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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业的空间集聚是经济活动最突出的地理特征 , 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现象。产业集聚

一直是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 , 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 , 产业集聚成为经济学和地理学的热点课题。本文重点回顾了产业区位论、新产业区理论

以及新经济地理理论等对产业集聚的理论阐述。并从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和产业集聚效应两个

方面综述了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 , 突出了要素禀赋、外部性、规模经济等在产

业集聚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 并指出了产业集聚形成后对产业区位、产业增长以及区域经济增

长产生的影响。最后对国内产业集聚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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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产业的空间集聚是经济活动最突出的地理特征[1], 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现象。早在 20

世纪初期, 人们就注意到美国的大部分制造业集中在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少数地区; 今天 , 美

国的高科技公司主要集中在硅谷, 广告业集中在纽约麦迪森大道 , 金融业集中在华尔街; 日

本的大公司总部绝大部分集中在东京和大阪。我国改革开放 20 多年以来, 经济活动特别是

制造业逐渐向东部沿海等地区集中, 产业集聚现象不仅在数量上日益增加, 而且还呈现出新

的特征。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形成的以中小企业集聚为主体, 以专业化协作为纽带的产业集

聚, 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2]。

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特别是产业集聚一直是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学

科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一般认为第一个对产业集聚进行直接研究的是英国经济学家马歇

尔, 他从外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角度阐述了产业集聚的经济动因[3]。从此 , 经济学者和经济

地理学者就对产业集聚理论进行了不懈的探索。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克鲁格曼应用

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路径依赖以及累积因果关系等解释产业集聚[4~6], 波特从创新和

竞争力角度对产业集聚展开研究[7], 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和政府的极大关注 , 此后产业集聚

逐渐成为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本文的目的是综述近年来产业集聚的研究进展。首先, 本文跟踪了产业集聚的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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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发展, 重点回顾了产业区位论、新产业区理论以及新经济地理理论等对产业集聚的理论

阐述。然后, 重点从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和产业集聚效应两个方面综述了近年来国内外有关

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 突出了要素禀赋、外部性、规模经济、市场需求联系等在产业集聚形成

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并指出了产业集聚形成后对产业区位、产业增长和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

影响。最后对国内产业集聚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 并指出其不足之处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2 产业集聚的理论发展

一些地理学者很早就观察到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现象, 并从不同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

了研究, 形成了很多地理学、经济学中的经典理论。其中, 马歇尔关于产业区的论述和古典区

位论是产业集聚理论的古典基石[8]。

早在一百多年前, 马歇尔就已关注了具有分工性质的工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现象, 他将

这一“特定地区”叫做“产业区”, 并从外部经济与规模经济角度阐述了产业集聚的经济动因。

他提出了产业空间集聚的 3 个产生原因: ①集聚能够促进专业化投入和服务的发展; ②集聚

能够为具有专业化技能的工人提供集中的市场; ③集聚使得公司能够从技术溢出中获益[3]。

马歇尔的外部经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产业集聚的原因, 但并没有阐明这种外部经济

的最初来源何在, 他只论述了集中生产的优势, 而没有描述可能导致集中的过程。

产业集聚实际上是企业区位选择的宏观表现, 因此区位论是解释产业集聚的重要理论

依据。韦伯从生产成本出发, 以微观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对工业企业在一定地区聚集进行了

深入研究, 并首次提出了集聚经济的概念。他认为, 一个工厂规模的增大能给工厂带来利益

或者节约成本, 而若干个工厂集聚在一个地点能给各个工厂带来更多的收益或者节省更多

的成本, 因此工厂有集聚的愿望[9]。韦伯还用等费用曲线作为分析工具对产业集聚作了定量

的研究, 阐明了企业是否互相靠近取决于集聚带来的好处与偏离原料和劳动力成本最低点

所增加的费用的对比。廖什则将市场需求作为产业区位的决定性因素[10]。霍特林发现寡头企

业为了占有最大市场, 实现利润最大化, 将集中在一个区位[11]。

胡佛将集聚经济视为产业区位的一个变量, 并把企业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定义为某产

