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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中小城市产业集群竞争优势构建路径研究
彭智敏ꎬ王一凡
(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ꎬ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７)
摘

要:产业集群是中小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ꎬ对推动区域内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

创新创业成本的降低ꎬ以及社会资源的节约都具有重要意义ꎮ 中小城市发展特色产业集群ꎬ关键在于发挥城市的
比较优势ꎬ包括资源禀赋、人文历史、产业结构、工业基础等方面的特点ꎬ通过技术创新“ 固本培新” ꎬ完善制度创新
“ 固本培元” ꎬ加强文化创新“ 独树一帜” ꎬ推进协同创新“ 精益求精”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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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ꎬ国家越来越重视中小城市的发展ꎬ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国 务 院 印 发 « 国 家 新 型 城 镇 化 规 划

理论ꎬ都在不同方面上解释了产业集群现象ꎮ
中国一些学者对产业集群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 明确提出“ 把加快中小城市作为优化

关系的相关研究ꎬ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与

城镇规模结构的主攻方向ꎬ加强产业和公共服务资

珠三角一带ꎮ 对江浙地区产业集群迅速发展这个现

源布局引导ꎬ提升质量ꎬ增加数量ꎮ 鼓励引导产业项

象ꎬ学者们分别要素聚集、演化机制等方面进行了一

目在资源环境承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中小城市和

些探讨ꎬ苏雪串在« 城市化进程中的要素集聚、产业

县城布局ꎬ依托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ꎬ夯实产业基

集群和城市群发展» 中提出要素聚集是城市化的基

础ꎮ”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９ 日ꎬ国务院印发了 «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ꎬ明确提出要推动建设一批高水平的中小企
业集群ꎮ

为相应国家号召ꎬ湖北省委省政府结合湖北实
际ꎬ也相继出台了« 湖北新型城镇化规划» 、« 中国制
造 ２０２５ 湖北行动纲要» ꎬ主动融入国家战略ꎬ坚定
不移推进由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转变ꎬ力争在新一
轮发展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ꎮ

１

中小城市产业集群发展的相关研究
产业集群理论研究在国外已有很久的历史ꎬ最

早来自于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ꎬ经过韦伯的区位
经济理论、克鲁格曼的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发展ꎬ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由美国哈佛商学院的竞争战略和国
际竞争领域研究权威学者迈克尔波特在« 国家竞
争优势» 一书中正式提出ꎬ用产业集群的方法分析
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优势ꎬ此外ꎬ佩鲁的增长极
理论、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

本特征ꎬ生产要素向企业聚集会产生规模效应ꎬ产业
规模的扩大会提升产业的竞争力ꎮ 杨哲在« 产业集
群与城市化发展的实证分析———以浙江义乌、广东
东莞为例» 中提出义乌产业集群的形成是由小商品
市场的发展推动ꎬ而东莞的产业集群是基于直接对
外投资发展起来的ꎻ于斌斌在« 产业集群与城市化
的演化机制与实践路径———以“ 义乌商圈” 和“ 柯桥
商圈” 为例» 中提出“ 义乌商圈” 和“ 柯桥商圈” 都是
通过制造业集群和现代服务业的良性互动来推动产
业集群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ꎻ关于珠三角的研究着
重于从企业网络或者企业家网络的角度来研究企业
集群ꎬ李新春在« 高科技产业集群式创业的地区差
异及其影响因素» 强调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集群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ꎻ北京大学王缉慈在« 沿海地区外
向型产业集群的形成、困境摆脱与升级前景» 中把
企业集群看成是适合创新的空间ꎬ并将其中原由归
结为地理邻近和社会根植两组效应ꎮ
通过相关文献分析可以看出ꎬ国外对于产业集
群的研究偏重于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的归纳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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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出相关理论ꎮ 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产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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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与个别大城市的研究ꎬ对中小城市产业集群的研

等方面的研究ꎻ王一凡ꎬ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等方面的研究ꎮ

究有虽有一些文献ꎬ但总体来看还不多ꎮ 而且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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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的到来ꎬ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三期叠加ꎬ产

和政策优势ꎬ在循环因果机制作用下ꎬ形成了近百个

业集群的发展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问题ꎬ同时新技

产业集群ꎬ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公布的 ２０１５

术、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的不断涌现ꎬ对产业集
群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ꎮ 对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
略ꎬ湖北迎来重大发展机遇ꎬ作为承接长三角、珠三
角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和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ꎬ研
究湖北中小城市产业集群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２

