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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意大利产业区经历了从学术概念到统计单位，直至产业空间政策的演化过程。作为一项政策，意大利产业区通过推动传统中小企业集聚发

展扶持“意大利制造”特别是“意大利传统制造”，进而扶持欠发达地区发展和地方经济竞争力提升，已经成为“第三意大利”现象的重要支撑。

通过历史回顾、政策解读，并结合全国和威内托大区层面的产业区和企业分布特征剖析，本文发现传统中小企业具有重要的促进就业和改善欠发

达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作用，通过产业区政策进行扶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产业区的遴选和主导产业确定需要体现政策导向，但在产业区的区

位选择上，既要面向欠发达地区以落实政策导向，也要避开偏远山区，并注重区域交通的便利性等因素，以促进产业区更具效率的发展和竞争力

提升；产业区内，则应采取更为综合性的措施，为企业发展改善运营环境，并且积极促进企业的集聚发展。在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背景下，应借鉴

意大利产业区的经验，鼓励在以往主要面向效率的政策基础上，更多聚焦于改善欠发达地区和扶持传统中小微企业集聚发展。

Abstract: Italian Industrial District (IID) has experienced the evolution process from academic concept to statistical unit, then to industrial space policy (ISP). 
As a policy, the IID supports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ed regions and promote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local economy by promoting the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and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de in Italy”,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Italian manufacturing”,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upporting factor of the Third Italian phenomenon. Through historical review, policy 
interpretation, and spatial analysis of IIDs and SMEs in the country and Veneto region,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traditional SM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employment and improv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so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upport them through 
industrial district policies; the selection of industrial district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leading industries should follow the policy orientation, however, in terms 
of location selection of industrial district, we should not only follow the policy orientation of supporting underdeveloped areas, but also avoid the remote 
mountainous areas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venience of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more efficient development and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industrial district; and in the industrial district, more comprehensiv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operating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nd to promote the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On the context of current macroeconomy, by offering the case 
of IIDs, we hope that we could not only focus on the efficiency of our industry but also pay more attention on the less developed regions and to support the 
agglomeration of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S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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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主要工业国家陆续迎来新的

经济危机，大规模扩张性的福特式生产方式遭受挑战，各

国纷纷探索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在此背景下，意大利东北

部和中部地区的中小制造企业不仅保持着活力，而且依然

推动着地方经济快速增长，这一现象引起普遍关注。贝卡

蒂尼（Beccatini）[1] 针对此现象开展研究并发展了马歇尔

（Marshall）[2] 的产业区概念，创新性地提出了“意大利产

业区”（IIDs: Italian Industrial District）概念。这一新概念随

之广受关注，不仅在学术上成为意大利制造业集聚现象的代

名词，还进入政策范畴成为意大利经济统计单元和政策性空

间，用以引导地域性的专业化产业发展，促进中小企业集聚

和提升整体竞争力，进而扶持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

区域乃至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

我国中小企业集群与意大利产业区一样，在经济结构和社

会文化结构中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而在发展过程中又不免

遭遇规模瓶颈、全球化、政策不利好等问题，因此意大利产业

区作为中小企业集聚的成功典范引起了国内学界和行业的关

注。譬如近年来国内学者的研究指出了意大利产业集聚在非贸

易联系与技术创新方面的作用、内生与外生因素的协同作用 [3]， 

以及欧盟和国家政策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作用 [4]。王缉慈等学者

持续推进国内外从产业集聚到产业集群的相关研究，浙江等地

的家族性、地域性民营中小企业集聚发展现象也受到更多关注

和积极评价 [5-7]。有关研究不仅涉及中小企业集聚及其生产特

征，还较为深入地揭示了企业间生产链背后的家庭和社会文化

因素，以及高效的协作和竞争促进、相关政策支持、完善的行

业服务和配套建设、专门化的柔性生产方式等 [8-10]。

尽管相关研究和理论发展已经较为成熟，但在政策导向

上，鼓励地方化集聚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仍然不是主流导向。

此外，王缉慈认为国内实践和城乡规划编制工作中仍然较为

普遍地存在着理论认知偏差，重城市化经济而忽视地方化经

济，限制了相关政策在推进产业集群发展上的作用 [11]。因此，

持续推动相关研究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意大利产业区政策实施至今已近 30 年。本文将主要聚

