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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资源禀赋对“ 浙商走出去” 的影响 ∗
张

鼎ꎬ张珊珊

( 宁波大学商学院ꎬ浙江宁波 ３１５２１１)
摘

要: 浙江是一个资源小省ꎬ资源禀赋状况不容乐观ꎬ资源短缺一直是制约浙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ꎮ

土地资源的匮乏、煤、电等资源供应紧张、劳动力资源的短缺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仅使浙商的经营成本上升ꎬ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浙商的发展ꎬ使得众多浙商纷纷外迁ꎮ 为此ꎬ浙江应通过机器换人、大力发展清洁能源
等措施缓解资源短缺的现状ꎬ避免浙商大规模的外迁ꎮ 同时ꎬ要合理引导“ 浙商走出去” ꎬ促进浙江产业结构的优化
升级ꎬ引领浙江经济健康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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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以及产业转移ꎮ 而“ 浙商走出去” 则是受到了浙

前言
长期以来ꎬ浙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ꎮ 目前ꎬ社会各界对于浙商的界定尚未形
成统一的共识ꎮ 从字面上理解ꎬ“ 浙” 是一个表示地
域的概念ꎬ是浙江省的简称ꎻ“ 商” 则有商帮、商业之
意ꎬ既可以指代商人ꎬ也可指代企业ꎮ 因此ꎬ“ 浙商”
可以理解为浙江的商人或者由浙江的商人所创办经
营的企业ꎮ 本文中“ 浙商走出去” 包含两个层面的
含义:国内化与国际化ꎮ 因此这里的“ 浙商走出去”
与国家所提倡的中国企业“ 走出去” 战略是有所不
同的ꎮ 后者是指国家鼓励有能力企业走出国门ꎬ参
与国际竞争ꎬ提升自身实力ꎬ特指国际化ꎻ而前者是
指浙商离开浙江到省外甚至国外谋求发展ꎬ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ꎬ是一种产业转移的过程ꎮ
资源禀赋又称为要素禀赋ꎬ是指一国或一地区
的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和技术等的相对丰裕程
度ꎮ 资源禀赋理论最早是由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
和俄林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提出的ꎮ 该理论认为不同

江资源禀赋的影响ꎮ 从上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ꎬ浙商就

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投资机会ꎮ 而浙商的国际化
投资则开始于上世纪 ９０ 年代ꎮ 也正是这个时期ꎬ浙
商开始了大规模的外迁ꎮ ２０１０ 年ꎬ浙商在全国投资
额超过 ３ 万亿元ꎬ创造的商品和附加值接近 ２７ ０００

亿元ꎬ这个数字接近等于浙江省当时一年的 ＧＤＰ 总
值ꎮ 且到 ２０１０ 年底ꎬ浙江已核准在境外投资的机构
达到 ４ ５６４ 家ꎮ 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底ꎬ浙江已核准在境
外投资的机构达到 ７ ６８１ 家ꎬ对外投资额约为 １４０
亿美元ꎮ

１

浙江省产业结构的现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ꎬ浙江省的产业结构也处

在不断优化的过程中ꎮ 如下表 １ 所示ꎬ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４

年ꎬ浙江省生产总值产业结构以及产业结构中第一
产业、第二产业的比重均不断降低ꎬ而第三产业比重
则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ꎮ ２０１４ 年ꎬ浙江省第三产业

的生产总值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ꎬ占比为 ４７.９％ꎬ

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ꎬ而不同的要素禀

体现了第三产业强劲的发展趋势ꎮ 然而在产业结构

赋产生了不同的要素成本ꎬ一种要素越丰富ꎬ其成本

方面ꎬ虽然第二产业比重不断下降ꎬ第三产业比重不

越低ꎬ一种要素越稀缺ꎬ其成本则越高ꎮ 各国和地区

断上升ꎬ但是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之间仍有较大差

之 间相对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了国际贸易、国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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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ꎮ ２０１５ꎬ浙江省的产业结构中ꎬ第二产业比重仍高
达 ４８.３％ꎬ而第三产业则为 ３８.５％ꎬ差距较为明显ꎮ

