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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末端区域制造业转变增长方式

——以台州为例
张明龙，张琼妮
（台州学院，浙江临海３１７０００；浙江财经学院，浙江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要：目前，台州处于长三角的最南端，制造的多是高消耗、低附加值产品，处于技术链和价值链的低端，按
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必须转变制造业增长方式。要着重发展微型系统制造技术、超精密加工技术和绿色制造技
术等现代制造技术，运用信息化改造产品、装备、工艺流程和产业组织，通过发挥现有优势，分类培育，形成具有不
同特点和要求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促使制造业充分利用集聚带来的积极溢出效应，同时向技术链高端和价值链高
端挺进。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制造业；现代制造技术；信息化；制造业基地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

１０．１３亿元，人均２２５元；工业总产值６．５亿元，财

观，不断探索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新

政总收入只有１．１９亿元，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省倒

途径。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区域制造业发展，要求空

数第２位。到２００５年，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间上做到结构优化，又要求时间上做到可持续的动

１

态均衡，从而以较短时间和较小代价实现制造业快

量和财政收入超过舟山、丽水、衢州、湖州、金华和嘉

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长三角末端或外围地区与核

兴，跃居全省第５位。

２４７．４３亿元，财政总收入达１４７．４５亿元，经济总

心地区的差距。这对于指导台州制造业转变增长方

目前，台州有４８个工业产品市场占有率全国第

式，意义相当重大。台州位于长三角地区最南端，在

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长江三角洲１６个城

核心区的挤压和拉动下，由传统农业区脱胎为原生

市中位居前茅。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中国城市竞

型的新工业区，它的空间拓展与联系，与核心区具有

争力排行榜中，台州位居第３８位；在福布斯公布的

明显差别，它的制造业发展与增长方式转变也与核

中国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中，位居第１４位。

心区大不相同。本文以台州为例，探索长三角末端
区域的制造业如何转变增长方式。
１

“长三角＂末端区域台州的制造业

台州生产缝纫机的厂商就有：飞跃、中捷、宝石、
杰克等著名公司，其中飞跃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
商标。
吉利集团是我国第一家制造汽车的民营企业，

台州的资源优势并不明显，除少量沿海平原外，

经营规模列全国民营企业强第３３１位，列浙江省百

大多属于山区、半山区，可用土地相当紧缺，人均耕

强企业第２５位，吉利汽车产销量居全国第八位，已

地只有０．４亩；人均水资源１ ６５０立方米，仅及全省

跻身我国国内汽车制造企业主流格局。

的８０％；缺电严重，在用电高峰期，电力缺口在７０

台州温岭市的钱江集团是国务院批准的５２０家

万千瓦以上；至今仍是浙江大陆上唯一没有铁路的

国家重点企业之一。主导产品摩托车产量近三年连

地级市。但是，台州依靠大力发展制造业，促使经济

续位居全国同行业前二位。２００２年钱江商标被认

犹如搭上奔驰的列车飞速前行，综合实力在全省的

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排名不断前移。１

９７

８年，台州国内生产总值仅

台州天台县的浙江银轮公司现有产品有油冷
器、中冷器、模块三大系列九大类别近２ ０００个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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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玉环县的浙江双环齿轮公司专业生产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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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摩托车齿轮、螺旋伞齿轮、工程机械齿轮和电
动工具齿轮等，现已成为我国散件齿轮生产规模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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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实力最强的齿轮专业制造企业之一。