焦其政策内涵导向及其演化，以及意大利产业区作为政策性

产业空间在国家和大区层面的实际发展状况，通过较为系统

的分析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2  意大利产业区的政策形成

意大利中小企业集聚现象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这与其

特定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背景和历史演化等直接相关。上

升至学术直至政策层面的意大利产业区概念，则是二战后经

济复苏阶段的产物。在学术领域，意大利产业区是一种产业

集聚的类型，相比波特的集群（以大企业为主导）和知识集

群（研发机构主导）等，更注重地方化和中小企业，产业门

类也更倾向于传统制造业 ；在政策领域，意大利产业区自

1991 年成为意大利最为重要的经济政策之一，逐渐获得了从

国家到大区层面的体系化政策和法律支持。

从发展历程来看，意大利产业区的出现既有经济格局演

化的历史原因，也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原因 [12]。其一，二战后的

意大利产业经济仍然呈现原有的严重不平衡格局——现代化

制造业几乎完全集中于以米兰、都灵和热那亚为核心的西北

部地区（即第一意大利），其余地区（即第二意大利）则仍然

以传统农业为主（图 1）。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意大利自 1951
年立法并辅以减税和土地优惠等政策，扶持传统产业的中小

企业发展。其二，欧洲经济快速发展和统一市场逐步形成，

使得发展竞争日趋激烈，传统大公司为降低成本而纷纷在区

域乃至跨国层面推动企业的垂直分工布局调整 [13-14]，使得相近

的生产经营活动因相似区位需求而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空间集

聚现象。两者的叠加直接促进了意大利产业区——传统中小

企业集聚发展的出现，不仅为经济乏力的意大利带来新的希

望，也为传统经济欠发达地区带来了曙光，明显改变了传统

的二元化区域经济格局，第三意大利（Third Italy）及其概念

也由此广为人知 [15]。

为了积极应对国际竞争加剧带来的不利影响，保护和支

持传统中小制造业企业发展，意大利政府颁布了《扶持中小

企业创新与发展法》（1991 年），将意大利产业区提升到了

法定的统计空间单元和政策空间单元层面，进而又在 1993
年确定了意大利产业区的遴选和划定方法，推动了意大利产

业区政策的合法化和正规化，使其能够合法享受欧盟的产业

图 1  意大利的区域划分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6]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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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扶持。工业、商业和手工艺部发布的《实施》可再生能

源电力规则的指令》（1999）允许意大利产业区内的多个企

业联合起来共同选择不限于国内的能源供应商，且既可以是

生产商也可以是分包商。这一举措在明显提升了中小企业联

合议价能力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中小企业的集聚发展动力，

仅在一年里就促成了超过 60 个企业联合会的成立，涉及企

业超过 1 800 家。

进入 21 世纪，意大利产业区的政策不断完善与强化。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制造业外迁压力，意大利产业区一方面引