湖北省中小城市产业集群分析
湖北省作为国家重要的老工业基地ꎬ工业基础

雄厚ꎬ目前形成了以汽车、农副食品加工、化工、钢
铁、建材、纺织、医药及电子信息产业为支柱的工业
体系ꎮ 但总体而言ꎬ湖北产业集群整体发展水平和

年度湖北省重点成长型产业集群 ９７ 个ꎮ

按照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

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 【 国发〔 ２０１４〕 ５１ 号】 ꎬ中国新

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ꎬ
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ꎮ 其中:城区常住人口 ５０ 万
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ꎬ其中 ２０ 万以上 ５０ 万以下的
城市为 Ⅰ 型小城市ꎬ２０ 万以下的城市为 Ⅱ 型小城
市ꎻ城区常住人口 ５０ 万以上 １００ 万以下的城市为中
等城市ꎻ城区常住人口 １００ 万以上 ５００ 万以下的城
市为大城市ꎻ城区常住人口 ５００ 万以上 １ ０００ 万以

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ꎮ 武汉属于特大城市ꎬ宜昌市、

竞争力有待提高ꎬ特别是地处中小城市的产业集群ꎬ

襄阳市、荆州市人口超过百万ꎬ属于大型城市ꎮ 去掉

规模、结构等均存在不少问题ꎬ资源优势尚未转化为

武汉市、襄阳、宜昌市、荆州市中心城区产业集群ꎬ湖

产业竞争优势ꎮ

北省中小城市产业集群有 ８２ 个ꎬ详细名单见表 １ꎮ

２.１

湖北省中小城市产业集群空间布局
湖北省各市、州ꎬ县( 市、区) 由于自身禀赋优势
表１
城市 产业集群数量( 个)

湖北省中小城市省级重点成长型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类别

产业集群名称
武汉市江夏区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

武汉市

５

装备制造、服装、钢铁制品、
电子、食品

武汉市黄陂区服装产业集群
武汉市新洲区钢铁制品产业集群
武汉市蔡甸区电子产业集群
武汉市东西湖区食品加工产业集群
黄石市服装产业集群
黄石市模具产业集群

黄石市

７

服装、模具、汽车、钢铁类深
加工、装备制造、食品、化工

黄石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
黄石市下陆区铜冶炼及深加工产业集群
黄石( 大冶)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饮料食品产业集群
黄石市( 阳新) 化工医药产业集群

十堰市

３

十堰郧县铸锻件产业集群
钢铁类深加工、食品、汽车

十堰市竹房城镇带有机食品饮料产业集群
十堰丹江口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
宜昌市茶产业集群
宜都市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宜昌市

６

装备制造、陶瓷、食品、纺织

宜昌当阳市建筑陶瓷产业集群
宜昌市( 长阳、五峰) 健康食品产业集群
宜昌枝江市奥美医用纺织产业集群
宜昌枝江市枝江酒业产业集群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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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市( 谷城、老河口) 再生资源产业集群
襄阳市

５

襄阳市谷城县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
食品、汽车、再生资源

襄阳老河口市食品产业加工产业集群
襄阳枣阳市汽车摩擦密封材料产业集群
襄阳市宜城市食品加工产业集群
鄂州市重型机械制造产业集群

鄂州市

４

机械、食品、塑胶、
金刚石刀具

鄂州市绿色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
鄂州市经济开发区工程塑胶管材产业集群
鄂州市金刚石刀具产业集群
荆门市磷化工产业集群

荆门市

５

荆门市东宝区森工产业集群
化工、森工、机械、食品

荆门京山县轻工包装机械产业集群
荆门市( 沙洋、屈家岭) 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
荆门钟祥市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
孝感市( 高新区、汉川) 纺织服装产业集群
孝感市电子机械产业集群

孝感市

７

纺织、电机、塑料、
化工、食品

孝感市孝南区纸品产业集群
孝感云梦县塑料包装产业集群
孝感应城市化工产业集群
孝感安陆市食品加工( 含粮油加工装备) 产业集群
孝感汉川市食品产业集群
荆州市开发区白色家电产业集群
荆州监利食品加工产业集群
荆州公安县塑料新材产业集群