无论是从生产总值产业结构还是产业结构来

看ꎬ第一产业的比重都是在不断下降ꎬ第二、三产业
的总体比重不断上升ꎬ这也就意味着对自由劳动力
的需求是不断增加的ꎮ 第二产业仍占有较高的比重
也说明了当下浙江对资源、能源的需求量依然旺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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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ꎬ浙江省拥有众多中小型的民营企业ꎬ规模化程
度程度不高、资源利用率较低ꎬ这也使得资源、能源
问题更加突出ꎮ 因而ꎬ资源与能源是影响当前浙江
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ꎮ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５ 年浙江省产业结构比重( 单位:％)

表１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生产总 第一产业 ５.１

４.９

４.９

４.８

４.７

４.４

４.３

值产业 第二产业 ５１.６ ５１.１ ５０.５ ４８.９ ４７.８ ４７.７ ４５.９
结构
产业
结构

第三产业 ４３.４ ４４.０ ４４.６ ４６.３ ４７.５ ４７.９ ４９.８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为例ꎬ全国主要城市的地价总体水
平为 ３ ５４１ 元 / 平方米ꎬ商业、住宅和工业用地价格
分别 为 ６ ５９３ 元 / 平 方 米、 ５ ３０５ 元 / 平 方 米 和 ７４６
元 / 平方米ꎮ 而浙江省的平均地价总水平为 ４ ３５５
元 / 平方米ꎬ商业、住宅和工业用地价格分别为 ８ ３３９

元 / 平方米、６ ８３２ 元 / 平方米及 ７９６ 元 / 平方米ꎮ 由
此可见ꎬ浙江省各类地价全面高于全国主要城市的
平均价格ꎬ那么ꎬ浙商的大量外迁也是理所当然了ꎮ
表２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地价比较( 单位:元 / 平方)

第一产业 １８.３ １６.０ １４.６ １４.１ １３.７ １３.５ １３.２
第二产业 ４８.１ ４９.８ ５０.９ ５１.０ ５０.０ ４９.７ ４８.３

( 就业) 第三产业 ３３.６ ３４.２ ３４.６ ３４.９ ３６.３ ３６.８ ３８.５

全国主要城市平均水平
浙江省平均水平

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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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

用地

用地

总水平

６５９３

５３０５

７４６

３５４１

８３３９

６８３２

７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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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资源禀赋现状与浙商走出去之间的

因果机制分析

２.１

煤、电等能源供应紧张对浙商走出去的影响
浙江省是一个能源小省ꎬ但却一直是一个能源

消费大省ꎬ且所消耗的绝大部分化石能源要依赖省

土地资源匮乏对浙商走出去的影响

外调入ꎮ 近年来ꎬ浙江省经济高速增长ꎬ但是与之相

狭小的地域ꎬ使得浙江省的用地矛盾一直以来

伴随的是能源的高消耗和资源严重浪费ꎮ 能源需求

都很突出ꎮ 浙江省土地面积为 １０.１８ 万平方公里ꎬ
仅占全国总面积的 １.１０％ꎬ是中国土地面积最小的
省份之一ꎬ排在第 ２４ 位ꎮ 浙江省第二次土地调查数
据显示ꎬ浙江的人均耕地面积仅为 ０.５６ 亩ꎬ约为全
国人均耕地面积的 ３７％ꎮ 作为人类生存和生产活
动最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ꎬ土地的有限性和不可再
生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是十分明显的ꎮ 而
浙江省在经济发展中普遍遭遇工业用地紧张甚至供
不应求的局面ꎬ稀缺的土地资源与日益扩张的工业