导本地商会、领导企业等大平台与国际市场接轨，以龙头力

量带动整个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要求大量生产终端

产品的中小企业“关注产品本身”，以提升终端产品的独创

性和品牌价值。一个典型案例是整体性的“绿色经济”形象

塑造——欧盟和国家出台多项环保规定后，意大利产业区内

企业以签订志愿承诺的方式共同承担环保责任，也由此推动

了企业间合作，进而不仅通过设施和资讯共享等方式降低了

成本，发展了绿色经济，而且因为共同的行动建立起了地方

的绿色经济形象。

3  意大利产业区遴选的政策导向

作为促进传统中小企业区域性空间聚集的重要政策，意

大利产业区在其上升至法律和政策层面之初就建立起了制度

化的动态遴选机制。意大利有三个层级的自治性地方政府，

其中大区是自主权力最大的最高层级地方政府。意大利全国

共分为 20 个大区，享有立法权、财政自治权等权力。1993
年大区政府获得了意大利产业区的遴选权力（国家政府的遴

选权力保留），2000 年后的法条修改进一步明确了该项权力，

这与多数扶持政策由大区政府层面实施有着直接关系。除了

国家和大区政府层面，一些企业和社会组织也根据自身需要

划定了产业区，譬如金融机构通过划定意大利产业区来引导

和规范信贷等，但是不同机构因导向差异而在具体的划定方

法和结果上有所不同（图 2）。以下从国家和大区两个层面来

介绍产业区遴选的依据和导向。

3.1  全国层面
国家层面的意大利产业区遴选每十年进行一次，既保证

了政策的相对稳定，也为调整以适应时代需要预留了弹性。

经过不断完善，国家层面的意大利产业区遴选已经与政策支

持形成紧密结合的关系，总体上以促进地方传统中小企业发

展为目标，以积极推动地方化集群的内部网络建设为手段，

大致可以将遴选依据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以地方劳动力市场区域（LLMA: local labour market 

areas）作为最基础性的空间单元，促进地方职住平衡①。劳

动力市场区域的划分须依据通勤状况调查和研究，通勤状

况调查则基于最小行政单位市镇进行 [19]。因为将通勤作为

重要的基础性因素，空间单元跨越省级行政区域（大区下

的行政区域）的现象并不少见，并且会因为实际通勤状况而 

变动。

① 地方劳动力市场区域的地理范围每 10年变更一次，与产业区的筛选更新同时进行 [16]。

注：  图中不同颜色表示不同机构对产业区的划分有重叠交叉的部分，其中所展示的产业区名称统一采用银行认定的产业区名称，同一个产业区在

不同认定体系中的名称略有不同，银行及大区政府对于产业区的产品指代相对明确，国家统计部门划定的产业区仅认定主导产业门类，未细

分至产品。

图 2  威内托大区政府与不同机构对威内托产业区的认定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6-18]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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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中小企业就业人数是重要判识依据①，体现出明

显的促进就业导向。意大利产业区内不仅制造业从业人数的

区位熵（location quotient）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中小企

业就业人口比重明显较高。根据产业区遴选规则，区内的中

小企业就业人数占比需超过全意大利中小企业就业人数占比

（2011 年为 79.4%）才可被选为产业区。除此之外，在确定

主导类型之后，还需确保该产业类型的中小企业就业人数占

比大于 50%，并且小企业就业人数不少于该产业中等企业就

业人数的 50%。这不仅反映出传统中小企业的生产和就业特

征，也清晰揭示了意大利政府促进就业和扶持传统中小企业

的政策导向（图 3）。
其三，产业区通常拥有多个具有明显专业化优势的主导

产业。譬如帕多瓦地区的第一主导产业为机械制造业，第二

主导产业为皮革制鞋业，第三主导产业为纺织业。多元化的

主导产业不仅提升了意大利产业区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也

为政策导引提供了更为宽泛的可能性。

其四，无论从政策初衷还是从实际应用来看，意大利产

业区都特别关照本土化的“意大利传统制造”（direct made-

in-Italy）。产业区确定了11个大类的“意大利制造”主导产业，

分别为纺织、皮革和制鞋、家具制造、珠宝玩具乐器、食品

加工、机械设备、冶金、化工及相关制品、交通设备、造纸

印刷以及其他意大利制造产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 5
个传统制造产业部门——纺织、皮革与制鞋、家具制造、食