荆州市

８

塑料、纺织、医药、石化、

荆州市( 公安) 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

食品、汽车、家电

荆州市( 监利、江陵) 家纺产业集群
荆州石首市楚源医药产业集群
荆州洪湖市石化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荆州松滋市白云边酒业产业集群
黄冈大别山区食品饮料产业集群
黄冈市华夏窑炉产业集群
黄冈团风县钢结构产业集群

黄冈市

８

食品、窑炉、钢构、房子、
医药、汽车、石材

黄冈鄂东( 英山、黄梅、龙感湖) 纺织服装产业集群
黄冈蕲春县李时珍医药化工产业集群
黄冈鄂东( 麻城、浠水) 汽车配件产业集群
黄冈鄂东( 麻城、浠水) 石材产业集群
黄冈武穴市医药化工产业集群
咸宁市机电产业集群
咸宁市现代森工产业集群
咸宁市咸安区苎麻纺织产业集群

咸宁市

９

机电、森工、纺织、管材、
化工、石材、涂附磨具、食品

咸宁嘉鱼县管材产业集群
咸宁崇阳县钒产业集群
咸宁通城县涂附磨具产业集群
咸宁通山县石材产业集群
咸宁赤壁市纺织服装产业集群
咸宁赤壁市砖茶产业集群
随州市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随州市

５

电子、汽车、钢铁类深加工、
食品、风机

随州市专用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
随州市曾都区铸造产业集群
随州随县香菇产业集群
随州广水市风机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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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州富硒茶产业集群

３

食品

３

食品、化工、家具

仙桃市

２

纺织、食品

天门市

２

医药、农产品加工

恩施州

潜江市

６５

恩施州( 恩施、利川) 富硒绿色食品产业集群
恩施( 咸丰、来凤) 绿色食品产业集群
潜江市特色食品产业集群
潜江市经济开发区化工产业集群
潜江市华中家具产业集群

从地域分布看ꎬ覆盖 １３ 个市( 州) ４６ 个县( 市、

仙桃市无纺布产业集群
仙桃市食品产业集群
天门市医药产业集群
天门市棉花产业集群

由上述分析ꎬ可以看出目前湖北省中小城市产

区) ꎮ 其中武汉市 ５ 个ꎬ黄石市 ７ 个ꎬ十堰市 ３ 个ꎬ宜

业集群门类比较齐全、分布比较均衡ꎬ涵盖 １２ 个行

感市 ７ 个ꎬ荆州市 ８ 个ꎬ黄冈市 ８ 个ꎬ咸宁市 ９ 个ꎬ随

车、装备及钢铁类深加工、医药化工主要分布在中等

昌市 ６ 个ꎬ襄阳市 ５ 个ꎬ鄂州市 ４ 个ꎬ荆门市 ５ 个ꎬ孝
州市 ５ 个ꎬ恩施州 ３ 个ꎬ潜江市 ３ 个ꎬ仙桃市 ２ 个ꎬ天
门市 ２ 个ꎬ如图 １ 所示:

业和大部分地区ꎬ但是规模较大的产业集群ꎬ如汽
城市及其市区ꎬ而小城市产业集群主要以农产品深
加工及饮料类产业为主ꎬ甚至大多数Ⅱ型小城市没
有发展起来省级重点成长型产业集群ꎬ如宜昌市的
兴山县、十堰的竹溪县、襄阳市的保康县ꎬ孝感的孝
昌县、大悟县ꎬ黄冈市的红安县ꎬ以及恩施州的大部
分县ꎬ因此ꎬ湖北中小城市发展特色产业集群还有很
大的空间ꎮ
２.２

图１

湖北省中小城市产业集群地区分布情况

从行业分布看ꎬ装备及钢铁类深加工 １２ 个、农

湖北省中小城市产业集群类型的主要特点
湖北省中小城市产业集群由于其形成的原因和

特点不同ꎬ现有的规模和所处的地区不同ꎬ具有不同
的特点:
一是围绕大型支柱企业形成的产业集群ꎮ 随着

产品深加工及饮料类产业集群 ２３ 个、医药化工类

时间推移ꎬ这类集群已吸引了多家供应商和服务商ꎬ

电子信息类 ４ 个、橡胶及塑料制品类 ５ 个、森工类 ２

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ꎬ这类产业集群优点在于产业

资源类 １ 个ꎬ如图 ２ 所示:

