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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描述了电子商务产业集群发展的原理、结构，通过对佛山电子商务企业和产业配套的现状分析，提

出了完善佛山电子商务产业集群体系的策略，以促进佛山电子商务产业转型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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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几年佛山电子商务发展迅猛，已形成了若干个由科技园、核心企业带动的电商产业集

群带，如新媒体电子商务园、泛家具电商创意园、苏宁云商平台等。但在快速成长下也暴露

出诸如：产业配套体系不健全，产业发展部平衡，线上规模集聚与创新能力差，线下办公、

仓储、物流于一体的场所配置不合理，以及平台多而不强等问题，佛山的电子商务产业集群

“形聚但神散”，间接削弱了佛山制造业的整体竞争优势。如何提升佛山电子商务产业集群

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课题。 

 

二、产业集群与电子商务产业 

产业集群是迈克尔·波特（美国哈佛大学教授）1998 年在《国家竞争优势》的著作中

首次提出的。他认为：上下游生产企业、关联供应和服务商、包括金融机构、科研机构及其

它相关中介组织，会自发的在一定区域内集聚形成一个群体；它们以获得创新资源为目标，

围绕减少创新成本、提高效率的活动过程，通过集群获得人力、政策、资金、产业配套的环

境支持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产业集群已成为国内外区域创新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企业界的普遍关注。组建一个优秀的产业集群，可以让不同规模的企

业借助供应链、核心企业带动，形成强大的经济效益。电子商务是信息高度集聚、规模化生

产的产物。 

一个有影响力的电子商务产业集群体系，可以通过目标、环境、过程的协作有效协助企

业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规模，并获得集群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按照产业集群发展理论，电

子商务产业集群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产业核心层，主要包括了电商企业和围绕其活动

的支付结算产业、供应链产业、软件服务产业、媒体会展产业等上下游活动相关组织组成；

第二层是集群支持层，主要是物流、资金、财务管理等支持组织组成；第三层是环境政策层，

主要是政府相关产业政策、人才、科技等相关组织组成。如图 1所示。推动电子商务产业集

群化发展，将进一步提升区域电子商务信息跨组织共享和集聚，降低规模化化生产的成本和

提高电子商务活动效率，它离不开产业体系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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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山电子商务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必要性 

（一）佛山电商快速发展势不可挡，但问题也不可忽视 

上世纪末开始，电子商务的便捷性、低成本、全球化等优势让我国众多产业得到了快速

发展，甚至出现“不上网就等死”的企业成长预言，使得各类型企业纷纷上网开始电子商务，

并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流。就佛山而言，2017年佛山的地区生产总值已经达到 0.95万

亿，很可能在 2018年跨入万亿 GDP城市行列，这其中电子商务贡献不小。据中国电子商务

研究中行、佛山电子商务协会监测数据显示，2017年，佛山电子商务交易额规模达到 6330

亿元，同比增长 25.35%，在近 3年实现翻番。电子商务直接从业人员达到 11.6万人，间接

从业人员则超过 24 万人；同时佛山网购零售消费额占社会消费零售总额达到 34.5%，按照

常驻人口 765.67万人计算，2017年佛山人均电商消费约 1.5万元。在领域上：佛山 B2B电

子商务交易额达 4891亿元， B2C约 1000亿，O2O、C2B、B2G等其他模式电子商务交易

额仅有 290亿；在区域上：佛山的顺德、南海、禅城三个区电子商务市场分别占比 21.12%、

19.80%、18.33%，占了大半壁江山；在组织上：这三个区的电子商务企业、快递仓储服务

记过数量也是其他两个区的数倍。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到，佛山的电子商务发展已经初具规模。

然而，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传统电商分布过于分散，且定位不清晰、产业服务体系不完善，

使得佛山电子商务存在资源利用不均衡、信息互通水平和共享能力不强等问题。 

（二）佛山发展电子商务产业集群的优势 

电子商务产业集群是以 B2B、B2C为核心企业，通过上下游服务，促进供应链、金融、

技术、信息等资源在地理上集聚等形式，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区域竞争力的。电商产业园就是

一种典型的形式，它将分布零散的电商组织整合、集聚，通过完善配套服务来提升产业园的

资源利用率和竞争力。发展电子商务产业集群能大幅减少交易流通的中间环节，促使商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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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与流通成本下降并带来效率的提升。而区域内具有分工合作关系、不同行业与规模等级的

网店，和平台、软件、媒体、会展、支付与金融、人才、广告、诚信评估、搜索、物流、咨

询等服务商，以及政府、行业组织、园区等组成的电子商务产业集群的资源集聚，使得企业

将获得政策、资本、成本、技术、品牌等多方面的外部规模优势，并加速区域内知识和技术

的转移扩散，将大幅提升区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电子商务产业集群通过规模经济、范围经

济让单个企业物流、供应的成本和效率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并促进集群企业的整体营销手段

的运用，在降低风险的基础上行，增强到了区域品牌优势，并获得群体营销优势。 

 