品与饮料、珠宝玩具乐器等，予以重点倾斜②。

3.2  大区层面——以威内托为例
威内托大区位于意大利东北区域，在制造业和中小企业

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发展优势。根据《意大利第九次产业与

服务业统计报告》[16]，威内托大区的意大利产业区数量为 28
个，就业人口数量为 127.8 万，分别占全国比重的 19.9% 和

26.2%，在全国 20 个大区中非常突出。威内托大区内的中小

企业就业人口比重达到了 85.1%，可见中小企业和产业区政

策对于该区发展的重要性。

比较威内托大区政府产业区报告 [17] 与相关部门及机构

的遴选结果 [18]（图 2）可以发现，银行机构和大区政府的遴

选对象虽有不同但较为接近，与统计部门的遴选对象明显不

同。总体上，统计部门的遴选注重现实基础，以就业人口情

况为主要筛选标准；银行机构和政府机构的遴选则更注重企

业发展，有着共同的积极促进地方传统产业发展导向。比较

而言，银行对一些特色性的意大利产业区的遴选更为细致，

譬如在维罗纳地区确定了 6 个不同主导产业的意大利产业

区，为更为精准地扶持企业发展提供了导引 ；大区政府的遴

选则更体现出兼顾扶持欠发达地区和规避大城市的特征，因

此一些遴选确定的意大利产业区选址在发展明显落后的海岛

地区。

4  意大利产业区的政策支持

针对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政策支持是意大利产业区政

策的重要目的。在国家层面，主要是通过法律和政策等构建

起与欧盟整体层面协调的支持措施 ；在大区层面，还包括了

从组织机构到资金和服务等更为直接的支持措施。

4.1  欧盟和国家层面
欧盟成立后，欧盟各国的产业区政策在一些基本导向和

措施上取得一致，譬如均以劳动力市场区域为单元，以统一

的经济统计指标为依据，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为主要目的，

并且采取财税和资金等多维度的措施给予支持，大致可归纳

为如下方面。

其一，向落后地区倾斜，由区域性地方政府统筹。无

论是欧盟层面还是国家层面，政策都明显向欠发达地区倾

斜，欧盟的结构和投资基金数据（European Structural and 

Investment Funds Data）③显示，80% 的集群政策（cohesion 

policy）针对的是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并且将资助直接
图 3  产业区筛选的政策逻辑（以 2011 年为例）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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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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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① 企业分类标准：50 人以下为小企业，50~250 人为中等企业，250 人以上为大企业 [20]。

② 《意大利第 9 次产业与服务业统计报告》（The ISTAT 9° Census of Industry and Services）[16] 确定了 11 个大类的主导产业，并对应意大利产业分类
标准（ATECO: Classifi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2007）中的行业细分代码。根据 ISTAT 报告，制造业主导产业中进一步分为 5 个传统意大利制
造门类以及 6 个其他门类 [21]。

③ https://ec.europa.eu/regional_policy/en/information/legislation/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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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拨到地方政府层面，由地方政府统筹并落实欧盟和国家层

