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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首先对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中有关产业集群的理论进行综述，然后选择珠江三角洲地区东莞市

的台资 IT 制造业集群作为实证研究对象，考察 IT 制造业集群的机理，以及 IT 制造业集群对于外商投资动

机、厂商优势和区位优势选择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集群战略的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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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传统的区位理论和贸易理论一直用于解释与厂商优势、地区优势和外商投资

动机有关的投资与贸易问题，并主导各国或地区的外向战略以及相关的产业布局与产业政

策。如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论，认为各国相同产业生产成本存在差异，贸易可使各国按生
产成本最低原则安排生产而获利。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成本学说，认为决定国际贸易的不是
绝对成本的低廉而是相对成本的低廉。因此每个国家，不管处于何种发展水平，均可生产本

国相对成本低的产品，然后进行贸易。还有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强调各个国家
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各个国家分工生产使用本国最丰富的生产要素的产品具有竞争优势。

总体上看，这些比较优势界定都与一国的资源禀赋相关，即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自然资源密

集型产品以及劳动与资源的低成本优势[1]。因此，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格局一般表
现为，发达国家由于具有资本和技术资源丰富的优势，因此，发达国家出口（或输出）资

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发展中国家拥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因此，发展

中国家出口（或输出）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

比较优势理论得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向战略及沿海地区吸引外资的地区优势和

外商投资的动机等相关问题。在 1980年初期，我国以侨乡广东和福建为试点开办经济特区
开始引进外资，这些地区依靠劳动力资源丰富（主要为内地省市的大量民工）和劳动成本

较低的优势，吸引大量的海外资本（主要是港澳台华人资本）以“三来一补”的方式投资

于劳动密集型轻型消费品产业，生产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到国际市场，外向战略取得了巨

大的成功。在整个 80年代，中国沿海开放地区基本上是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
业，引进外资也是缺乏产业选择，外商进入的产业大部分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投资区

位选择（Locational Choice）基本上是根据当时沿海开放地区自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
在这些地区建立外向型的出口加工基地。1991年之后，以上海浦东开放开发为标志，我国
全方位加快了沿海地区经济对外开放的步伐，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天津、大连等沿海省市

也相继成为外资投资密集区，如日资企业集聚于大连，韩资企业集聚于山东，欧美的跨国

公司主要集聚于上海，而台资也由广东和福建等侨乡开始向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扩

散。尤其自 1995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政策”颁布之后，中国引进外资由“地区倾斜”政
策向“产业倾斜”政策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一些外资出口加工区开始萎缩，建立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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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未能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持续竞争优势，而一些则成功实现

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呈现出明显的外资追随效应和外资区位优势[2]。外商投资区位
选择的变化和外资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等问题引起了我国学术界和产业界的极大关注 [3-
5]，大量的研究成果证实，在国际资本移动和投资自由化的大趋势下，随着我国全方位对
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外资企业投资的区位选择主要由已有的产业集群（Cluster）或相关的
支持产业（Supporting Industry）来决定是否能刺激和吸引投资的现象[6-7]。90年代以来，
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及运营明显转向注重产业的集约化区域的方向，其行为则明显地表现

出投资时的追随效应。产业集群与配套产业的完整性以及地区的创新网络更是近年来国家竞

争优势理论的重点构成部分。

本文首先对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中有关产业集群的理论进行综述，然后选择珠江三角洲

地区东莞市的台资 IT制造业集群作为实证研究对象，考察 IT制造业集群的机理，以及 IT
制造业集群对于外商投资动机、厂商优势和区位优势选择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

集群战略的引资建议。

一、波特产业集群理论的主要观点

产业集群理论是波特有关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新发展，他采用非均衡的动态分析方法

研究地区、国家乃至国际范围内的产业竞争力和竞争优势问题，突破了传统的建立在一般均

衡和静态均衡分析方法基础上的比较优势理论，并创立了“钻石模型”体系来分析产业集

群的竞争源泉与竞争力。在 1990年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一书中1，波特引入“集群”（clusters）概念，集群即指在某一特定区域下的一
个特别领域，存在着一群相互关联的公司、供应商，关联产业和专门化的制度和协会[8]。在
他看来，集群的因素支配着当今世界地图，发达国家都拥有全球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例如，