业在特定地区集聚体的规模所产生的经济[12]。他认为产业集聚区域是一种规模经济区, 并将

规模经济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 即单个区位单位( 工厂、商店) 的规模经济、单个公司( 联合企

业体) 的规模经济以及某个产业在一定区位的集聚整体的规模经济。他还认为产业集聚存在

一个最佳规模, 对任何一个产业而言, 在一定区位上集聚的企业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继马歇尔、韦伯、胡佛之后, 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进展较慢,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新产

业区研究的兴起。1977 年, 意大利的社会学者巴格纳斯科对意大利东北部地区的特点进行

了研究, 首次提出了新产业区的概念[13]。他认为产业区的经济特点是劳动分工中的外部性,

产业区内企业间的互动是由社会文化支持的。新产业区学派的研究发现, 这些被称之为新产

业区的产业集聚区域都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企业间具有良好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关系、企

业之间形成了基于竞争与合作的网络组织的产业活动的聚集体, 这种集聚区域具有良好的

区域创新环境, 从而产生一种内生力, 推动集聚区域经济增长[14]。

20 世纪 90 年代波特和克鲁格曼对产业集聚的杰出研究, 改变了产业集聚理论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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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处于边缘的状态, 使产业集聚的研究再次回到主流经济学的视野, 并引发了各学科研究

产业集聚的热潮。

波特从竞争优势出发来分析集群式的产业集聚现象, 在竞争优势理论的分析框架下, 重

构了有关产业集聚的新竞争经济理论[15]。他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菱形构架”理论来分析国家

竞争优势, 认为企业集群可以使产业获得国家竞争优势。波特指出, 地理集聚的发生是由于

地理接近性可以使集聚的生产率和创新利益进一步放大, 它有助于交易费用的降低、信息的

创造和传播、地方机构的发展以满足集聚的特殊要求, 并感知、承受来自同行的竞争压力。他

认为, 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成功的产业, 其企业在地理上呈现集中的趋势。

克鲁格曼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 在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

茨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 认为产业集聚是由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流

动通过市场传导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4~6]。规模报酬递增促使单个生产者集中他们的生产活

动; 运费因素使其愿意布局在较大的市场周围; 要素流动意味着生产者迁往一个地方后会使

相关的市场规模增大, 从而使得该地更具吸引力。他以制造业为例, 通过严密的数学论证, 证

实了集聚带来的“中心———外围”的区域经济增长格局的客观存在。他认为密切的经济联系

而不是比较优势导致产业集聚, 并且技术外溢是集聚的次要因素, 因为低技术产业也能形成

集聚。克鲁格曼将最初的产业集聚归于一种历史的偶然, 初始的优势因“路径依赖”而被放

大, 从而产生“锁定”效应, 所以集聚的产业和集聚的区位都具有“历史依赖”性。

3 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

3.1 要素禀赋条件

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及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 产业的区位选择由自然资源、地理位置、

气候等外生变量决定, 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分散或者集中取决于外生变量在空间上分布的

分散或集中程度[16]。要素禀赋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或限制了本地产业发展的可能, 在产业

集聚的形成过程中, 起到了一个基础性的作用, 可以成为引发产业集聚的一个重要诱因。

Ellison 和 Glaeser 分析了 1987 年美国的两位数、三位数和四位数产业在州、县等空间单

元的集聚程度, 发现几乎所有的产业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集聚态势, 而且显然与自然优势相

关[17]。Brülhart 和 Trionfètti 对欧洲的研究发现, 要素禀赋对欧洲的经济地理、工业布局影响很

大[18]。张同升等利用 1980~2000 年中国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数据, 对中国制造业省区间分布