大幅度增长及常规能源资源短缺已经成为浙江经济
发展中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ꎮ 目前ꎬ浙江省的能源
消费以一次能源为主ꎬ因而电力是其最重要的能源
之一ꎬ而消耗煤炭的火电厂占浙江省发电量的比重
却达六成左右ꎮ 即便如此ꎬ浙江省依然是全国缺电
最严重 的 省 份ꎬ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 平 均 电 力 缺 口 高 达

３１７.６ 亿千瓦时ꎮ 这不仅使得工业用电不能保证ꎬ高
峰期间部分地区连居民用电也不能保障ꎮ 许多企业
由于供电不足ꎬ只好无奈地推掉本可签下的订单ꎮ

用地需求、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格外尖锐ꎬ众多企业
面临“ 用地难” 的问题ꎮ 虽然浙江省各级政府通过
建设工业园区等措施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企业
用地难问题ꎬ但工业园区得进入门槛较高ꎬ申请周期
较长ꎬ因为无法成为一个普惠性的政策ꎬ众多民营企

如下图 １ 所示ꎬ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浙江省的能源缺

口 与电力缺口 ② 总体上呈上升趋势ꎮ ２０１５ 年能源
①

缺口为 １７ ４７６.５ 万吨标准煤ꎬ电力缺口为 ５４３.２ 亿
千瓦时ꎮ 虽然 ２０１５ 年的电力缺口相对于 ２０１４ 年有
所降低ꎬ但缺口依旧巨大ꎮ 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发

业仍然面对生产用地无门的境况ꎬ不得不另辟新径ꎮ

动机ꎬ能源与电力的短缺将严重制约地方经济与相

这也是大量企业外迁的直接原因ꎮ

关企业的发展ꎮ 当企业在浙江省内无法获得保证其

此外ꎬ土地价格上涨的幅度惊人ꎬ也导致不少中
小企业发展面临“ 用地贵” 的困境ꎮ 如表 ２ 所示ꎬ以
①
②

能源缺口 ＝ 能源消耗量－能源生产量
电力缺口 ＝ 电力消耗量－电力生产量

发展的资源与能源时ꎬ这些企业会选择将其搬迁到
资源、能源丰富的地区或在这些地区投资建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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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ꎬ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是浙江经济发展不
得不面对的现实ꎬ如下图 ３ 所示ꎬ浙江省城镇单位就
业人员 的 平 均 工 资 也 在 不 断 上 升ꎬ 由 ２００５ 年 的

２５５７２ 元 / 年增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６６ ６６８ 元 / 年ꎬ 增 幅 为
１６０.７１％ꎬ年均增幅为 １０.１％ꎮ 劳动力成本的迅速上

升ꎬ使得众多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负担剧增ꎮ 此外ꎬ不
光劳动力成本在提升ꎬ与劳动力成本相关的社会福
利、劳动保障等方面的要求也显著提高了ꎮ 有一些

图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浙江省能源、电力缺口统计图

数据来源:浙江省统计年鉴ꎮ

企业规模较小ꎬ主要从事中低档的产品生产ꎬ没办法
解决消化如此高昂的成本ꎬ因此只能把企业搬到劳
动力价格较低、劳动力环境相对便宜的地方去ꎮ

从目前情况来看ꎬ浙江省人均森林面积较低ꎬ黑
色金属与有色金属等矿产均严重缺乏ꎬ这些都严重
影响了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ꎮ 此外ꎬ虽然目前
浙江省的人口增速虽然放缓ꎬ但人口总量仍在持续
上涨ꎮ ２０１５ 年末ꎬ浙江省常住人口已达到 ５ ５３９ 万ꎮ
人口的增长不仅会降低原本已经十分匮乏的资源人
均占有水平ꎬ还会消耗更多资源ꎬ因而带来了更大的
资源压力ꎮ
２.３

劳动力供给不足与成本上升对浙商走出去的

影响
近年来ꎬ浙江省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ꎬ劳动力比

例也呈现出下降趋势ꎮ 如下图 ２ 所示ꎬ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ꎬ浙江省 ６０ 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不断提高ꎬ由 ２００５