在美国，有硅谷和 128公路地区的微电子高技术产业集群、底特律的汽车设备制造业集群、
纽约玛第森大街的广告业集群、达尔顿的地毯业集群、加利福尼亚的葡萄酒制造业集群、马萨

诸塞的制鞋业集群和好莱坞的影视娱乐业集群等。在德国，有索林根的刀具业集群、斯图加

特的机床业集群、巴登-符腾堡的机械业集群和法兰克福的化工业集群等。在法国，有巴黎森
迪尔区的网络业集群、布雷勒河谷的香水玻璃瓶产业集群等。在意大利，有萨梭罗地区的瓷

砖业集群以及众多的集中分布在东部和东北部小城镇的设计和生产轻工业品的创新性产业

集群。日本也在机器人领域长期处于国际竞争优势地位。因此，波特认为，一国的生产率和

竞争优势要求专业化，必须超越资源禀赋要素的比较优势，集群成为国家（或地区）的产

业竞争力源泉。

1998年，波特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对产业集群进行了重新定义，认为产业集群是“在
某一特定领域内相互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9]。集群包括一批对
竞争起重要作用的、相互联系的产业和其他实体。例如，它们包括零部件、机器和服务等专业

化投入的供应商和专业化基础设施的提供者。集群还经常向下延伸至销售渠道和客户，并从

侧面扩展到辅助性产品的制造商，以及与技能技术或投入相关的产业公司。最后，许多产业

集群还包括提供专业化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的政府和其他机构，例如大学、标准

的制定机构、智囊团、职业培训提供者和贸易联盟等。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葡萄酒制造业集群

为例，该产业集群包括 680家商业酿酒商和几千个提供酿酒商原料的葡萄种植者。在那里

还存在大量补充性产业支持着酿酒制造和葡萄种植，其中包括葡萄存贮、灌溉和收割设备、

木桶及标签的供应商；专业化的公共关系和广告公司；以及众多的以消费、贸易读者为对象

的酒类出版物。许多当地机构团体也被纳入这一酒业集群，例如座落于戴维斯的加利福尼亚

大学拥有世界著名的葡萄栽培、葡萄酒酿制计划和酒业协会，以及加利福尼亚参议院和立法

会议的葡萄酒特别委员会。而且，这个集群还与加利福尼亚的农业、食品和餐饮，以及酒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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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等其它集群有着联系。由此可见，集群具有明显的产业价值链地域空间集聚特征，既

有主导产业企业，又有为主导产业提供配套服务的其它产业企业和机构，这些关联产业和

机构共同组成一支立体作战军团，既激烈竞争又彼此合作，从而赢得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

争优势[10]。

作为对发达经济国家产业竞争优势实证研究的结果，波特创立了著名的“钻石模型”

体系来解释产业集群的竞争源泉以及产业竞争力与国家竞争优势的关系。具体来说，“钻石

模型”包括四种主要因素（图 1）。它们分别是：（1）生产要素，包括初级的生产要素
（指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禀赋）和被创造出来的生产要素（包括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

设施）；（2）需求条件，包括国内需求的结构、市场大小和成长速度、需求的质量、需求国

际化的程度等各个方面。（3）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的表现，包括纵向的支持（企业的上

游产业在设备、零部件等方面的支持）和横向的支持（关联的企业在生产合作、信息共享等

方面的支持）；（4）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竞争对手，包括企业的经营理念、经营目标、员

工的工作动机、同行业中竞争对手的状况等方面。

图 1  波特的“钻石模型”体系
（数据来源：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2002，中译本）第三章图 3-5并改编）

在上述四种因素之外，还存在两种外生因素也可能影响产业的竞争优势。这两种因素就

是政府和机会。对于政府的作用，波特认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要尽力去创造一个支撑生产率

提升的良好环境，政府可以通过自己的活动（诸如确保强有力的竞争和提供高质量的教育

与培训）来影响钻石模型四种核心因素中的任何一个方面，从而达到影响产业竞争优势的

目的。另一方面，新的需求、新的技术出现等机会因素则为落后产业获取发展提供了最佳的

时机。不过，波特认为，在其“钻石模型”体系中，四种核心因素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

是内生的基本环境因素。如果没有四种核心因素的存在和相互配合，单纯政府的影响和机会

的出现通常并不会使产业取得竞争优势。这是因为，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另一方面，