的集中和分散情况进行研究发现, 在省区间分布集中的 9 个行业中, 有 5 个属于资源密集型

产业, 而且这些产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在各省间的分布极不平衡[19]。

要素禀赋对产业集聚存在着一定的影响, 被称为“第一性先天优势”( First Nature Advan-

tages) 。但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 要素禀赋并非是决定某一产业布局的关键因素, 在

经济全球化及一体化的进程中, 产业集聚的出现并不一定以要素禀赋为导向,“第二性后天

优势”( Second Nature Advantages) 越来越受到重视, 比如外部性、规模经济、市场需求等。

3.2 外部性

马歇尔认为, 产业集聚的形成,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集聚所产生的外部性 , 并将外部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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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三个层次, 即中间投入品共享、劳动力共享和知识溢出[3]。前两种外部性后来被称为金钱

外部性[20], 其特征是在降低本企业成本的同时并没有减少其他企业的效率; 最后一种外部性

被称为技术外部性, 其特征是每个公司都不能排他地完全拥有自己生产的技术和知识。克鲁

格曼也强调产业集聚源于外部性, 但他认为, 在马歇尔的外部性中 , 前两者对产业集聚的形

成和扩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对技术外部性不以为然, 他所称的收益递增主要是由外部性

中的金钱外部性所致, 他承认技术外溢的存在, 但不认为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亨特森则认

为外部性可以分为两个层面[21], 一是行业内的外部性, 也叫 MAR 外部性, 这种外部性表现为

行业层面的外部性并进而导致产业集聚; 二是行业间的外部性 , 也叫 Jacobs 外部性[22], 这种

外部性指不同行业之间的企业位于同一区位所产生的外部性, 强调行业间的外部性导致产

业集聚。

Wallsten 运用地理信息系统与企业数据探讨了集聚与知识外溢后发现, 小企业近距离

集聚会获得知识外溢或其它投入回报[23]。Rosenthal 和 Strange 对美国 400 多个制造业部门的

研究表明劳动力市场效应、中间投入和运输成本是制造业在州际空间单元集中的主要动力,

而知识溢出效应仅是制造业产业在更小空间范围内集中的原因之一[24]。Ciccone 和 Hall 研究

发现, 区域之间的知识扩散的确存在, 但是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弱 , 因而说明了地理接

近的重要性[25]。金祥荣和朱希伟分析了我国温州鞋业、宁波服装、永康五金等专业化产业区

的演化, 他指出推动专业化产业区发展壮大的主要动力是分工、报酬递增和外部性 , 并通过

产业之间的互补替代关系对外部性的作用进行了描述和分析[26]。

3.3 规模经济

马歇尔将规模经济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内部规模经济是指随着企业自

身内部规模的扩大, 企业成本减少, 效率提高; 外部规模经济又分两种情况: 本地化经济和城

市化经济。本地化经济是行业层面的规模经济, 指在企业投入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 行业

规模的扩大导致单个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而城市化经济是行业间的规模经济, 指在企业投

入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 由于城市整体规模的扩大使得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城市化经济

和本地化经济被认为是集聚效应的两种形式[27]。克鲁格曼认为, 外部性的本质是规模经济。

在他的二区域模型中, 产业集聚与规模经济程度成正比, 产业集聚的动力就是规模经济[6]。

Sweeney 和 Feser 以美国北卡罗莱纳州为例, 研究了企业规模及其集聚趋势后发现, 企

业规模和集聚的关系具有倒“U”型特征, 即集聚增加到某一规模门槛后, 然后再一次降低[28]。

Kim 对美国 1860~1987 年之中的 5 个样本年份、20 个行业进行了考察, 分析了美国 100 多

年以来制造业的区域结构变化 , 并测度了两个外生变量 , 一是规模经济(用平均厂商规模来

表示), 二是资源密集度(用产品增值中的原材料成本比重表示), 他发现,这两个变量对工业

布局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29]。Amiti 对 1967~1989 年欧盟 5 个成员国 65 个行业进行了研