激烈ꎬ产能相对严重ꎬ同时面临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

１０ 个、纺织服装类 ９ 个、汽车类 ６ 个、建材类 ６ 个、

形成了庞大的网络ꎬ如以服务、延伸东风汽车公司的

个、家具制品类 ２ 个、纸制品类及生态类 １ 个ꎬ再生

基础坚实ꎬ产业链相对比较完善ꎬ但面临着市场竞争
进步的压力ꎮ
二是由一批中小型公司组成的产业集群ꎮ 这些
公司凭借集群内部的积极合作已经能够克服自身规
模小的不利因素ꎬ如仙桃无纺布产业集群ꎬ通城涂附
磨具产业集群ꎬ武穴医药化工产业集群ꎮ 这类产业
集群优点在于低成本、低技术的经济规模扩张ꎬ企业
进入门槛低ꎮ 缺点在于:一是集群层次较低ꎬ中小微
企业比重较大ꎬ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参差不齐ꎻ二是
企业融资渠道窄ꎬ存在融资难、开工难、用工难现状ꎮ

图２

湖北省中小城市产业集群行业分布情况

三是在自有资源禀赋基础上形成的产业集群ꎮ
如通山县石材产业集群、应城市化工产业集群、恩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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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富硒茶产业集群、随县香菇产业集群等ꎮ 这类产
业集群主要由要素结构驱动ꎬ优点在于其发展建立

５００ 亿 ５ 个ꎬ过 １００ 亿元的 ５３ 个ꎬ过 ５０ 亿元的 ７６

个ꎮ 但与沿海发达省份相比ꎬ湖北省产业集群的发

在当地的特色资源或特色传统上ꎬ有独一无二的发

展存在较大差距ꎮ 如广东省突破千亿元的产业集群

展潜力ꎮ 缺点在于:一是部分产业环保压力大ꎬ制约

已达 ９ 个ꎬ拥有汽车、石油化工、电子产品、重大装

产业发展空间ꎻ二是处于制造链低端ꎬ缺乏精细加
工ꎮ

备、生物与健康、新材料与高端制造等 ６ 个产值超千

亿元的产业集群ꎬ以及商贸会展、商务与科技服务、
四是政府直接推动下形成的新兴产业集群ꎮ 地

方政府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的重要推动力ꎬ如

金融保险等 ３ 个增加值超千亿元的服务产业集群ꎮ

二是产业关联度偏低ꎬ产业链配套不理想ꎮ 各

武汉市江夏区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ꎮ 这类产业

中小城市产业布局虽然考虑了本地特点ꎬ但各中小

集群优点在于以创新型企业和人才为主体ꎬ以知识

城市之间缺乏分工ꎬ产业呈现趋同化ꎮ 集群内产业

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ꎮ 缺点在于:一是对区位、交

链之间在物流、融资、科技、信息、人才等方面的交流

通、资源等方面要求较高ꎬ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植ꎬ中

合作有待加强ꎮ 如黄冈市大别山食品饮料产业集

小城市缺乏竞争力ꎻ二是产业聚集度还不够ꎬ规模还

群ꎬ由于各县市纷纷把招商引资作为发展产业、延伸

不够大ꎮ

链条的一条最直接、最快速的途径ꎬ希望借助外力来

３

壮大区域内产业集群ꎬ但由于基地建设跟不上ꎬ规模

湖北省中小城市产业集群发展存在的问

题及原因

较小ꎬ品质不好ꎬ部分龙头企业与本地原料产地脱
节ꎬ产业链条的延展存在问题ꎬ龙头企业对当地经济

前面的分析显示:湖北省中小产业集群形成多

发展的带动作用没有释放出来ꎮ

是在自然因素、历史条件、政府的主导下产生的ꎬ与

三是集群创新能力不足ꎬ集群企业在技术研发

省内武汉、襄阳、宜昌这类大城市( 市区) 相比缺乏

上投入严重不足ꎮ 湖北省 ２０１３ 年 Ｒ＆Ｄ 经费投入强

竞争力ꎬ与省外先进地区( 浙江、广州等地) 的产业

( 市) 为北京(６.０８) 、上海(３.６％) 、天津(２.９８％) 、江

集群相比ꎬ还处于起步阶段ꎬ面临诸多瓶颈制约ꎮ
３.１

度为 １.８１％ꎬ全国 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最高的 ６ 个省

湖北省中小城市产业集群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是集群规模偏小ꎬ技术支撑薄弱ꎮ 省内中小