“政府的影响虽然可观”，但“政府本身并不能帮助产业创造竞争优势”[8]。通过其“钻

石模型”体系，波特解释了产业集群这种新的空间产业组织形成获取竞争优势的源泉，即

产业集群不仅仅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而且改进激励方式，创造出信息、专业化制度和

名声等集体财富。其中，重为重要的是，集群能够改善创新的条件，加速生产率的成长，也

更有利于新企业的形成和吸引关联企业的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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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波特认为，对于吸引外来资本的地区，如果“嵌入”的产业能够在当地形成一

个相互关联的企业网络时，将会带动该地区相关联的上下游产品的发展，从而提升该地区

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即“嵌入”产业的“拉拨效应”。相应地，整个产业链条中吸引外资的

比较优势也明显地增强，将会持续吸纳大量的外来资本。无疑，波特的产业集群理论为发展

中国家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吸引外来资本建立本地具竞争力的产业指明了方向。

二、东莞 IT制造业集群的案例分析

东莞 IT制造业迅速崛起是全球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90年代以来，随
着以微电子和光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机、通信设备和新材料等新经济技术革命的兴起，加快了

外资 IT在东莞的投资，尤其是 1994年以来以台湾 IT产业向大陆的大规模迁移为楔机，东

莞积极引进台资 IT产业，成功地纳入了全球 IT产业的分工体系中，实现了外向型经济出
口加工贸易由服装、鞋业等低技术轻型产业向电子及通讯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等高技术制

造业的转变。目前，东莞的 IT制造业已形成了以大企业为中心、大量专业化分工协作的配套

企业、关联企业、下游企业和研发部门等众多企业和机构的地域集中现象。东莞 IT制造业颇

为引人瞩目，其 IT制造业的集聚过程深刻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机遇

和挑战。

东莞 IT制造业的产业组织形式大致经历了 2个演化阶段。在 20世纪 80年代末至 90年
代早期，利用沿海开放区域的优惠政策，以及土地和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以“三来一

补”出口加工贸易的模式参与全球 IT产业的国际分工，东莞因此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
的下包生产地。东莞的 IT制造最初选择出口加工贸易的模式并得以快速发展，主要取决于

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自 80年代以来，东莞一直是海外资本尤其是华人资本的国际
下包生产基地，以“三来一补”企业组织方式，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制造业区域生

产网络，并使轻型消费品加工出口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优势。因此，直接继承这种出口加工

贸易的模式可以减少外资 IT的经营风险与不确定性。（2）电子产业具有较长的商品价值链，

而东莞在 80年代基本上以轻型消费口的加工制造为主，缺少 IT相关的上下游产业支持及

配套产业网络，电子资讯产业的原材料和产品市场也都不能实现本地化，因此，只能作为

国际 IT资本的下包生产地。（3）在整个 80年代，东莞的廉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成本与台

湾等国际 IT产业基地相比具有绝对的优势，因此，从 IT产业的价值链分工来看，国际资

本把部分电子资讯产品的低附加值加工环节下包到东莞的生产工厂能获得产业地域分工的

比较优势，极大地降低制造成本。

进入 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内 IT市场成长，国内外厂商对大陆本土市场的预期普遍

乐观，因此加快了在大陆沿海地区的 IT产业投资步伐。尤其是东南亚遭受金融危机之后，

国际 IT产业的生产制造基地开始大规模向大陆迁移，东莞地方政府抓住机遇，主动出击，

加大了引进国际 IT资本的力度。在东莞 IT制造业集群过程中，台湾 IT产业大规模向东莞的

迁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东莞台商在进驻过程中通过台商企业协会，把台湾在外向型加工

过程中形成的产业网络和人脉网络整体移植到东莞，通过 OEM方式向东莞大规模转移相

互配套的电子信息产业群，以维系台湾 IT制造业长期以来形成的依靠垂直分工和高效协作

的中小企业弹性专精生产网络的全球竞争优势。这种集群化的转移方式表现为，一个生产核

心产品的大企业迁入以后，相关配套的中小企业也跟着进来，在周边地区逐渐发展起新的

外包供应体系。比如，在清溪镇，作为modem、主机板、显示器和手提电脑生产的致福企业

属于一家大型的电子制造企业，当这家企业在东莞投资了 1.5 亿美元，建立了近 5 万平方

米的致福电子城以后，大量的配套性中小企业也陆续迁移至东莞。

台湾电子信息企业组群式的迁移过程开始改变东莞 IT制造业的企业组织结构和网络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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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一方面，台湾 IT产业的配套嵌入极大地促进了东莞本土 IT产业的发展，国内 IT产业在
规模向东莞投资，形成了“波特竞争优势”意义上的“拉拨”效应。目前，东莞市大约已有