究, 对区位基尼系数与规模经济(用平均厂商规模来表示)、中间产品密集度(用周转速度、产

品增值度来测算)以及要素密集度(用劳动力成本与平均值的差距来表示)进行回归 , 发现规

模经济和中间产品密集度与地理集中度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而要素密集度则没有[30]。

3.4 市场需求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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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贸易理论提出“源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假设, 认为企业会选择定位在有大量

需求的地方。克鲁格曼认为源市场效应是产业集聚演进中向心力的重要来源, 他指出, 大的

市场更容易吸引企业进入该区域 , 这又促进了该地区市场的扩大 , 进而增强产业的集聚[6]。

也就是说, 企业偏好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 而市场的扩大与地区企业数量相关。

Davis 和 Weinstein 发表了不少相关文章, 用严谨的计量分析来检验基于收益递增假设

上的源市场需求效应[31,32]。他们的研究发现, 在没有运输成本的新古典模型中, 工业区位完全

由要素禀赋决定, 且与需求空间分布无关, 因此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相关度为零。而在存在运

输成本的新古典模型中, 某个地区对某种产品的大量需求会吸引该产品在当地生产, 因此生

产与需求正相关。他们还运用日本 40 个地区 19 个产业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 发现源市场

效应是日本产业空间集聚的重要决定因素。

3.5 运输成本

不同学者均强调运输成本在产业集聚中的重要性, 认为集聚与扩散取决于规模经济与

运输成本的权衡。克鲁格曼仅仅考虑到工业品在中心与外围之间运输的成本, 中心地企业之

间的运输成本是被忽略不计的[4]。亨特森更多考虑的是城市内的交通运输成本[33]。而藤田昌

久对运输成本进行了更加广义的界定, 包括“所有因距离所引起的障碍, 如运输费用本身、关

税及贸易的非税壁垒、不同的生产标准、交通困难和文化差异”[34]。他通过模型指出, 当运输

成本上升时, 城市规模减少, 产业集聚程度减弱; 当运输成本下降时 , 城市规模增加 , 产业集

聚程度增强。

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减小了企业的交易成本, 增强了要素流动性, 降低了广义上的

运输成本, 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产业集聚的形成。Hanson 研究了墨西哥在贸易自由化前后

的区域就业增长情况, 发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吸引了企业逐渐向美国和墨西哥边境集聚, 认

为贸易成本的降低增加了产业集聚且有转移集聚中心的效果[35]。Venables 等证明在区域一

体化过程中, 贸易成本降低, 一些产业可能发生集聚, 但另一些产业可能因为要素价格的差

异而分散[36]。

3.6 其他非经济因素

新经济地理学非常强调历史的偶然对经济地理形态的影响, 认为最初的产业集聚得益

于一种历史的偶然, 初始的优势因“路径依赖”而被放大, 从而产生“锁定”效应[4]。金祥荣等

通过对温州鹿城鞋类产业集聚、宁波服装产业集聚和永康五金机械产业集聚的研究指出了

历史的重要性, 他们认为历史在产业集聚所需的特定性要素的内生融化和累积过程中扮演

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他们同时也指出, 不管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本身, 解释力度是值得

怀疑的, 有些地方的产业集聚的确有着深厚的根基, 而有些地方的产业集聚却并没有什么历

史渊源, 如福建晋江鞋业的集聚总共不过 20 多年的历史[26]。

目前, 对产业集聚日益增加的关注领域是经济活动的社会和制度植根性。植根性是经济

社会学概念, 它的含义是经济行为深深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8]。Patchell 强调生产体系的重要

性, 认为生产体系不仅仅是商品和服务的固定流动, 而且是基于学习的动态体系[37]。Storper

认为地方化规则、制度和习俗是支持生产体系的地理集中的关键因素[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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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业集聚效应研究