图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浙江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数据来源:浙江省统计年鉴ꎮ

综上所述ꎬ浙江省资源禀赋的现状主要体现在

年的 １４.１２％增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０.３７％ꎬ远超老龄化的

三个方面:土地资源、煤、电等能源以及劳动力资源ꎮ

例在不断下降ꎬ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６６.５２％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

资源最为紧缺的省份之一ꎮ 土地资源的短缺也导致

临界值 １０％ꎮ 且从总体上来看ꎬ１８ － ６０ 岁的人口比

浙江省土地资源短缺的问题由来已久ꎬ是中国土地

６３.２６％ꎮ 从中可以看出ꎬ浙江省劳动力比例的缺口

了浙江省土地价格的上涨ꎬ使得浙江省的平均土地

在不断拉大ꎮ 劳动力作为是经济发展的基础ꎬ劳动

价格高于全国主要城市的土地价格ꎮ 煤、电等能源

力比例缺口的拉大成为制约浙江经济以及浙江企业

是社会经济以及企业发展的基础ꎬ然而浙江省煤电

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ꎮ

一直存在着供应不足的问题ꎬ因而浙江省大量的煤、
电能源都要依靠外地的调运ꎬ且近年来浙江省煤、电
的缺口总体上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ꎬ这将会严重制
约浙江经济的发展ꎮ 此外ꎬ浙江省的老龄化程度也
在不断加深ꎬ劳动力比重也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ꎬ
再加上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ꎬ企业用工难、用工贵
的问题日益凸显ꎮ
浙江省资源禀赋的现状不仅使得浙江企业的成
本上升ꎬ包括土地成本和用工成本等ꎻ同时煤电等能
源与劳动力比重的下降制约了浙江企业的发展ꎮ 在

图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浙江省不同年龄段人口比例

数据来源:浙江省统计年鉴ꎮ

成本上升和发展受限的双重影响下ꎬ为了能够更好
的发展ꎬ众多浙商纷纷选择“ 走出去”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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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能源消费结构中ꎬ煤炭占 ５２.４％ꎬ石油占 ２２.４％ꎬ天
然气占 ４.９％ꎬ水、核、风电占 １０.９％ꎬ其他能源品种
占 ９.４％ꎮ 从中可以看出ꎬ浙江省的能源消费总量还

在逐渐上升ꎬ但是其能源消耗依然是以煤炭、石油为
主ꎬ两者共占 ７４.８％ꎬ而水、核、风电这些清洁能源仅

占 １０.９％ꎮ 随着世界范围内化石能源的日益枯竭ꎬ
为了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ꎬ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是浙
江省的基本策略ꎮ
图４

３

浙江省资源禀赋对浙商走出去的影响机制

资源能源匮乏的应对策略与正确引导“ 浙

商走出去”
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ꎬ浙江把“ 引进内资” 确定为政

府工业经济工作的重点ꎬ启动实施了“ 省外浙商回
归工程” ꎮ ２００８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ꎬ对浙江的经济
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影响ꎬ为了促进浙江经济的恢复
和发展ꎬ浙商回归工程的进展进一步加快ꎮ ２０１２ 年
浙江省政府更是将“ 浙商回归” 作为政府工作的“ 头

浙江省发展清洁能源有其自身的优势ꎮ 浙江省
东临海洋ꎬ海岸线长ꎬ港湾多ꎬ海洋资源丰富ꎬ可加快
发展风力发电ꎬ特别是海上风电规模化建设ꎻ同时ꎬ
应充分利用海洋潮汐能ꎬ亦可适度推进核电店的建
设ꎮ 浙江省水力资源丰富ꎬ可开发的水电资源蕴藏
量较大ꎬ可充分利用这一优势ꎬ发展水电及其相关改
造项目ꎮ 在此基础上ꎬ还应拓展太阳能多元化利用、
综合高效利用生物质能、逐步推广地热能利用ꎬ形成
以风电、水电和海洋能开发利用为主的清洁能源开
发布局ꎮ
作为能源消耗大省ꎬ能源问题一直是制约浙江