四、佛山电子商务产业集群体系发展问题分析 

（一）电子商务核心产业层的规划与建设相对滞后 

截止到 2017年 5月，佛山目前有已建成各类电子商务园超过 30个，总投资超过 50亿

元，其中 5个园区被确定为市级电子商务示范园区，仅有顺德拥有 1个的“国家级电子商务

试点——乐从镇”和 2个“国家级电商商务示范企业——美的、飞鱼”；并树立了苏宁云商

等 22家佛山市电子商务示范企业，以及顺德盛熙电器等 5家跨境电子商务试点企业和中欧

电商城等 2个跨境电子商务试点园区，初步形成了以园区、核心企业辐射带动的多个电子商

务产业集群，但是，相关产业集群的配套组织和资源配置存在一系列问题。表现为：商业层

次低，产业链不完整，线上规模集聚与创新能力差，线下办公、仓储、物流于一体的场所配

置不合理，以及平台多而不强等问题。目前，年交易额超亿元的集群核心企业约 70家，超

千万元企业约 300家，虽然佛山计划到 2020年电商交易额拟突破 9000亿元；但是，相对于

同期深圳 3万亿、杭州 2.4万亿、广州 2.2万亿，乃至二线规模相当的城市如：宁波 1.2万

亿、苏州 1.1万亿、无锡 1亿的计划发展交易规模都相形见绌。相比之下，佛山的电子商务

集群发展是滞后的，无法迎合佛山拟打造成为“制造一线城市”、“互联网+智能制造示范

城市”的定位。 

（二）电子商务产业集群配套支持体系不完善 

金融是电子商务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金融机构们也不断推陈创新，以满足佛山产业展

需求。如中行佛山分行推出财务规范度相对较低的“轻松分期付”；中行佛山分行、中心佛

山分行、招商佛山分行推出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建行、工行佛山分行推出了“专业信贷工

程”等。但是，由于电子商务讲究快速流动，普遍都是轻资产运作，且知识产权较少，缺少

抵押物，导致电子商务企业实际获得贷款额明显不足，可选的短、中、长期融资产品不多。

同时，虽然佛山有广东省级金融高新区，但主要以后援型总部经济为主，金融机构的创新部

门落地很少，也很分散，缺少专门服务于电子商务企业金融的创新组织的引领。另外，受区

位、大型平台等因素影响，高精尖的电商人才大多被周边的广州和深圳所吸引，很难引进和

留住。在领军电商企业上，虽然佛山也有飞鱼、九鼎、洪城、小冰火人等电子商务省级百强

企业，但这些企业体量远不及深圳的腾讯、广州的唯品会，更重要的佛山的电商平台都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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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或纵向平台为主，缺少跨行业、横向服务型的大型领军电商平台。 

（三）电子商务产业集聚环境支持乏力 

佛山已建成的 30个电子商务产业集群区中，目前佛山主要只有龙江家居产业园、蔚海

电子商务基地、新媒体电子商务产业园、龙城国际电子商务产业园、车翼凤城电子商务产业

园等 11个园区得到了省、市及认定，其他的产业园主要是区域内电子商务综合体的模仿建

设，缺少特色和准确定位。同时这些集聚区多是利用闲置仓库、厂房等改造而来，占地面积

有限，入驻企业也是以小微企业及个体为主，且同质化严重，缺乏集聚空间和入驻企业缺乏

创新力，是其集聚效应难以发挥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佛山目前拥有快递公司超过 200

家，每日快递发运量超过 60万单，但是大多数快递企业规模小、物流场所设施不全、专业

人才缺乏，发展与电子商务需求不匹配。 

 

五、佛山电子商务产业集群发展推进策略 

（一）建设多层次的电子商务产业集群组织体系 

围绕佛山电子商务产业集聚出现的体系不完善、同质化和后续乏力等问题，应加强围绕

各个电子商务产业园的金融财务支持、产品分销中心、数据管理中心、品牌运营、各类会展、

论坛的相关组织和活动的建设，尤其是对这些领域中的龙头企业的资源、能力的优化与整合。 

（二）由点到面、重点建设 

目前，佛山电子商务产业集群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和数量，但多个领域缺乏核心的带动，

要弥补这个劣势可以从广度和深度方面，由点到面，从政策、供应链、规模方面面引进和培

养龙头企业、核心企业，从核心企业这个点出发，运用政策、环境带动配套服务企业的发展，

鼓励核心电商企业和服务配套龙头企业拥有核心技术与自主知识产权，提升自身在电商产业

活动的语话权，提升品牌效应，获得竞争议价主导权。 

（三）政府正确引导，改善电子商务产业集群环境 

在政策引导和规划上，继续深化电子商务产业发展计划，从多层次产业集群的视角，加

大对配套支持的软硬件建设，在场地、税收、工商管理登记等方面给予优惠，并开发媒体、

广播、报纸等公共信息平台，开展电子商务知识的宣传与推广，加强技术创新组织、高校和

第三方中介组织的电子商务培训，提供公众对电子商务的观念认知和意识形成，以优化电子

商务生产、消费结构。 

（四）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 

人才是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一方面应推动、支持电子商务产业和配套组织与

高校的密切合作，同时还要发挥行业协会、学会的作用，让协会和学会也成为电子商务人才

培养、宣传普及机构，并促进电子商务产业集群人才的自律、自主能力。 

（五）强化电子商务产业集群的专业分工竞争力 

电子商务产业集群包括了核心企业、制造和分销商、物流服务企业、金融服务机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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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服务组织和其他中介机构。要转变以往企业“大而全或小而全”的竞争观念，鼓励各机构

和组织间产业分工，聚焦核心业务，适应产业链发展需要。 

（六）完善融资支持政策。 

佛山应该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等契机，运用科技金融、

绿色金融和民间金融发展手段，从税收、市场拓展、知识产权服务、品牌维护等方面为相关

金融创新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支持。 

 

六、结论 

综上所述，产业集群发展已经成为了佛山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主流趋势。佛山的电子商

务产业集群初具规模，但产业层次、支持环境、配套服务等方面与佛山电子商务发展趋势不

匹配。为了更好的推进佛山电子商务产业集群发展，需要多主体、多层次、多角度的协同与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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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principle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industry cluster,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e-commerce enterprises and 

industry matching in Foshan, puts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e-commerce industry cluster 

system in Foshan, so a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e-commerce industry in 

Fo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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