苏(２. ５１％) 、广东( ２. ３２％) 、山东 ( ２. １５％) ꎬ和这些
地方相比ꎬ研发投入存在明显差距ꎮ 省内研发投入

城市产业集群发展相对滞后ꎬ有较强带动能力的龙

较多的为武汉市、宜昌市、襄阳市ꎬ其他中小城市企

头企业不多ꎬ大多数传统产业的集群处于产业链和

业普遍存在研发投入不足的问题ꎬ多数企业缺核心

价值链中低端ꎬ缺少具有区域知名度的企业和产品ꎮ

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不多ꎬ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少ꎬ市

２０１４ 年湖北省销售收入突破千亿元的产业集群 １

场竞争能力不强ꎮ

个( 黄石市下陆区铜冶炼及深加工产业集群) ꎬ 过
表２

地区
武汉
黄石
十堰
宜昌
襄阳
鄂州
荆门
孝感
荆州
黄冈

２０１２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Ｒ＆Ｄ 活动情况

其中有 Ｒ＆Ｄ

有 Ｒ＆Ｄ 活动企业占规

规上工业企业 Ｒ＆Ｄ

２０１３

３６６

１７.４

１２７２０７０

６１７

６４

１０.３７

８１４８０

规上工业
企业数
５５３

活动企业数

上企业数量比重( ％)

经费支出( 万元)

５９

１０.６７

１１３５

１２８

１１.２８

２３７１３１

４６２

３３

７.１４

５４１４０

１３９８
８６３

１０３５
８４６
９７９

２４４
５０
７４
５０
５６

１７.５
５.７９

１８６７５４
４２３９６３
７１２３４

７.１５

１０５２７７

５.７２

４１８４３

５.９１

４３０７９

规上工业企业 Ｒ＆Ｄ

经费占 ＧＤＰ 比重( ％)
１.５９
１.７９
０.８５
０.９５
１.６９
０.９７
０.６６
０.９５
０.３６
０.３５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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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
随州
恩施
仙桃
潜江
天门
神农架林区

７２４

４８

６.６３

２５８６８

０.３４

３５７

２１

５.８８

５２４３

０.１１

５７０
３３１

４４
７

２０８

１５

８

０

２５２

２６

７.７２

３５０２６

２.１１

６８２９

７.２１

２３１９４

０

０

１０.３２

１９９６９

０.５９
０.１５
０.５２
０.６２
０

四是集群融资渠道不畅ꎬ企业融资环境差、融资

湖北文化底蕴深厚ꎬ有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故里ꎬ春

难、融资贵的问题反应突出ꎮ 近些年来ꎬ银行信贷政

秋战国时期光辉灿烂的楚文化ꎬ从武昌辛亥起义ꎬ到

策收紧ꎬ政府政策性资金支持不确定性增强ꎬ绝大多

新中国成立ꎬ湖北秀美的自然风光与积淀深厚的历

数中小企业在发展运行过程中存在资金困难ꎬ普遍

史文化遗存为特色产业发展奠定了强大的文化基

需要融资ꎮ 如随县的香菇产业集群ꎬ香菇企业出口

础ꎮ 但是ꎬ在湖北中小城市产业集群发展中ꎬ丰厚的

产品生产季节性比较强ꎬ收购香菇原料时需要大量

文化底蕴有待进一步转化为创新因素ꎬ助推产业发

资金ꎬ依靠企业自身难以解决流动资金短缺的问题ꎬ

展的品牌 化 建 设 和 文 化 建 设ꎬ 有 待 向 香 格 里 拉 的

而金融行业和出口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ꎬ银行对贷
款一直持谨慎态度ꎬ所提供贷款很难满足企业需要ꎮ