１０７

进步不断向高端延伸。目前，制造业技术链高端几

台州椒江区的星星冷柜先后荣获首批国家级免

乎被现代技术垄断，处于技术链高端的产品几乎都

检产品、全国用户满意产品全国畅销品牌金桥奖等

是由现代技术制造出来的。所以，要转变台州制造

余种荣誉称号，星星商标则荣获中国驰名商标、浙江

业增长方式，必须依据科学发展观办事，抓紧发展现

著名商标称号。

代制造技术，通过现代技术促使制造业及其产品向

台州玉环县的浙江苏泊尔炊具公司是我国最大
炊具研发、制造商。拥有国外３ ５００万个家庭用户。
主要产品为压力锅、电磁炉、电饭煲等。产品已成功

技术链高端延伸，以便降低技术链低端产品的比重，
相应提高技术链高端产品的比重。
现代制造技术，在制造范畴的内涵与外延、制造

进入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隆等国际知名大公司的全

工艺、制造系统和制造模式等方面，与传统制造技术

球采购网络。

均有重大差别。在现代制造技术视野中，制造不是

台州以海正、华海、仙药等企业为龙头的医药化

单纯把原料加工为成品的生产过程，它包括产品从

工行业，已建成抗生素抗肿瘤药物等一批全国性生

构思设计到最终退出市场的整个生命周期，涉及产

产基地，拥有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化学原料药出口基

品的构思、构思方案筛选、确定产品概念、效益分析、

地。

设计制造和鉴定样品、市场试销、正式投产，以及产

２台州制造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台州制造业生产的多是高消耗、低附加值产品，

品的售前和售后服务等环节。在现代制造技术视野
中，制造不是单纯使用机械加工方法的生产过程，它
除了机械加工方法外，还运用光电子加工方法、电子

大量产品处于技术链和价值链的低端。代表制造业

束加工方法、离子束加工方法、硅微加工方法、电化

发展方向和技术水平的装备制造业，台州的落后状

学加工方法等，往往形成光、机、电一体化的工艺流

况尤其明显，大多数装备生产企业没有核心技术和

程和加工系统。现代制造技术正在朝着自动化、智

自主知识产权。同时，台州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水平

能化、柔性化、集成化、精密化、微型化、清洁化、艺术

偏低，许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仅及美国、日本和德国

化、个性化、高效化方向发展。为了转变制造业增长

的十分之一，甚至低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

方式，促使制造业向技术链高端延伸，台州宜着重发

一差距，尤其明显地表现在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

展以下现代制造技术：

型产业上。

３．１．１

以纳米技术为基础的微型系统制造技术

遵循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必须转变台州制造业

纳米是英文ｎａｎｏｍｅｔｅｒ的译名，是一种度量单

的增长方式，不能让其继续在技术链低端延伸，不能

位，等于十亿分之一米，约相当于４５个原子串起来

继续依靠高消耗获得更多低附加值产品。要正确处

那么长。纳米技术，表现为在纳米尺度（０．１ｎｍ到

理制造业产品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把数量扩张为主

ｌＯＯｎｍ之间）内研究物质的相互作用和运动规律，

转变为质量提高为主，加快发展现代制造技术，促使

以及把它应用于实际的技术。其基本含义是在纳米

制造业更多地进入技术链高端领域，提高技术链高

尺寸范围认识和改造自然，通过直接操作和安排原

端产品在总产品中的比重．力Ⅱ快信息化改造传统产

子、分子创造新的物质。纳米技术以混沌物理、量子

业，促使传统制造业更多地进入价值链高端领域，提

力学、介观物理、分子生物学等现代科学为理论基

高价值链高端产品在总产品中的比重；加快先进制

础，以计算机技术、微电子和扫描隧道显微镜技术、

造业基础建设，促使制造业充分利用集聚带来的积

核分析技术等现代技术为操作手段，是现代科学与

极溢出效应，既向技术链高端又向价值链高端拓展。

现代技术相结合的产物。纳米技术主要包括：纳米

３

台州制造业转变增长方式的基本思路

３．Ｉ发展现代技术促使制造业向技术链高端延伸

材料学（ｎａｎ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纳米动力学（ｎａｎｏｄｙｎａｍ．
ｉｃｓ）、纳米电子学（ｎａｎ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纳米生物学
（ｎａｎｏｂｉｏｌｏｇｙ）和纳米药物学（ｎａｎｏｐｈａｒｍｉｃｓ）。就制
造技术角度来说，它主要含有纳米设计技术、纳米加

产品技术链，没有一个固化的定式，但总是由低

工技术、纳米装配技术、纳米测量技术、纳米材料技

端向高端发展。近年，它正伴随着现代制造技术的

术、纳米机械技术等。以纳米技术为基础，在纳米尺

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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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把机械技术与电子技术有机融合起来，便产生

