是港澳台投资带动形成的）的集群就缺乏这样的根植性。外商投资之时是看中了当地

的低生产成本优势，只是利用了当地的劳动力、土地等初级生产要素；当地的民营经济不曾

在与外资企业的交易、合作中发展壮大，外资企业与当地经济没有形成密切关系。例如，台

商在清溪的企业主要从事价值链下游的制造、组装等劳动力密集型工序，清溪只能吸引台商

企业从事低成本工序；当台商能够找到更具有成本优势的地方，搬迁就成为必然选择。 

9、抓大放小。“抓大放小”指政府在集群的支持中，过分偏爱大企业，偏重对大企业

的扶持和培育，而忽略对小企业的扶持，甚至对小企业存在歧视，一旦大企业迁移，或者以

外消亡，导致集群消亡。我国的产业集群倒是由中小企业发展建立起来的，但是我国对中小

企业不重视,没有针对解决中小企业困难的政策。甚至还存在对中小企业的偏见问题。集群

是一个产业生态系统，需要大小企业相互补充，竞争中合作，融合发展。大企业入如果缺乏

众多中小企业的配套服务，集群的优势便无法发挥。山东孙耿镇工业小区的三株集团在鼎盛

时期对当地经济贡献巨大；然而，孙耿镇没有注重培育本地生产网络以及扶持本地中小企

业。由于过分依赖三株集团，在 1997 年三株走向衰落之后，孙耿镇的经济也受到了重大打

击。 

10、重硬轻软。“重硬轻软”，指政府只重视硬环境，引导建立具有本地特色的产业结

构、建构中介服务体系和劳动力教育培训机构等重要任务束之高阁，而忽视学习、创新和促

进关联软环境，结果企业生产成本虽然比较低，但是企业只考虑短期利益，竞相以低成本竞

争，忽视立足技术创新以获得长远的产品差异化优势，最终损害了集群的竞争力。某市纺织

企业集群曾经过分偏重企业的硬件环境，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导致企业普遍不够重视新产

品、新工艺、新技术开发，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关键性的创新，使得集群内的企业产

品、技术层次基本相同，难免出现恶性竞争，陷入价格战
3
。经过这个波折，政府充分认识

到软环境的重要性，通过大力推进软环境建设，逐步提高了企业的创新与学习能力，重新获

得竞争优势。 

 

七、一幅 2004 中国城市竞争力的新图画 

 

                                                              
3 见魏江《产业集群——创新系统与技术学习》，P202，科学出版社，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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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城市竞争力的评估考虑到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性,因而比以前作了两方面的改进:.

一是经济增长率标准，进入报告评估的 200 个城市，其年 2003 年 GDP 增长率均在 8%以上；

二是增加了环境资源成本节约的指标,它具体又包括单位 GDP 用电量、用水量、环境污染指

数三个逆向指标,并进行正向变化处理。 

1、城市综合竞争力。2004 年中国 200 个的综合竞争力前十名城市是:上海、深圳、广州        

北京、杭州、宁波、苏州、无锡、厦门、天津.从城市竞争力的表现来看，得分和排名靠前

的依然是东部沿海城市。排名前 20 位的城市除北京、长春和济南外，全部位东部沿海城市。

排名 31—184 的城市几乎全部为中西部城市，其得分介入 0.1~0.3，这表明中西部城市竞争

力之间的差距在缩小。 

与往年相比，2004 年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江浙两地城市的竞争力明显提

高，令人刮目相看。杭州、宁波、苏州和无锡四市竞争力分列 5—8 位，显示出强劲的上升

势头。可见，江浙两地提升城市竞争力的经验值得其他城市借鉴。 

在 50 个城市 12 个分项竞争力及特点主要是： 

2、人才竞争力。在人才竞争力排名中，列前 10 位的分别是（升序排列）：北京、上海、深

圳、广州、杭州、温州、天津、沈阳、武汉、南京，最后 10 名依次是
4
（升序排列）：嘉兴、

呼和浩特、威海、南通、扬州、海口、徐州、台州、淄博、芜湖。 

    综合看来，在人才竞争力方面，大城市较中小城市明显处于优势地位，这不仅体现在排

行前十的城市中除深圳外全都是省会城市或直辖市，而且在各个分项，位居前列的也以大型

城市居多。除此之外，经济增长较快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表现出较大的人才需求和对人

