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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城市扩张与文化融合的城市化策略
祁晓红
(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5)
摘摇 要: 现代有竞争力的城市都是产业集群和城市文化高度融合的城市,所以城市的发展也是产业集群的培
育和新文化的形成的动态的综合性过程。 要想建设一个立意新、功能专、起点高、理念超前的城市,必然要实行科
学策划和统一的开发。 中国目前处在一个城市化的加速期,大中城市的扩张日渐成为中国城市化低成本推进的首
选,该本文立足中国现实,探索由产业集群、城市扩张和文化高度融合的城市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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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

产系统。 在系统中,每个企业都因与其它关联企业

象,即某个领域内相互关联( 互补、竞争) 的企业与

接近而改善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并从中受益,系统

机构在一定的地域内集中连片,形成上、中、下游结

的总体功能大于各个组成部分功能之和。

构完整、外围支持产业体系健全、具有灵活机动等特
性的有机集成的生产和交易体系。 产业集群已日渐

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表明:产业集群是经济优势
和城市经济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

成为国家或城市经济发展和提升国家或城市竞争力

第一,产业集群形成区域经济、城市经济的特色

的关键。 美国的硅谷集聚了微电子、生物技术、风险

竞争力。 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中,生产要素、需求条

资本,形成了微电子产业集群。 底特律集聚了汽车

件、相关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发展、企业战略、结构和

设备与零部件,形成了汽车产业集群。 许多发达国

竞争态势演化和升级,从而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人力

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产业也都具有类似的特点和发

资源、技术、设备、知识、资本、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

展轨迹。

形成良好的产业配套和竞争环境,涌现具有极强竞

1摇 产业集群是城市经济竞争优势的重要源

争能力的各类企业,成为区域经济、城市经济的支柱

泉

产业。 在中国,正在形成一些以产业集群为特征的
区域和城市,例如,以金融业为龙头的上海,小商品

1. 1摇 城市的竞争力在于培育产业集群

城市综合竞争力是指一个城市通过市场化方式

占有、配置和利用生产要素和经济资源的能力,集中
体现为城市集群和扩散功能的强弱,它是城市的生
产能力、生活质量及其对外影响能力强弱的综合反
映。 产业集群强调发挥区域各种资源要素的整合能
力,追求适合于区域具体特征的区域发展道路,运用
集成优势将那些在生产或分配上有着密切联系,或
是在产业布局上有着共同指向的产业,按一定比例
布局在某个拥有特定优势的区域,形成一个地区生

贸易集群的义乌等城市。
第二,产业集群的集群和辐射功能强化城市和
区域的吸引力、影响力,加快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的
国际化步伐,促进资源集群,提高城市、区域乃至国
家对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产业集群有利于提升
城市竞争力,主要表现在:通过产业集群形成地方产
业分工,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形成有利于创新的
文化环境,创造更好的内生增长机制;打造区位品
牌,吸引更多的资金和技术;基于本地资源基础,走
区域特色发展道路;形成生产和开发的基础结构,从
而提高城市竞争力。 例如,美国的华尔街和硅谷在
全球经济中就扮演着吸引全球金融资本,引进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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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人才的重要角色。
第三,产业集群还强调区域发展要素中资源整
合的协同效应。 投入要素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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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劳动力、自然资源,而且强调企业家资源的培育

备大量闲置等现象。 新的以科技园为代表的产业集

及其在发展中担当的作用,还有地方政府、行业协

聚区表现出了鲜明的特点,正在成为区域经济发展

会、金融部门与教育培训机构对产业发展的协同效

中的主要动力。

应。 除了积极寻求外来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要素
的作用外,更强调区域自身发展能力的培育,使区域
成为有很强“ 学习能力冶 的学习型区域,不断整合自

培育产业集群,推进产业升级,就要做好以下几
个方面:

(1) 抓重点:一是要根据特色优势、有关方面的

身资源与外界经营环境相适应,使区域具有动态的

积极性、发展的相关条件等方面,选择好发展重点,

竞争优势。 正因为产业集群强调区域内全要素的投

条件具备一个发展一个,不搞行政区域平衡。 二是

入,最终出口产品在区域内具有巨大乘数效应( 对

把握好发展机遇,对加快集聚发展的各项工作,分清

每个具体区域可以用投入———产出计量模型进行计

轻重缓急,突出重点、逐步推进。

数差异较小,有利于区域的持续发展。

罗列,集聚不是企业的简单凑合,更不是为了集聚而

1. 2摇 培育产业集群,推进产业升级

程中发生聚合反应,围绕增强国际竞争力、提升档

算) ,而且区域内收入分配相对平均,区域内基尼系

产业集群是城市竞争力的来源,产业发展是城

市经济的基础,产业发展必须与城市化进程相一致。
城市新区开发要迅速产生城市综合性社区的功能,
核心就是促进城市的产业集群成长。 集群特指在某
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获
得不同寻常的竞争利润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 集群
一旦开始形成,就会出现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这个
循环能促进它的发展,尤其是当地方机构支持和地
方竞争富有活力时更是如此。 当集群扩大时,它对
政府、公众以及民间机构的影响也将随之扩大。 城
市新区实行集群式开发,在城市新区的开发过程中,
迅速集群一批同一领域内的公司和机构,而若干个
集群的聚集则构造起发展核心,形成城市综合性社
区的功能。
目前世界上的产业集聚基本上由两种形成方
式:一是自发形成,一是政府促成。 但不管哪一种方
式,其形成的基础因素皆是由于其基本生产要素和

(2) 高起点:产业集聚不是同行业企业的简单

集聚,而是有规划、有组织的有机融合,要在集聚过
次,充分发挥集聚效应,体现国际先进水平。

(3) 规模化:发展集聚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规

模,要体现“ 重冶 和“ 大冶 的要求,不但行业地位重要、
规模比较大,而且还要对工业升级转换、国际竞争力
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带动作用大。

(4) 专业化:一是以同类产业的企业集聚发展

为主体,以产业链为纽带,吸引、带动相关企业集聚
与发展。 二是中心区块要为区域内各个企业提供配
套的一体化公用工程、一体化服务设施、一体化物流
配送体系。

(5) 国际化:要着眼于全球范围的经济结构调

整,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立足区域、辐射全国、面向
国际分工,改善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努力使每个产
业集聚要品牌响、打得出。

(6) 市场化:产业集聚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充分

尊重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决不能搞拉
郎配、行政命令等,政府主要做好整体规划和布局,

高等要素所致,而各自不同特色的形成则是因为其

通过制定优惠的政策以及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

要素在种类和数量上的差异。 早期的产业集聚主要

和创业氛围,吸引众多企业自愿前来。

表现为自然资源禀赋拥有的差别,而现在世界上蓬

总之,产业集聚产生于企业的规模经济和外部

勃发展的高科技园区中高等要素的作用更加突出并

效应的共同作用。 单个企业内部成本较高而使得该

具有了决定性的力量。 不同类型的国家在产业集聚

类企业在某一地点集中生产从而降低了该行业的成

的表现上也拥有鲜明的特点,自发形成的集聚多出

本,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就可以实现。 当规模经济

现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 虽然发达国家

存在于整个行业内而不是单个企业内部时,就产生

也有一定数量的集聚是政府促成的) ,而新兴工业

了外部经济效应。 因此,产业集聚将会在各国和地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聚则基本上都是在政府

区的经济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指导和规划下形成的。 自发形成的集聚多是成功

2摇 城市群是城市化的必然选择

的,政府规划的集聚成功的不多,特别是在发展中国
家中更是表现出产业结构雷同、低水平重复建设、设

伴随着经济技术全球一体化,没有城市圈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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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没有人口、产业的聚集,在未来国际市场上就没