绿色制造技术。这项技术，立足于尽量减少制造业

了微型系统制造技术。自从硅微型压力传感器，作

对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产品制造与生存环境

为第一个微型系统制造产品问世以来，相继研制成

的协调发展，在提高企业效益的同时增进社会福祉。

功微型齿轮、微型齿轮泵、微型气动涡轮及联接件、

这项技术的核心内容是：产品设计上，尽量提高可拆

硅微型静电电机、微型加速度计等一系列这方面的

卸性、可回收性和可再制造性；生产工艺和设备选用

产品。台州已在塑料行业中采用纳米技术制成纳米

上，尽量做到低物耗、低能耗、少废弃物、少污染。这

改性塑料。如果台州的机械电子、新型材料等行业，

项技术的其他内容，还包括绿色制造数据库和知识

也能根据实际需要及时采用微型系统制造技术，必

库、绿色制造过程建模、绿色制造集成技术、绿色制

将对这类制造业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造评价方法等。台州在运用绿色制造技术方面，已

３．１．２以电子束和离子束等加工为特色的超精密

作出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如利用废弃的竹木边角料、

加工技术

蒲草等制成工艺美术品，年出口额超４亿美元。今

超精密加工技术，一般表现为被加工对象的尺

后，台州宜将绿色制造技术，广泛应用于医药化工、

寸和形位精度达到零点几微米，表面粗糙度优于百

机械电子、服装鞋帽、塑料制品、果蔬罐头等制造业。

分之几微米的加工技术。它包括超精密切削、超精

３．２运用信息化促使传统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拓

密磨削、研磨和抛光、超精密微细加工等内容，主要

展

用于超精密光学零件、超精密异形零件、超精密偶件

信息化就是，通过运用信息技术，开发信息资源

和微机电产品等加工。电子束、离子束、激光束等加

和发展信息产业，不断加强信息产品在经济和社会

工技术，通常出现在超精密微细加工领域，用来制造

中作用的过程。信息化提高了知识、技术密集型产

为集成电路配套的微小型传感器、执行器等新兴微

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为制造业展示了一个发展

机电产品，以及硅光刻技术和其它微细加工技术的

的新趋向。信息化促使技术创新取得一系列突破性

生产设备、检测设备等。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超精

进展，特别是推动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催生出许多高

密加工技术，在超精密加工机床等设备、超精密加工

新技术产品和新兴工业。信息化过程的计算机集成

刀具与加工工艺、超精密加工测量和控制，以及超精

方法，可以形成高效率、柔性化的先进智能制造系

密加工所需要的恒温、隔热、洁净之类环境控制等方

统，融合多种学科的相关知识和技术，生产出体现多

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超精密加工技术投

学科交叉的新品种、小批量、个性化、高价值的集成

资大、风险高，但增值额和回报率也高得惊人。近

创新产品。特别是，运用信息技术对机械、冶金、电

来，发达国家把它作为提升国力的尖端技术竞相发

力、汽车、能源、建筑及建材、纺织、轻工、食品等国民

展，前景一派灿烂。台州在发展超精密加工技术方

经济各个领域的覆盖和渗透，可以提高传统制造业

面已取得一些成功的例子，如钱江摩托车集团通过

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增强传统制造业的产品研

引进美国超精密加工技术进行深度开发，研制出耐

制和开发能力，有利于推动传统制造业及其产品向

磨摩托车活塞，质量、性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种

价值链高端开辟新天地。运用信息化促使台州传统

活塞经历２万公里磨损测试，它的保护膜仍然光亮

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拓展，应着重做好以下几点：

如新。今后，台州的汽车、摩托车及配件、机电、电

３．２．１运用信息化改造传统产品

子、缝纫机、模具、阀门、泵类等制造业，能够更多地

在信息化发展过程，大量信息技术，如计算机、

应用超精密加工技术，它们的产品就会迅速向技术

微电子、光电子、网络与通讯、人工智能等，可以应用

链高端发展。

到传统产品的改造上，不断提高传统产品的技术含

３．１．３

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前提的省耗绿色

制造技术

量和附加值，并使传统产品向向价值链高端挺进。
就传统家电行业产品的改造来说，可以通过增添计

制造业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产生出大量废

算机系统，形成新一代智能化产品，大大改善它们的

液、废气、固体废弃物等污染，会直接影响人类的生

性能和功用。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还可以形

存环境，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需要探索

成家电远程操作系统，如人们可以将家电操作系统

符合环保要求的节能、省耗、少污染的生产方法，即

接入高速宽带网络，进行远程控制，可在外地打开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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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