4.1 产业集聚与产业区位

产业集聚一旦形成, 就会吸引更多的相关产业或者同类产业企业在集聚区域布局, 因为

新进企业在此布局能获得专业化的中间产品和服务等集聚经济效益, 集聚经济成为企业区

位决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贺灿飞和魏后凯采用中国地级以上的 207 个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资料, 用计量模型方

法探讨了信息成本和集聚经济对中国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

决策是对信息成本和集聚经济的理性反映, 分析结果表明,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取

决于信息成本和集聚经济变量[39~41]。Smith 和 Florida 对与汽车有关的日本制造业在美国的投

资区位的研究表明, 日本的制造业公司除了更喜欢定位在具有密切联系的其他日本公司外,

这些公司似乎更倾向于选择具有巨大的人口、高的制造业密度以及高工资的区位[42]。Head

等研究了日本自 1980 年以来在美国建立的 751 家制造业工厂区位, 发现产业水平上的集聚

利益在区位决策中起重要作用[43]。Guimaraer 等对在葡萄牙的外国直接投资进行的实证研究

也表明集聚经济是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44]。贺灿飞和刘洋采用 1999～

2004 年北京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流资料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引入产业地理集聚系数、

产业联系等变量来研究影响外资产业分布的因素, 统计分析表明 , 在空间上比较集聚、产业

内联系较强的产业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45]。

4.2 产业集聚与产业增长

产业集聚能够使企业更有效率地获得配套的产品和专业化服务, 共享劳动力市场, 及时

得到本行业竞争所需要的信息, 这些都使集聚区域内的企业能以更高的生产率来生产产品

或提供服务, 此外, 集聚还能推动企业创新, 为将来的生产率提高做准备。同时, 集聚能够强

化同一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竞争, 生产效率低的企业将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逐步淘汰,

通过这样一个市场选择的过程, 整个产业的生产率将会得到提高, 从而能够促进产业增长。

Baptista 通过实证研究, 发现处于集聚内部的企业比外部孤立的企业更具创新能力[46]。

Beaudry 和 Swann 研究了产业集聚的强度影响产业集聚区域内企业绩效的途径 , 用雇员数

量作为衡量产业集聚强度的指标, 对英国几十个产业进行实证分析表明, 在不同的产业存在

着产业集聚正效应和负效应, 在计算机、汽车、航空和通讯设备制造业存在非常强的集群正

效应[47]。Ciccone 以五个欧洲国家为例研究了就业密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得出了经济活

动的空间集聚促进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结论[48]。

4.3 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

产业集聚有非常强的积聚能力, 它对区域外的资本、技术以及劳动力等经济资源有着较

强的吸引力, 集聚能促进区域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土地要素等供给质量和数量的提高, 能

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转换, 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同时, 产业集聚导致的人口集中和

工资的提高能扩大市场需求, 也能促进出口, 从而拉动区域经济增长。

陆大道先生在“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之上, 提出了“点—轴系统”理论, 为国家与区域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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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我国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认为在国家和

区域发展过程中, 大部分社会经济要素在“点”上集聚, 并由线状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而形成

“轴”, 产业首先在最优区位集聚, 逐渐成长发展并不断向外扩散 , 空间聚集和空间扩散导致

“点- 轴系统”空间结构的形成[49, 50]。佩鲁的增长极理论通过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

究, 探讨了非均衡增长战略, 强调推进型产业发展的重要性[8]。

Martin 和 Ottaviano 建立了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空间集聚间的自我强化模型, 证明了区

域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由于降低了创新成本, 从而刺激了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 , 新企业倾向

于选择该区域, 经济增长又进一步推动了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 从而验证了著名的“循环与

累积因果理论”[51]。Fan 和 Scott 通过对东亚和中国的产业集聚的研究, 也发现产业集聚与经

济增长之间具有很强的双向促进关系[52]。Crafts 和 Venables 探讨了地理集聚对经济绩效、规

模和区位的重要作用, 认为不能忽视地理集聚在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53]。Keller 最近的