３.２

湖北省中小城市产业集群发展存在以上问题

“文化 ＋旅游” ꎬ深圳科技强区文化创意产业的“ 文化
＋科技” ꎬ美国迪士尼乐园的“ 文化 ＋ 商品” 等成功模

式借鉴学习ꎮ

的原因

四是集群创新能力不足ꎬ缺乏协同创新ꎮ 湖北

中小城市城市化发展和产业集群的发展是相互

省是国家的科教大省ꎬ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拥有比

作用的ꎬ城市化发展可以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更多

较充足的创新优势ꎬ在技术创新公关、科技成果转

的市场和需求ꎬ产业集群的发展能够加速城市化进

化、创新资源共享方面ꎬ存在一定的衔接问题:一是

程ꎮ 与之同时ꎬ中小城市发展的劣势也掣肘产业集

科研单位的大量创新成果难以推向市场ꎬ创新成果

群的发展ꎬ产业集群发展存在的瓶颈也是中小城市

与市场接轨缺乏桥梁ꎻ二是企业的需求得不到有效

在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的凸显ꎮ

满足ꎬ企业由于自身规模限制、资金短缺等原因ꎬ开

一是产业转型升级困难ꎬ缺乏技术创新支持ꎮ

展独立技术创新活动有多方面的困难ꎻ三是企业之

产业转型升级关键在于加快技术进步ꎬ提升产品质

间协同创新合作不足ꎬ缺乏协同创新机制ꎬ来促进资

量和附加值ꎬ优化产业结构ꎬ要提高在产业价值链中

源共享、优势互补ꎬ实现科技资源的市场化流动ꎮ

所处位置ꎬ需要把产业发展的根本从依靠要素驱动、

４

投资驱动ꎬ转为创新要素质量的全面提升和产业链
的优化ꎮ 因此ꎬ破解湖北省中小城市产业集群传统

展的竞争优势

产业集群的转型困难ꎬ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高端
化问题的出路就是提升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能力ꎮ

以创新构建湖北省中小城市产业集群发
湖北省中小城市发展特色产业集群ꎬ关键在于

发挥城市的比较优势ꎬ包括资源禀赋、人文历史、产

二是市场企业活力不足ꎬ缺乏制度创新保障ꎮ

业结构、工业基础等方面的特点ꎬ通过技术创新引进

湖北省大部分中小城市的产业集群是由政府主导形

新兴产业集群ꎬ通过制度创新营造良好创新氛围ꎬ通

成ꎬ通过招商引资ꎬ虽然快速引进产业ꎬ但是没有使

过文化创新打造品牌化的区域产业集群ꎬ通过协同

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主导作用ꎬ能源、资源等生产

创新推进产业集群的健康可持续发展ꎮ

要素价格不能反映其在市场上的稀缺性和外部性ꎬ
资源要素的供给压力并没能转化为加快企业技术创

４.１

通过技术创新“ 固本培新”

顺应“ 互联网 ＋ ” 发展趋势ꎬ推动 “ 两化” 融合ꎮ

新和转型升级的动力ꎮ 从创新的政策和体制机制上

一是加强产业集群信息化建设ꎮ 产业集群的发展需

看ꎬ一方面存在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ꎬ另一方面

要互联网支持ꎬ集群企业需要以互联网思维改造传

存在政府不能更好发挥作用的问题ꎮ

统制造模式、创新模式和服务模式ꎬ包括展览展示平

三是特色产业发展不强ꎬ缺乏文化创新支撑ꎮ

台、电子商务平台等公共营销渠道的推广ꎬ推动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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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与线下专业市场融合发展ꎻ二是利用信息

车产业集群ꎬ已获批全国首批区域品牌建设试点ꎮ

技术改造传统产业ꎬ加快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

建立产业集群知识产权服务机制ꎬ保护技术创

网和大数据等和现代制造业的结合ꎬ促进工业互联

新成果及知识产权ꎮ 知识产权制度作为激励创新的

网等新业态的健康发展ꎻ三是做好政策规划吸引新

基本保障作用ꎬ在推动技术进步ꎬ促进产业集群创新

兴产业落户、发展ꎮ 汽车、石化、钢铁及有色冶金、建

发展方面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ꎬ在湖北省中小城市

材、纺织是湖北优势传统产业ꎬ中小城市产业集群的

产业集群中ꎬ应鼓励构建产业集群知识产权联盟ꎬ提

发展ꎬ一方面需要推进优势传统产业智能改造升级ꎬ

高集群利用知识产权解决共性问题ꎬ推动知识产权

另一方面需要做好政策规划、加强技术、知识产权和

共享、管理ꎬ促进产业升级ꎮ

人才支撑ꎬ吸引新兴产业的扎根萌芽ꎮ

４.４

４.２

完善制度创新“ 固本培元”