控系统检查家里的财产安全状况，没到家就可以打

借助网络技术和虚拟开发环境，与其他具有较强设

开智能微波炉烧菜热饭。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品，

计和制造能力的企业组成动态联合体，迅速完成产

更是大量应用到高档耐用消费品上，如汽车中新增

品的数据交换和研制开发，使产品创新周期大大缩

加的技术装备，主要来自电子信息产品，用作自动显

短，并能更好地满足市场个性化消费需求。（２）采用

示车位，自动测速、测距、测尾气，自动驾驶，进行无

现场总线控制系统，提高工艺流程的自动化和智能

线通话，播放音乐和电视节目等。有关资料表明，电

化程度。也就是，按现场总线控制的要求，开发自动

子信息装备，在高级轿车造价中可占７０％，普通轿

控制系统和应用软件，研制符合现场总线标准的产

车一般也在３０％以上。可见，信息化是促使传统产

品，安装相应的传感器、变速器和执行器等智能化仪

品向价值链高端拓展的有效方法。台州的浙江苏泊

器仪表，尽量减少人的因素对现场控制的影响，实现

尔炊具公司，已通过增添智能操作和控制系统，形成

整个生产和管理过程的自动化。（３）采用计算机辅助

智能电饭煲等新产品，台州其他传统产业也应抓紧

设计、制造和集成技术，有机组合生产过程分散的自

运用智能化技术改造产品。

动化系统。它通过计算机制定产品设计方案，再用

３．２．２运用信息化改造传统装备

编程语言给产品的几何形状下定义，指定加工方式，

什么样的装备制造什么样的产品。高附加值的

形成产品设计、信息采集、整理、传递和加工处理的

产品往往需要高技术含量的装备来制造。信息化是

集成制造流程，并以此为基础，运用计算机及其相应

改造传统装备，提高传统装备技术含量的重要手段。

软件，把生产企业全部工艺流程所需的各种分散的

传统装备多由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

自动化系统，集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使单机、刚性制

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等技

造系统，转变为高柔性的智能制造系统，提高多品

术装备制造业提供。运用信息化加快技术装备工业

种、小批量生产流程的总体效益。（４）采用计算机资

的改造，主要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１）将数字化及

源管理系统，提高生产工艺流程中的物流效率。它

智能技术注人装备工业制成品，形成数字化产品，如

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建立起企业内外四通八达的

数控机床、自动化生产线等。（２）运用智能制造技术、

物流监控和调配系统，准确传送生产过程的物流信

柔性制造系统中故障诊断与维护系统、加工过程刀

息，使工艺流程各个环节所需的物资得到及时配置。

具切削状态在线监测系统、智能控制技术和仪器仪

同时，使生产密切跟踪市场需求变化，减少不必要的

表及装置、智能制造底层自动化基础技术等工业数

原材料库存，避免成品积压。台州运用信息化改造

字化及智能技术，支持装备产品的整个制造过程，支

工艺流程已作了不少探索，如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

持装备生产企业的全局优化运作。通过信息技术改

司，近年来，先后投资２ ０００多万元开发车间计算机

造传统装备，可以提高原有装备的技术等级，使其更

自控系统，建成国内首条拥有２ ０００立方发酵自动

好地适应生产加工智能化、柔性化、集成化和高速化

控制生产线，生产工人比原来减少近一半，大大提高

的要求，有效进行价值链高端产品的制造。台州的

了工作效率。同时，开发出计算机辅助财务管理系

浙江双环齿轮公司花２ ４００万元，从德国进口了３

统、管理信息系统、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后来，又建

台目前国际最先进的齿轮专用数控机床，使自己走

成覆盖公司外沙生产厂区的计算机主干光纤网络。

在同行业信息化改造装备的前列，也使自己成为国

如果台州其他企业都能抓紧工艺流程的信息化改

内最大、最强的散件齿轮制造商。台州其他企业应

造，将大大提高当地产品进入价值链高端的比重。

向其学习，通过装备的信息化改造使自己变强变大。

３．２．４运用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组织

３．２．３运用信息化改造传统工艺流程

传统制造业要挺进价值链高端领域，除了改造

产品的附加值高低，不仅取决于装备的性质，而

产品、装备和工艺流程外，还必须改造自己原有的产

且取决于工艺流程的性质。价值链高端产品一般需

业组织。价值链高端产品通常要求产业组织走向现

要先进的工艺流程来组织生产。信息化是改造传统

代化。信息化是把传统产业组织改造成现代产业组

工艺流程，提高其先进性的有效措施。运用信息化

织的基本途径。传统产业组织，在相对稳定的市场

改造传统工艺流程的内容很多，其中主要有：（１）采用

竞争中形成。产业与产业之间，产业内部各企业之

网络制造、虚拟制造方法，改变原有的设计流程。它

间存在截然分明的组织界限，企业与市场之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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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然分明的功能边界，企业内部上下级之间存在截

深入探索制造业集群带来的溢出效应，充分利用积

然分明的层级差别，实行自上而下的纵向分级管理

极溢出，及时消除消极溢出，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需

制度。这种严格的产业组织体系，有利于企业完成

要，也是加快实现制造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特定生产任务，但不利于企业紧跟需求变化作出灵

台州制造业的种类很多，它们在产品、技术、工艺、装

敏反映，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运用信息

备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别，不可能在同一平面上发展。

化改造传统产业组织，主要是通过计算机集成制造

因此，台州在建设全国性制造业基地的过程中，必须

系统，把不同产业、不同企业的产品研究、开发、设

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现有的优势，加以分类培育，形成

计、制造，与企业内部的纵向管理控制机制，纳入网

具有不同特点和要求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络化的计算机控制一体化制造系统中。同时，还可