才较大的吸引力。 

3、资本竞争力。资本竞争力综合排名列前 10 名的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杭州、天津、

成都、南京、大连、武汉，后 10 名的是郑州、威海、济南、嘉兴、无锡、烟台、呼和浩特、

扬州、秦皇岛、芜湖。 

与人才竞争力指数类似，外向度更高的大城市在资本竞争力指数方面同样拥有明显优

势，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更加集中地聚集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这几个特大城市里。这

也是与我国资本市场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相适应的。中小城市如果能够发挥特制灵活的特

点，同样可以取得一定的竞争优势。 

4、科学技术竞争力。科技竞争力综合排名前 10 名是北京、上海、武汉、天津、南京、广州、

                                                              
4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所有城市排名（前、后十名）都实行升序排列，即按名次先后从前往后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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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深圳、成都、长春，后 10 名是扬州、潍坊、惠州、海口、嘉兴、泉州、徐州、呼和

浩特、芜湖、秦皇岛。 

    从排名中可以看出，北京、上海、武汉等汇聚了全国著名学府和众多科研院所的城市在

科技实力方面独占鳌头，北京更是凭借其首都的特殊地位，发展文化、科技中心，在科技竞

争力的各分项排名中居处于领先地位。而体制较活发展较快的沿海城市则在科技成果的应用

方面具有优势。 

5、结构竞争力。结构竞争力综合排名前 10 名是北京、温州、长沙、宁波、绍兴、广州、深

圳、泉州、厦门、成都，后 10 名是南京、烟台、合肥、海口、天津、徐州、威海、芜湖、

淄博、惠州。 

    从数据可以看出，北京、昆明、成都等第三产业在当地占优的地区产业高级化程度较高。

而商品经济发达、经济增长较快的江浙和广东地区在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速度、经济体系的

灵活性以及产业集聚程度方面具有优势，说明当地以形成较强的、综合的产业竞争结构。 

6、基础设施竞争力。基础设施竞争力的前十名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厦门、

大连、秦皇岛、南京、沈阳，后十名是：中山、徐州、哈尔滨、惠州、台州、潍坊、淄博、

海口、呼和浩特、长春。 

总的来说，东部城市的基础设施状况要好于中西部地区，平原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要好

于高原和山地地区，区域的交通枢纽城市要好于周边地区。具体来说，北京、上海、广东、

深圳等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已具有相当水平，但与国际大都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7、综合区位竞争力  

区位竞争力综合排名前 10 名为上海、北京、广州、成都、天津、武汉、沈阳、南京、哈尔

滨、重庆，后 10 名为泉州、苏州、常州、厦门、芜湖、宁波、台州、温州、淄博、威海。 

各地的省会城市利用其处于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物流中心的优良条件，在区位竞争

中处于优势。但是，其它城市因地制宜，结合本地的产业发展特点和资源禀赋条件，同样能

够在区域经济竞争中脱颖而出。 

8、环境竞争力。环境竞争力最强的 10 个城市分别是：深圳、杭州、绍兴、无锡、大连、青

岛、厦门、成都、上海、北京。最差的 10 个城市则是：佛山、长春、天津、台州、武汉、

沈阳、东莞、石家庄、呼和浩特、淄博。  

总的来说，由于气候因素，南方城市的城市环境舒适度比北方城市高。东南沿海城市的

环境质量较好，中小城市的环境质量要好过大城市的环境质量，部分新兴工业城市尤其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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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纺织、制药等行业比较发达的城市环境质量相对较差。另外，某些城市的环境质量不平