经济时代的城市多少具有金字塔型结构的特点,而

有竞争能力。 实现大城市圈、大城市群发展也可以

在信息时代,城市实际上是一个平台,是一个能使人

说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的一种重要形式。 由于现代产

的价值得以更全面实现、与其他人之间能够充分进

业集群依附于城市,城市与城市间的竞争和合作将

行信息交流的场所。 这种城市的人的水平性交流可

形成新的世界分工体系,在这种新的分工体系中世

以引发信息的爆炸性增长,有利于促进信息载体相

界性的大城市圈、大城市群将举足轻重。 这种世界

互接触、碰撞,并在接触、碰撞中产生新信息,由中催

性的“ 城市分工体系冶 使原先各国都建立一个国内

生出商业模式、新的生产体系以及新的技能,从而导

自我完结的产业分工体系模式不合时宜。 专家预

致在知识经济催生下的新的城市和产业聚集。

期,中国势必成为全球化“ 城市分工体系冶 中的重要

3摇 城市文化是城市的品牌

一员,大城市群经济也将因之而在全球城市一体化
中得到深化与发展。 中国有可能形成三大世界性的

城市不是简单的物质现象,而是人类属性的产

大城市群:一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大城市

物。 一流的文化造就一流的城市。 美国与法国同属

群,一是以香港、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大城市

世界现代化国家,但普遍认为,法国城市更胜一筹,

群,一是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京津唐大城市群。 21

原因就在法国城市具有更多的文化底蕴和氛围。 只

世纪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纪,它不仅意味着全球

有高楼大厦堆积的产业集群是僵硬的、缺乏生机、缺

性的城市分工合作,还意味着全球性的竞争,中国要

乏品位的,高楼大厦背后更重要的是人与文化或者

想在竞争中取胜必须放弃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

说独特的人文精神,人文文化是产业集群的灵魂、是

走集约型的城市化与城市群道路。

涵盖在其中的无形资产。 产业集群也要靠文化特色

一座城市就是一个巨大的“ 磁场冶 ,它通过“ 磁

见高低,文化是产业集群特色的深刻内涵。 产业集

力线冶 向外发射出强烈的磁力,吸引着周围众多的

群可持续性的价值和竞争力的核心之一就在于其文

人、财、物。 这些人、财、物是被吸引到城市来,便会

化个性。

被“ 磁化冶 ,从而与城市原来的人、财、物一起放射出

中国一些城市曾经陷入重物质,轻文化、重建

更强的磁力。 通过城市“ 磁化物冶 磁化了的这些“ 磁

设,轻管理,重硬件、轻软件,重商品、轻服务、重经

化物冶 ———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成为传播城市文

济、轻人本的怪圈。 在开发建设城中之城———产业

有如此大的磁力,是源于城市的规模效益、市场效

与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建设文明的产业集群作

益、信息效益、人才效益、设施效益等,正是这些效益

为追求的目标。 浓郁的商务氛围与深厚的文化氛围

的吸引,使得区域中的二、三产业、人口、人才、原料、

两者交相辉映,是造就一流产业集群的两块基石。

资金和科学技术向城市集中。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

3. 1摇 城市文化品牌

明的重要媒介物,这就是磁场效应。 城市之所以具

段,城市的人口、资金、技术、产业、产品等由城区向

集群的时候,应该把物质与精神、建筑与文化、经济

城市品牌定位是研究现代城市发展战略的前提

周边区域扩散、转移,形成次级城区,次级城区发展

和基础,是城市品牌营销的核心。 如意大利的威尼

到一定程度,又向更大范围扩展,以此连绵不断。 扩

斯,就是以其瑰丽的中世纪建筑、丰富的历代艺术珍

展形式有周边式扩散、等级式扩散、跳跃式扩散、点

品和奇特的“ 小城冶 风貌而闻名于世。 要构建城市

轴式扩散等。 近年来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点轴式扩散

文化,必须以提升中心城市品位为突破口。 按照世

形式,即由城市沿主要交通干道串珠状向外延伸,从

界文化发展委员会的定义,文化教育是独特的精神、

而形成若干扩散轴线或产业密集轴带,交通干道往

物质、智力和情感的综合体。 城市文化,首先表现在

往是产业经济向外扩散的基本传递手段。

城市建筑与环境的特色与个性之上。 一个现代化的

农业文明时期,城市是交易场所,是统治农村社

城市,除了必须拥有与之匹配的现代化文娱设施以

会的据点;到工业文明时,城市既作为交易的场所,

外,还须拥有具有历史的、民族的、地方的、自然的艺

又是行政中心,同时还是工业生产活动的场所;而在

术特色的建筑与环境。 即使在各种文化大融合的信

信息化社会中,城市就不仅仅是物质生产的场所,更

息时代,其地方的、民族的艺术特色亦不会凭空消

是信息生产的场所,是知识加工处理的场所。 工业

失,而是改变其原有性状,转化为信息元,融入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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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城市文化范畴,使城市文化和公信力长存。 其