研究表明, 随着科技的发展, 技术的扩散越来越全球化, 但是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属于

地方的, 而不是全球的[54]。技术溢出局限于本地这一个事实在理论上能够导致经济活动的空

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Walz 认为, 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规模收益递

增的生产和创新产品的区域性集中, 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

持续的生产率提高[55]。

5 我国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

与国外产业集聚研究相比, 我国产业集聚研究起步较晚 ,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 ,

我国学者才对产业集聚现象进行系统性研究。这与我国经济发展情况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以

前, 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 而且政府实行的是均衡生产力布局原则, 产业集聚现象较少。改革

开放以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 市场的作用逐渐增强 , 市场竞争日

益激烈, 要素流动性增强, 许多产业在市场的引导下, 遵循产业本身的发展规律, 寻找最佳的

区位, 形成了区域集聚的现象, 并在集聚的过程中竞争力得以迅速提升。随着国内产业集聚

越来越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产业集聚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地方产业集群研究是近一段时间国内产业集聚研究的热点。王缉慈等在全球化和信息

技术革命的背景下, 通过地理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的视角综述了企业集群的

相关理论, 着重评价了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新产业区理论, 并在剖析国内外典型的高技术产业

集群和一些传统产业集群的基础上, 强调营造区域创新环境是强化竞争优势、增强国力的关

键[8]。朱华晟等以东莞电子信息产业群为例, 认为在新时期的产业集群内 , 影响企业地方联

系的主要因素有产业因素、企业因素、地方因素以及心理因素[56]。童昕等对我国个人计算机

相关产业集群的空间演变进行了实证研究[57~59]。徐康宁研究了开放经济中的产业集群的竞

争力, 认为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的一种内在规律,较高程度的开放状态是产业集群的有利条

件和环境基础, 在开放经济的环境中, 产业集群可以发展得更快[60]。仇保兴在综合许多学者

看法后对小企业集群进行了定义并解释了小企业群集形成的机理, 并认为小企业群集的形

成源于小企业为谋求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所结成的“结盟”[61]。

近几年来, 国内出现了对我国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定量的实证研究, 贺灿飞和刘洋对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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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好的总结[62]。梁琦以空间经济学为理论分析框架, 系统实证分析了中国制造业产业集聚

现象, 从基本因素、市场因素和知识溢出三个层面考察了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 , 具体包括运

输成本、收益递增、外部性、地方市场需求、产品差异化、市场关联度和贸易成本等[63]。朱英明

构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概念性模型, 据此分析了产业集聚的区域效应 , 以长江三角洲为例 ,

定量分析了发达地区外商投资企业空间集聚与地区增长的关系 [64]。贺灿飞和谢秀珍利用

1980～2003 年我国各省区两位数制造业数据, 发现我国制造业在空间上越来越集中, 经济全

球化、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等是导致产业空间集中的原因, 经济地理模型中强调的外部经济

并没有促进产业地理集中, 而激烈的产业内市场竞争则推动了产业的空间分散[65]。罗勇和曹

丽莉利用 Ellision 和 Glaeser 建立的产业地理集中指数和自定义的五省市集中度对我国 20

个制造行业在 1993、1997、2002、2003 年的集聚程度进行了精确测定 , 结果表明 , 1993～1997

年集聚程度有所下降, 1997～2002～2003 年集聚程度呈增长趋势, 集聚程度的提高是主要的

变动方向和发展趋势[66]。路江涌和陶志刚利用 Ellison 和 Glaeser 衡量行业区域聚集和共同

聚集的指标体系 , 考察了我国制造业的区域聚集程度在 1998～2003 年间的发展趋势 , 并进

行了国际比较, 发现中国的行业区域聚集程度仍处在一个上升阶段, 无论就行业区域聚集程

度还是行业区域共同聚集程度而言, 我国目前仍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近期水平[67]。