衡，空气质量较好但水源质量或听觉质量较差，制约了环境质量指数的提高。而以旅游业为

主的城市一般自然环境优美度较高。 

9、文化竞争力。文化竞争力排名前 10 位的城市是：上海、温州、苏州、佛山、绍兴、重庆、

南京、深圳、南昌、南通。排名后 10 位的城市是：徐州、威海、西安、无锡、沈阳、芜湖、

宁波、昆明、扬州、淄博。 

    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也是商业价值最受

推崇、企业家精神最为浓厚、创业创新最为活跃、商业信誉和交往操守也较为规范的地区。

反映在文化竞争力指数排名中，这些地区的城市大都名列前茅。反观京津地区，由于“官本

位”等传统思想的影响，重商意识和创业精神不足，文化竞争力较弱。 

10、制度竞争力。制度竞争力方面，排在前 10 位的城市是：绍兴、宁波、上海、嘉兴、苏

州、珠海、厦门、潍坊、佛山、大连，排在后 10 位的城市是：惠州、海口、北京、沈阳、

昆明、威海、武汉、合肥、西安、淄博。  

    在这项指标中，以江浙、广东地区为代表的沿海大型和中小型城市处于领先地位，而北

京、天津、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则不再具有优势，甚至排名末尾。这反映出我国东南沿海

的中小型城市虽然规模和地位都较特大城市为弱，但是其民营经济发达，经济体制灵活，市

场化程度高，政府职能转变较彻底，社会环境宽松，从而形成了较强的制度竞争优势。 

11、政府管理竞争力  

政府管理竞争力较强的 10 个城市是：上海、深圳、厦门、杭州、青岛、北京、宁波、

南昌、佛山、大连。相对较弱的 10 个城市是：武汉、沈阳、徐州、郑州、呼和浩特、海口、

昆明、西安、合肥、淄博。 

可以看出，改革进行最早、外向性最高、经济发展最快的沿海地区也是政府对经济促进

作用发挥最充分的地区。数据表明，以上海为代表长三角地区和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地

区，在城市规划、法制建设、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中小城市在政府效率和财政

能力方面并不弱于甚至超过各地中心城市。内地城市还需大力加强政府管理制度建设，深化

政府职能改革。 

12、企业管理竞争力 

企业管理竞争力较强的前 10 个城市是：宁波、深圳、上海、厦门、东莞、长春、温州、

绍兴、佛山、杭州。较弱的 10 个城市是：海口、武汉、重庆、天津、郑州、呼和浩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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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昆明、沈阳、西安。 

在企业管理竞争力方面，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占主体的地区往往占有优势。宁波、温州、

绍兴等民营经济发达的城市和深圳、东莞等外资经济发达的城市都位于前十名当中。而后十

名当中则包括了沈阳、重庆、天津等国有经济占主体的传统的工业基地。加快国有经济的体

制改革，激发其活力，提高其经营绩效，是提升老工业城市产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 

13、开放竞争力。开放竞争力较强的前 10 个城市分别是：深圳、东莞、上海、珠海、厦门、

青岛、大连、北京、惠州、佛山。开放竞争力相对较弱的 10 个城市是：西安、扬州、昆明、

徐州、潍坊、威海、芜湖、重庆、台州、淄博。 

总体来看，沿海地区的开放竞争力明显高于内陆城市。这不仅因为沿海城市开放时间

早，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也因为沿海地区历史上对外交流频繁，崇尚开放、热衷交流

的思想较为盛行，一些城市本身就是著名侨乡。内地城市在对外开放的速度和规模上与沿海

城市还有较大差距，同时应该注意培养当地居民开放交流的思想，以适应当今经济发展国际

化趋势的需要。 

 

八、十大促进产业集群的政策建议 

 

   集群政策是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新公共政策, 鉴于产业集群的系

统缺陷和市场失灵在中国表现的尤为严重,政府应根据产业集群解释框架对照具体产业集群

的问题,制定系统的政策框架,并予以切实实施.  