如果高楼林立、公司密集、商务氛围浓是世界各

次,城市文化也表现在那些最富于开放与合作意义

地产业集群的共性的话,那么,包括功能规划特色、

的城市窗口人员的行为举止之上。 通过观察与感受

建筑设计特色、文化特色和产业特色等在内的城市

这些人的市民文化,如衣食住行、言谈举止、精神风

品牌特色及凝聚力才是产业集群的灵魂和生命力。

貌、文化素养、服务态度、办事效率,即可判断一个城

产业集群的名气与力量不在其所拥有的地理面积和

市的精神文明程度。 再次,城市文化还表现在城市

高楼大厦的数量,而在于其是否具有鲜明的特色和

文化名人身上。 现代化城市既要有长期积累的文化

凝聚力,而产业集群所在的城市的特色正是关键所

名人,更要有能不断孕育新的文化名人的“ 温床冶 ,

在。 产业凝聚特征的形成有赖于产业调节政策和良

以不断为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示

好的投资经营生态环境,包括吸引投资和公司进入

范群体,构建文明城市。

的优惠政策、人才汇聚、一站式办公、行政效率高、鲜

一个强品牌城市 ,会吸引众多外来人口和外来

明的国际性,即资本、贸易、人才、信息的无国界、无

列连锁反映 ,引发更多的生产和消费需求。 这样最

之一。 通常,建筑被称作凝固的音乐,产业集群作为

支出。 这一系列的消费初级支出是无止境的 ,但其

格,包括城市文脉的传承与现代风格的有机结合,艺

值。 城市随着其聚散效应的能量释放而不断升级、

建筑设计公司总裁冯格康认为,超越时代局限的建

投资 ,这些外来人口和外来投资的加入,会产生系

障碍的自由流动。 城市建筑设计是产业集群的标志

初的消费支出和生产投入 ,导出一系列次级的消费

城市风貌的眼睛、窗口,必须要具有鲜明的特色和风

数值逐渐减少 ,而其总和将收敛于一个有限的数

术性与实用性、功能性与智能性的统一。 德国 GMP

扩展。 一方面 ,不断将周围的资金、人才、信息、能

筑可以成为体现卓越的媒介。 缺乏个性张扬的建筑

量吸引到中心城市 ,促使城市的技术基础、加工水

体系的产业集群与随处可见的街道一样、难以与其

平、经济实力等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城市作为一

他地方的产业集群相区别。 巴黎产业集群建在城市

个强大的经济场 ,其对周围又具有强大的辐射力。

的西北部边缘与老城区严格分开,使整个城市既保

即通过向外扩散商品、转让技术、转换产业、从而既

持了古城文化,又融入现代气息,两者完美结合、相

为中心城市的金融、贸易、信息、技术、服务等第三产

得益彰。

业的发展腾出空间 ,保证中心城市持续发展 ,又通

城市文化竞争力是城市竞争力的灵魂。 提高城

过不断向外扩散技术、产品及产业 ,带动周围地区

市竞争力,必须注重提高城市文化竞争力。 “ 当今

落差冶 ,从而促进中心城市地域的空间扩展。

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 ,也包括文化方面的

的经济发展 ,缩小外围地区与中心城市区的“ 经济
3. 2摇 城市品牌与产业集群

在现代市场体系中,城市是经济增长要素流动

和积聚的平台,经济要素在城市之间的积聚和流动
也是按照市场规律进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
城市对经济增长要素具有的吸引力、积聚力和增值
力,来自城市资产的独特个性和品牌。 随着城市的

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
竞争。冶 “ 现代国际间的竞争 ,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
竞争 ,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冶 其实质是教育竞

争、人才竞争、文化原创力的竞争。 从文化竞争力在
城市竞争力中的地位来看 ,文化竞争力是城市竞争
力的灵魂。 社会、经济各个层面的发展 ,都有文化

的支撑。 文化是经脉,是网络。 文化无处不在,从不

发展,城市之间的竞争将成为市场竞争的主要内容。

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分类:城市文化,企业文化,校园

在企业竞争的基础上出现的城市竞争,将会使中国

文化,社区文化、家庭文化;高雅文化,民俗文化,商

21 世纪的市场竞争呈现错综复杂的格局。 城市之

业文化,产品文化,餐饮文化,酒文化,茶文化;体育

间竞争的加剧,必将刺激城市经营的兴起,这正是城

文化,服饰文化;网络文化、传统文化;先进文化,落

市要进行品牌营销的原因所在。 在市场竞争推动下

后文化等。 先进文化促进人的素质提高,提升城市

出现的城市经营,决定了中国城市的经营也必须按

形象,提高城市竞争力,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前

照市场规律进行,不仅需要提高城市总资产的质量,

进。

更要提高城市资产独特性和城市个性,形成吸引产
业集群的城市品牌。

文化力诱导劳动力的需求偏好,决定和影响劳
动力的创业冲动状况,是城市竞争力的最初始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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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牵引力量,是城市竞争力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高一个地区或城市的知名度,依托城市扩张,突显独

城市的就业政策、劳动力管理和人才培育引进机制、

有的文化风格和特色,提高城市核心竞争力。

城市的历史、建筑风格、风土人情、文化底蕴、文化氛
围、文明环境、文化体育设施和发展水平等是构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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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ization Strategy:Combin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
City Expansion and Cultural Fusion
Qi Xiaohong
(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5,China)

Abstract:A contemporary city with competitiveness features industrial clusters combined with full-scale cul鄄

tural fusion, hence the development of city is a dynamic and comprehensive process in which industrial clusters are

cultivated and new cultures are formed. To build a city with brand-new design, specific function and superior start
needs advanced planning and unified development. The expansion of first and second-tier cities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priority to boost low -cost urbanization in China, which is experiencing the acceleration course of it.

Based on the reality in China,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strategy for urbanization featuring combin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 city expansion and cultural 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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