３．３．Ｉ技术优先型制造业基地

以把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与企业集成、虚拟企业、

台州一些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

柔性制造系统、计算机辅助后勤系统等共同组合成

技术含量高，现有装备条件好，或已列入省级规划纲

企业的自动化系统，并与Ｉｎｔｅｍｅｔ相连接，成为全球

要重点培育的制造业产品生产，应该有敢为天下先

生产和服务系统的组成部分。如果台州企业能够运

的意识和勇气，立足求实，重在创新，瞄准世界科技

用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组织，就可以填平传统产业

发展的前沿，通过技术引进或加强研究开发，充分发

组织形成的各种鸿沟，使台州不同产业之间、不同企

挥后发优势，以适度跳跃的方式实现产业层次跨越，

业之间、企业与市场之间，均由网络连为一体。就台

直接以较高层次为起点，培育和发展成技术国内领

州各企业内部来说，从总经理、部门经理、车间主管、

先乃至世界领先的制造业基地。

技术人员、一线操作工到销售人员，也都由网络联系

３．３．２优质高产型制造业基地

在一起，他们尽管所在岗位不同，但可以通过网络相

企业集群规模大、实力强，科研力量雄厚，能够

互沟通，彼此协调，不仅有利于提高经营管理效率，

抢占世界市场制高点，拥有多种高利润率、高成长率

也可以大大增强市场应变能力，从而有力地保证台

和高市场占有率的产品，应发展成产品质量优而数

州的传统制造业挺进价值链高端领域。

量大的制造业基地。如台州的化学原料药可朝这个

３．３通过基地建设促使制造业同时向技术链和价

方向培育。台州有海正、仙药、华海、东港、中贝、双

值链高端发展

鸽、海翔、永宁和联化等知名医药化工企业，已建成

建设制造业基地，可以推进企业集聚，壮大制造

抗生素抗肿瘤药物、激素及计生药物、头孢类药物等

业集群，有利于主导产业的培育。建设制造业基地，

一批全国性生产基地，拥有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化学

可以推进生产要素或资源的有机结合，增强制造业

原料药出口基地。特别是，阿霉素制剂抗肿瘤药、卡

之间的内聚力和关联性，产生同向合力的乘数功能，

托普利原料等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市场占

降低制造业整体生产费用。建设制造业基地，可以

有率又位列全国第一。所以，这类产品应建成优质

通过经济活动数量上的空间扩张，促使区域内企业

高产型制造业基地，做到质优量大。

数目增多和企业规模扩大，减少单位产品需要分摊

３．３．３产量优先型制造业基地

的固定成本。也就是，建设制造业基地，可以使企业

台州有些制造业，生产规模大，营销能力强，产

ｏｆ

品占有较大市场份额，但研发能力与世界先进水平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本质上是一种外部经济，主要来自企

相比差距大，很难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新

业在相互接触和接近时产生的积极溢出效应。积极

产品开发多采用模仿式改进方法，一时很难到达科

溢出效应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它既可促使

技前沿。它们应以先进适用技术或市场适用技术为

制造业向技术链高端延伸，也可促使制造业向价值

主，通过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创

链高端拓展。

造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促使产品拥有并保持高

获得节约费用的集聚经济。集聚经济（Ｅｃｏｎｏｍｙ

目前，台州制造业由于聚集程度偏低，空间配置

市场占有率和高销售成长率。这些产品，应在巩固

分散，布局不很合理，溢出效益损失严重，不符科学

国内市场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国际市场，努力建设出