1000多家以生产各种可供电子产品配套的基础性元件、零部件的内资企业，比如，彩管厂、

敷铜板厂、印制线路板厂以及接插件、磁性材料、液晶、晶体管、电容器等。这类企业主要为东

莞的通信、电脑和 VCD等电子产品配套服务。因此，本地化的电子零部件生产项目构成了东

莞 IT制造业集群的一个重要基础。另一方面，本地配套能力的不断增强也加速了国际 IT资
本向东莞的集聚，形成了外商投资的区位优势。如美国、日本、欧盟以及东南亚其它国家或地

区的国际 IT资本加快了在东莞电子资讯产品制造业领域的聚集，一些国际 IT企业如诺基

亚、台达、光宝、微星、技嘉、东聚、方正科技电脑等也追加了在东莞的投资规模。目前，东莞也

超越了自然资源禀赋意义上的比较优势，产业集群和地方产业配套能力成为东莞外商投资

的区位优势。

东莞 IT制造业集群形成了明显的规模经济、专业化分工和地方生产率等竞争优势。东莞

已成为国际性的 IT制造业基地，东莞制造的 IT产品在世界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如电脑

磁头、电脑机箱及半成品占 40%，软驱的市场占有率达 30%，扫描仪和微型马达 20%，键

盘 16%，主板 15%。同时，东莞各镇区构成专业化生产协作网络，如清溪镇主要生产电脑

机箱，1999年的生产规模达到 1560 万台，占全球份额的 30%，居世界各产区之首；石碣

镇的电源供应器、电脑键盘、碎纸机、变压器、轴向引线瓷质电容器、园标型电阻器、压敏变阻

器等电脑资讯电子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据东莞台商投资协会的估计，在东莞的各类

IT制造商中，与电脑有关的企业占有半数以上，电脑零部件的本地配套率高达 95%以上，
方圆 50 里以内就能配齐一部电脑。这种强大的配套能力提升了地方产业的生产效率，极大

地增强了东莞 IT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IBM、康柏、惠普、戴尔等全球著名电脑公司已把东

莞作为重要的电脑零部件采购基地。

三、主要结论

1、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资本自由移动的趋势下，基于均衡的、静态的自然资源禀赋优
势已不再是国家（或地区）竞争力的决定因素。波特新竞争经济学认为，一国的生产率和竞

争优势要求专业化，必须超越资源禀赋要素的比较优势，产业集群成为国家（或地区）竞

争力的源泉。

2、随着现代工业的分工和协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影响跨国公司对亚洲和中国的投资
区位选择除了比较优势要素（包括资源、劳力、交通以及市场）外，产业结构和配套产业的

因素成为外商投资动机、厂商优势和区位优势选择的重要指标。

3、东莞 IT制造业的集聚过程深刻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机遇和挑

战。在外向战略过程中，东莞依靠低成本优势率先加入全球商品链的分工体系，获得了比较

优势的竞争优势；在 90年代，东莞政府抓住了国际 IT产业转移的机遇，建立了 IT制造业
集群，获得了集群的竞争优势和外商投资区位优势，成功地实现了外向型经济产业结构的

调整与升级。

4、东莞 IT制造业集群的实证研究表明，包括生产要素条件（尤其是人力资源、土地和

区位）、国内外市场对 IT产业的需求、台资 IT主导产业企业及国内外的配套产业支持和基
于网络组织的台资 IT企业组织结构等四个要素是东莞 IT制造业集群竞争优势形成的内因，

而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和对国际 IT制造业产业转移机会的把握是集群形成的外在因素。目

前，东莞的 IT制造业集群已形成波特意义上的竞争优势。

5、加入WTO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从产业集群战略的高度制定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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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政策，不仅能加快我国吸引外资的步伐，而且有利于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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