推进协同创新“ 精益求精”
健全组织实施机制ꎬ产学研相结合ꎬ推动科技成

激发中小微企业创业热情ꎬ释放创新活力ꎮ 产

果转化ꎮ 湖北省作为科教大省ꎬ拥有的高校、科研院

业集群要实现系统层面的智慧互联ꎬ不仅需要少数

所等科技创新资源不容小觑ꎬ政府应鼓励和引导产

大企业掌握智能制造技术ꎬ还需要大量中小企业实

业集群与省内高校科研机构建立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现智能化ꎬ通过建设中小企业产业( 工业) 园区、小

的平台和机构ꎬ采取多种合作形式在对前沿基础研

微型企业孵化园、创客空间等创新集聚区ꎬ促进中小

究、关键技术攻关、项目孵化和创业支持、人才交流

微企业服务平台互联互通ꎬ降低入驻的中小微企业

培养方面进行合作ꎬ引导创新资源向集群集聚ꎬ形成

成本ꎬ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ꎮ

协同创新ꎮ

完善金融扶持政策和政府服务体系ꎮ 解决中小

支持发展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ꎬ一是鼓励和支

城市产业集群发展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ꎬ一方面是

持企业之间建立产业联盟、研发联盟等新型合作模

要构建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ꎬ重点加强和改善对产

式ꎬ通过整合产业链ꎬ完善供应链ꎬ加强产业链上下

业集群中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ꎮ 积极引导银行业

游合作ꎬ共同促进技术创新ꎮ 二是充分发挥行业协

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ꎬ以及知识产权

会和联盟的纽带和桥梁作用ꎬ开展行业自律、行业标

质押、应收账款质押、股权质押等多种融资方式的结

准制定、商业模式推介等示范活动ꎬ支持行业协会或

合ꎬ打造适合不同类型企业的金融服务产品ꎮ 另一

联盟成员间资源共享、共同开发市场、实行集约化采

方面要建立和完善集群企业的信用体系ꎬ为企业融

购和生产ꎬ打造利益共同体ꎮ

资提供重要的担保支撑ꎬ鼓励金融机构、信用担保机

５

构和投资机构与产业集群建立项目对接ꎬ借鉴江浙
地区ꎬ成立类似“ 企业信用联盟” 等合作平台ꎬ促进
企业信用体系的建立ꎮ

结束语
湖北省中小城市产业集群这些年来已经有长足

的发展ꎬ但和湖北大城市的产业集群相比ꎬ和发达地

推动行业标准化ꎬ引导企业采用国内外先进技

区的产业集群相比ꎬ依然存在着集群规模小ꎬ产业链

术标准ꎮ 湖北省中小城市产业集群要走出湖北ꎬ走

不完善、集群创新能力不强、集群融资难等方面的问

向全国ꎬ甚至进入国际市场ꎬ建立可靠性管理体系ꎬ

题ꎮ 未来ꎬ这些产业集群要按照“ 创新、绿色、协同”

强化对产品质量、工艺、环保、环保、卫生等方面的标

的指导思想ꎬ充分发挥资源优势ꎬ抢抓国家政策机

准化管理ꎬ推动产品的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认

遇ꎬ突出依靠协同创新提高科技转化能力ꎬ依靠制度

证是势在必行的ꎮ

创新进行抱团发展提高规模经济ꎬ依靠文化创新打

４.３

加强文化创新“ 独树一帜”

造有品牌竞争力的产业集群ꎬ同时通过技术创新培

组织开展区域品牌建设工作ꎮ 区域品牌是区域

育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新兴产业集群ꎮ

一定范围内产业发展形成的集体印象ꎬ湖北省中小
城市产业集群品牌建设需要联合行业协会、科研机
构、龙头骨干企业和广大中小微企业作用ꎬ开展区域
品牌的策划设计ꎬ区域品牌的试点示范ꎬ联合打造区
域产业品牌ꎮ 如襄阳市汽车产业集群和随州的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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