号工程” ꎮ 在此背景下ꎬ有效应对资源能源匮乏所

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ꎮ 大力推动清洁的开发利用ꎬ

“浙商回归” 工程有效配合ꎮ 当然ꎬ这并不是意味着

有利于优化能源消费结构ꎬ突破能源瓶颈约束ꎬ推动

造成的不利影响ꎬ尽可能地将浙商留在省内才能与
全盘否定“ 浙商走出去” ꎬ而是需要正确地引导ꎮ

３.１

有效应对资源能源匮乏问题

３.１.１

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

浙江素有“ 七山一水二分田” 之称ꎬ人多地少ꎬ

提高清洁能源在全省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ꎬ不仅
发展低碳、绿色经济ꎻ还可以将部分因能源问题外迁
的企业留在浙江ꎬ推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ꎮ
３.１.３

持续推进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改造

随着科学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日益结合ꎬ传统产

土地供需矛盾突出ꎮ 要想缓解当前土地供需的矛

业的智能化改造已逐渐成为新一轮的“ 工业革命”

盾ꎬ节约集约用地是根本出路ꎬ这也是浙江实现经济

的发展目标ꎮ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ꎬ用工难、用工贵已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ꎮ 近年来ꎬ由于粗放的

是大势所趋ꎮ 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ꎬ也使得较

经济发展方式ꎬ浙江土地资源承载能力已触及底线ꎮ

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成为过往ꎮ 劳动力成本的迅速

因此ꎬ必须通过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ꎬ提高土地资源

上升使得浙江制造业低成本优势难以为继ꎮ 为了应

的承载能力ꎮ

对人口红利的消失ꎬ对传统产业进行智能化改造已

应当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ꎬ推进产业空间的

成为必然ꎬ而机器换人就是一个值得尝试的选择ꎮ

整合与集聚ꎬ加大旧建筑的改造ꎬ引导工业用地的合

“ 机器换人” 的本质是以劳动载体的升级替换为途

理置换ꎬ改善土地资源配置ꎮ 同时ꎬ要组织低效用地
再开发、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等专项规划ꎬ鼓励从
土地的平面开发向立体开发转变优化土地利用空间
和布局ꎮ
３.１.２

注重绿色发展ꎬ大力发展清洁能源

２０１５ 年浙江省能源消费总量为 １９ ６１０ 万吨标

准 煤 ꎬ比 上 年 增 长４ . ２ ％ ꎮ全 社 会 电 力 消 费 总 量 为

３ ５５４ 亿千瓦时ꎬ比上年增长 １.４％ꎮ ２０１５ 年浙江省

径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ꎬ其目的是为了提升企业市
场竞争和可持续发展能力ꎮ “ 机器换人” 有利于破

解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难题以及招工难对企业发展的
制约ꎮ 作为中国制造业大省ꎬ浙江拥有众多劳动密
集型企业ꎬ尤其是纺织服装、汽车配件等行业ꎬ因此
利用“ 机器换人” 降低劳动力成本对浙江而言更具
有现实意义ꎮ 同时ꎬ机器换人能够带来技术红利ꎮ
首先ꎬ机器换人能有效地缓解部门企业用工难的现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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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ꎬ也能够降低企业经营的成本ꎮ 其次ꎬ机器换人有

设性意义ꎮ

利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ꎬ为发展高端制造业和
高新技术产业打下基础ꎬ同时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ꎮ
对传统产业进行智能化改造ꎬ不仅要注重企业
机械化水平的提高ꎬ同时还要逐步提高企业信息化、
精密化与绿色化的程度ꎬ当然这也需要企业在管理
方面做出改变ꎮ
３.２

正确引导“ 浙商走出去”
“浙商走出去” 本身具有积极的意义ꎬ不仅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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