国内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为解释产业集聚尤其是企业集群现象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

我国产业集聚现象出现较晚, 目前国内关于产业集聚理论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首先, 大

多数研究局限于区域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领域, 而基于一般区位均衡理论, 对规模经济

和不完全竞争结构进行探讨的却不多, 还没有从理论上阐述市场化、全球化、要素流动等新

现象对我国产业集聚的影响。其次, 单一的静态分析导致在研究中倾向于分析具体区域的产

业集聚现象, 采用的是描述性的实证分析方法, 而没有将其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层面来探究 ,

缺乏定量的对我国产业集聚现状、变化以及特征的实证分析, 其现实指导意义并不强。最后,

对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还缺乏系统研究, 一般认为, 产业集聚能提升产业或区域

的竞争力, 有利于吸引外资和促进出口, 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 但是这些观点并没有被实

证研究所证明, 在探讨集群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时, 也只关注集群正的“外部经济性”, 很

少关注集群负的“外部经济性”。因此, 随着产业集聚的不断发展, 产业集聚理论的很多方面

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6 结论

世界产业组织的基本特征之一, 是相似或相关的产业在相同的区位集聚, 并变得日益相

互依赖。产业集聚实际上是企业微观区位选择的宏观表现, 因此对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影

响因素的研究将深化产业区位理论。产业集聚也是区域产业空间组织的一种形式, 它有利于

降低市场风险和交易成本, 有利于推动创新和竞争, 能增强产业竞争力 , 也与产业增长和区

域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因此对产业集聚效应的研究也能扩展区域空间组织理论和区域经济

发展理论。当前, 积极培育产业集群, 推动产业空间集聚已经成为许多地方政府吸引境外投

资, 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经济发展政策, 产业集聚研究将为这些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和实证

依据,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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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理论和实证等方面综述了有关产业集聚研究的最新进展。早在一百多年前, 马歇

尔就提出了产业集聚的三个原因, 即中间投入和服务共享、劳动力共享以及知识外溢。古典

和新古典区位理论从成本最小化出发, 强调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和市场需求等对产业布局

和产业集聚的影响。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要素禀赋的作用, 新产业区理论强调弹性专精、创

新网络等概念, 新经济地理理论等突出规模收益递增、市场需求联系效应以及循环累积机制

的作用。大量的实证研究则从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和产业集聚效应两个方面验证和发展了

相关理论, 确认了要素禀赋、外部性、规模经济、市场需求联系、运输成本以及其他非经济因

素等在产业集聚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并分析了产业集聚形成后对产业区位、产业增长和

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

本文得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陆大道院士的精心指导, 深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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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Industr ial Agglomeration Research

ZHANG Hua1, 2, LIANG Jinshe3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China;

2. Graduate School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39,China;

3. School of Geogra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geographical clustering of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s and establishments is per-

vasive. Companies and plants are not distributed uniformly in space, but rather agglomerate in

some places.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has been a popular economic phenomenon all over the

world and has been paid a lot of attentions to by scholars and government’s officials.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s one of the main issues of economic geography, regional economics and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In this paper, the progress of theories and empirical studies in industrial ag-

glomeration research is reviewed. Marshall has pointed at three types of externalities: labor pool-

ing, intermediate inputs and knowledge spillovers. Classical and neoclassical location theories

emphasize the role of transportation costs, labor costs and demands in promoting industrial ag-

glomeration. Neoclassical trade theories stress technology or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compara-

tive advantages. In new economic geography models, the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s

driven by the interaction of transportation costs and scale economies. Empirical studies on in-

dustrial agglomeration confirm that a variety of significant variables, including factor endow-

ments, external economies, scale economies, transportation costs, market demands and other

non- economic factors, influence the formation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Key words: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gglomeration effect; externality; scale 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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