发展观的要求，不利于制造业利用溢出效应向技术

产销量国内乃至世界名列前茅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链和价值链高端推进。因此，通过建设制造业基地，

３．３．４特色高产型制造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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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有些制造业，利用当地丰富的土特产资源

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可以大大提高当地在国内外的

组织生产，产品富有地方传统特色，优质名牌产品

知名度。这类产品制作得越精致，价值和影响力就

多。而且，生产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许多传统产

越大。所以，相应地，生产它们的制造业，必须按照

地，几乎家家户户都能从事这类产品的资源培育和

特色精品型的要求来发展。

制作加工，因此，产量也可以做得很大。例如，台州

黄岩的黄罐集团，利用当地著名的黄岩桔作加工原
料，发展为世界最大的桔子罐头生产企业，出口量占

参考文献

全球的三分之一，全国的二分之一。台州的工艺美

［１］路甬祥．２１世纪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Ｊ］．机
械工程师，２００５．

术企业，利用当地丰富的竹木、蒲草等资源，依靠特
有的加工技艺，制造出许多新奇、独特的工艺美术

［２］

品，誉满全球，年出口额超４亿美元，是东南亚最大
的圣诞工艺礼品出口生产基地之一。台州这类制造

业，应努力使特有的生产技术和工艺，在继承传统的
基础上，有较大创新和提高，逐步建成国内外闻名的

［３］

与经济管理，２００３．

［５］张明龙．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的新视角［Ｊ］．天府新
论，２００３，（５）．
［６］张明龙．制造业链式化转移探索［Ｊ］．工业技术经济，

台州有些特色产品，如翻簧竹雕、玻璃雕刻等工
艺品，生产技艺世代相传，日趋精细、高超，渐渐形成

杜晓君．制造业的国际转移规律和趋势［Ｊ］．经济理论

［４］刘再兴．工业地理学［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

特色高产型先进制造业基地。
３．３．５特色精品型制造业基地

徐匡迪．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与面临的挑战［Ｊ］．中国发

展高层论坛，２００５，年会专号：１４．

２００６，（５）．
［７］

Ｈ．Ｔ．Ｐａｔｒｉｃｋ，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许多富有地方特色的独创之处。这些产品的内质、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外形、艺术魅力等，很大程度上依靠手工操作的技

ｍｅｎｔ

巧，体现创作人员的独特风格。它们有的巧夺天工，

极其精致，被作为宝物收藏。它们的生产，由于受到
高水平制作人员数量的限制，产量不可能很大，但其

［８］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１９９６．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Ｐｏｒｔｅｒ．Ｌｏｃａｔｉ０１１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ｏｃ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ｉｎ
ｃｏｎｏｍｌ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Ｊ］．Ｅ·

Ｑｕａｔｅｒｌｙ，２０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