面的支持要求，意大利通常由大区政府来承担起这一职责。

其二，面向中小企业，逐渐转向系统性支持。针对中小

企业在全球化环境下的新挑战，欧盟项目的政策支持措施不

断发展，逐渐由过去通过降低税赋来促进招商和吸引就业等

“速效手段”为企业降低成本，转变为更有针对性、更可持

续的系统性支持手段，如增强社区网络、刺激资金流动、辅

助开拓全球市场、促进研究与开发以及如前所述的通过放松

能源供给许可等来间接促进中小企业集聚发展。

其三，官方提供背书，提升地域品牌知名度。严格的遴

选机制和政府层面的扶持政策不仅是对地方产业经济发展状

况的肯定，也是对意大利产业区地位的肯定，彰显了政府或

权威机构的公开支持，产业区的知名度因此明显提升。对于

众多缺乏经济实力和自我推广的传统中小企业而言，发挥了

重要的区域性品牌推广作用，譬如已经广为人知的蒙特贝卢

纳的运动产品、维琴察的珠宝和金饰、威尼斯的手工玻璃制品、

贝卢诺的眼镜等。即使某些意大利产业区的主导产业与传统

知名度并不吻合，政府或者其他权威机构的背书也同样形成

了积极的推广效应 [12]。

4.2  大区层面
大区政府是直接面向意大利产业区、统筹各项资源并给

予具体支持和引导的地方政府。在欧盟和国家支持的基础上，

大区政府采取了更具针对性的措施，如组建专门委员会、开

展系列活动、改善营商环境等，服务于意大利产业区内的企

业发展。结合威内托大区著名的以运动鞋生产为主导产业的

蒙特贝卢纳产业区的实际情况，简要归纳分析如下。

其一，成立专门委员会，为企业发展提供直接资助性支

持。根据法律规定，意大利产业区设置委员会，成员包括省

级政府代表、市级政府代表、商会、中小企业联盟、财团、

就业贸易组织等，为产业区内企业提供直接的资助支持。支

持的主要方式为对企业提交的项目申请予以审议和评选，并

将评选出的项目交给大区政府来最终决定是否给予扶持。优

先支持的项目通常涉及加强联合组织、打通信息平台、提供

创新创业支持和组织培训等方面，资助通常为不高于项目总

投资 50% 的资金或者优惠贷款 [22]。此外，企业联合会等组

织也为中小企业申请项目资助提供必要的协助。通过这些举

措，大区政府和委员会事实上发挥了引导促进产业区内产业

发展的作用。

其二，积极推动相关服务机构和设施建设，为企业提供

便捷的专业化服务。针对中小企业通常难以自己建设完善的

后勤服务的特点，大区政府支持意大利产业区重点推动专业

化服务机构和设施的建设。这些专业化的服务包括质量认证、

产品测试、商标注册、信用担保、生产和出口提升、出口保

险、咨询、培训、污染控制等诸多方面；还包括推动物流平

台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 [23]。这些被称为“真实服务”（real 

service），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也直接影响着地

方的经营环境品质。

其三，通过专业化活动进一步助推产业区的专精化发展。

在大区政府的支持下，蒙特贝卢纳产业区的联合会于 2004
年成立，成员包括 120 多个财团、商会和中小型企业。联合

会与研究院校和各类研发项目长期合作，开展有关主导产业

支持性的课题研究工作，不断推动当地主导产业的产品优化

提升。与之类似的工作还包括促进合作伙伴与供应商之间的

沟通、组织定期会议和促进信息分享等。这些针对性的支持，

对于扶持主导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5  意大利产业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演化

意大利产业区不仅作为扶持政策，还作为实体的政策空

间分布于意大利各地。从全国和大区两个层面的分析可以发

现，意大利产业区的分布不仅受到历史传承的影响，而且呈

现出明显的政策导向性，简要分析如下。

5.1  全国层面
由于全国层面的意大利产业区每十年遴选一次，我们选

择最近的 2001 年和 2011 年资料（图 4, 表 1）进行比较分析。

总体上，全国层面的意大利产业区较为稳定地高度集聚于意

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为“第三意大利”提供了重要支撑 ；

在南部地区和岛屿等明显欠发达地区，意大利产业区的数量

明显增加。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十年间意大利产业区不

仅有数量的增减和分布演化，还有既有产业区的合并现象，

反映出较为明显的政策导向性——改善意大利全国经济发展

不均衡和积极扶持经济落后地区，主要结论如下。

其一，总体上，意大利产业区总量从 181 个减少到 141
个。但总量的减少，主要是由既有产业区合并所致，实际数

量其实是有所增加的。意大利产业区合并的主要原因是劳动

力市场区域合并——从 2001年的 683个减少为 2011年的 611
个。正如前文所述，劳动力市场区域依据通勤情况划分，合

并通常是由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导致了跨区域通勤现象明显

增加，这间接证明了意大利产业区对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

积极贡献。意大利产业区数量减少的现象主要发生在经济较

为发达的东北和西北地区，数量增长的现象则主要出现在岛

屿地区，进一步证明了政府针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扶持特征。

其二，进一步比较不同主导产业类型意大利产业区的发

展变化（表 1），可以发现其在促进欠发达地区传统产业发展

方面的作用。在中部、南部和岛屿地区等欠发达地区，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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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大利制造类的、以食品和纺织等为主导产业的意大利

产业区数量均有增加。

其三，比较而言（表 1, 表 2），意大利产业区在促进就

业方面的作用比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更为明显。2001
年意大利产业区数量占全国劳动力市场区域数量的比重为