鉴于中国产业集群发展中存在缺位越位和错位导致产业集群发展陷阱，需要政府中央和

地方政府予以填补和矫正。尤为紧迫的战略和政策如下: 

1、对于“政府缺位”的问题。中央政府将产业集群上升为国家经济战略.要把培育跨国

企业和培育产业集群参与国际竞争作为两个同等重要的战略加以实施.将产业集群政策上升

为国家政策,把区域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科技政策同一水平上的政策.中央政府制定

完整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战略和科学的系统的产业集群促进政策体系.城市政府将促进产业集

群作为区域经济战略和政策的中心.制定完整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战略和科学的系统的产业集

群促进政策体系. 

2、对于“乱点鸳鸯”的问题。中央政府要制定开发区的产业集群政策。加入 WTO 后，

各种不利公平竞争的优惠政策将会进一步受到限制。各类开发区、工业园、高新区未来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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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向是走向产业集群区。针对各地开发区和所谓产业集群区存在的区内企业互不相关和缺

乏联系的状况。中央和各城市制定相应政策加以矫正。地方政府要切实作好战略规划，根据

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本地的产业发展战略和相关的政策措施，避免“形象工程”。 

3、针对“抓大放小”问题，制定小企业的产业集群政策。中央政府要改善现有的产业

组织政策，因为产业组织政策大多偏向于大中型企业，而忽略小企业的发展，中央政府要积

极推进和落实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法规和相关的支持政策；地方政府要改变偏重大企业的税

收，而忽略小企业对就业、对财富的分配等的积极促进作用，积极鼓励本地小企业的发展，

积极发展针对集群的专项发展基金、成立小企业的融资担保机构，解决小企业的资本难题等。 

4、对于“条块分割”问题，必须要中央政府加快体制改革的进程，以市场机制为主导，

一方面将部委属的企业推向市场，尊重市场机制和市场运行规律，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消

除地方保护主义，打破地方壁垒，在全国形成一个生产要素、产品要素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

置资源的经济环境。同时，要积极扩大对外开放，一方面对“幼小”的新兴产业或先导产业

予以保护，另一方面，要积极鼓励产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在竞争中提高产业的应对

能力。 

5、对于“营养不良”问题，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干预，中央政府要进一步制定

和落实企业技术创新，特别是企业对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的科技投入的优惠政策，实施“绿

色 R&D”补贴的政策，既不违反 WTO 的有关规定，又切实支持企业的技术创新与技术学习。

地方政府要针对产业集群的产业特性，采取相关措施，建设产业集群的行业技术支撑平台，

支持和服务于整个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活动，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 

6、对于“拔苗助长”问题，地方政府要尊重市场规律，搞清政府的职能，政府的工作

重心在于提供公共物品，和解决市场失灵等问题，而不是直接参与市场机制可以解决的活动

中。 

7、对于“不堪重负”问题，地方政府要处理好“放水养鱼”和“杀鸡取卵”之间的关

系，要有长远的眼光，切实从企业的利益出发，减少各种摊派和乱收费行为，降低企业的负

担；同时治安环境和无欺诈的诚信体制也是地方政府必须要关注的内容，只有良好的社会秩

序和“老少无欺”的信用环境，才能吸引外部的企业前来投资，才能留驻外来的企业，才能

招揽到集群发展的各类人才。 

8、对于“缺乏根植”问题，地方政府要把外资企业的配套条件当作重要任务来抓，不

要一味强调招商，甚至是层层指标和任务，关键要通过练好“内功”来招商；同时要注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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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企业与外资对接的培育，包括产业上下游的关联、技术的引进与消化、吸收之间的关系，

国外市场开拓与本地市场培育之间的关系等。 

9、对于“重硬轻软”问题，地方政府要改变管理方式和服务方式，要把强调比低土地

成本、优惠政策等传统的竞争手段，转向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技术学习、创新环境和关联上来，

增强企业发展的可持续能力。 

10、对于“质量柠檬”问题，一方面，需要中央政府扶持支持产业的质量标准和环境标

准，规范和指导企业的行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认真落实这些规定，要维护市场竞争秩

序和市场环境，严格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维护集群的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