26.5%，吸收的就业人口数量在制造业产业区中的比重达到

70%，而制造业就业人口更是占到全国制造业就业人口的

38.81%，显示出明显的促进就业尤其是制造业就业的政策导

向。2011 年，尽管吸收的制造业就业人口数量比重有所下降，

但仍然达到了全国的 37.85%[16]。

5.2  大区层面
对于威内托大区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揭示意大利产业区

的选址特征及其在推动中小企业集聚发展方面的作用。

其一，意大利产业区选址具有较为明显的非中心城市政

策指向。意大利产业区遴选，不仅从全国层面上更多倾向于

表 1  2001 年和 2011 年的意大利产业区及其类型

行业类型
数量 产业区数量增减

合计增减数量
2001年 2011年 西北 东北 中部 南部 岛屿

产业区总数 181 141 -16 -17 -5 -5 +3 -40

传统意大利制造行业 129 92 -16 -18 -2 -4 +3 -37

纺织 50 32 -9 -5 +1 -6 +1 -18

家具制造 37 24 -2 -7 -3 -1 0 -13

皮革制鞋 24 17 -2 -2 -2 -1 0 -7

珠宝玩具乐器等 5 4 0 -1 0 0 0 -1

食品加工 13 15 -3 -3 +2 +4 +2 +2

非传统意大利制造行业 52 49 0 +1 -3 -1 0 -3

机械 42 38 -4 +2 -2 0 0 -4

冶金 1 4 +3 0 0 0 0 +3

化工 5 5 +2 -1 0 -1 0 0

造纸印刷 3 2 0 0 -1 0 0 -1

其他 1 0 — — — — — —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6]

图 4  2001 年和 2011 年意大利产业区分布特征及其对比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6]绘制

2001
2011

2011

2001 181 2011 141 10 38 2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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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欠发达地区，而且在大区层面往往避开中心城市。威

内托大区 2011 年划定了 43 个劳动力市场区域，从中遴选出

28 个意大利产业区。通过对比遴选的意大利产业区范围与企

业分布特征可以发现（图 5），尽管一些著名的中心城市同样

呈现企业密集集聚，却并未被遴选为意大利产业区，如威尼

斯以及维罗纳、贝鲁诺等省府城市区域 ；而东南部和东部的

滨海地区尽管企业集聚程度明显较低，仍被选为意大利产业

区。这也显示出政府层面的遴选具有明显的避开中心城市而

聚焦欠发达地区的倾向。

其二，意大利产业区的选址对于区域性交通条件提出较

高要求。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意大利产业区的选址也并不

一味向欠发达地区延伸，除了发展基础，对外交通的便利性

成为另一重点考虑因素。威内托大区的西部和北部是连绵的

山区，这些地区的意大利产业区明显较少，特别是北部深入

山区处仅有皮耶韦迪卡多雷（Pieve di Cadore）一处意大利产

业区；而东部和南部的平原地区，除了前述提及的中心城市，

基本呈现出满覆盖分布特征，这些地区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有

较为便利的区域性交通网络。

其三，意大利产业区主导产业的选择不仅考虑现状特征，

还具有明显的偏向传统制造业的倾向。28 个意大利产业区

的主导产业集中于 6 个门类（表 3），其中 5 个是意大利传统

制造产业门类，仅有机械设备类被归入意大利制造业而非传

统制造业。在 28 个意大利产业区中，16 个主导产业为意大

利传统制造产业。进一步比较可发现，作为传统制造业的皮

革和制鞋以及珠宝玩具乐器两部门，尽管企业数量比重不及

5% 甚至少于部分非传统制造业的企业数量，但全部有相应

的意大利产业区；而非传统制造业门类中，化工及相关制品

业拥有的企业数量比重超过 8%，造纸和印刷业部门的企业

数量比重也达到 4.8%，却均没有以之为主导产业的意大利产

业区，可见意大利产业区在主导产业选择上的明显倾向性。

其四，大区内的意大利传统制造业企业在就业岗位供给

上占据明显优势。从全国全企业样本数据来看（表 4），威内

托大区内的意大利产业区主导行业相比全国 20 个大区而言，

无论在企业数量还是员工数量上都占有优势地位。更为突出

表 2  意大利产业区和非产业区数量及就业人口状况

　

　

单元数量 就业人口数量（所有） 就业人口数量（制造业）

2001年 2011年 2001年 2011年 2001年 2011年

制造业产业区 181 141 4 802 081 4 887 527 1 904 066 1 504 490

制造业非产业区 45 79 2 111 128 2 592 681 781 689 781 788

制造业劳动力市场区域 269 220 6 913 209 7 480 208 2 685 755 2 286 278

全国劳动力市场区域 683 611 19 410 556 19 946 950 4 906 315 3 974 572

产业区占全国比重 / % 26.50 23.08 24.74 24.50 38.81 37.85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6]

图 5  威内托大区内的企业集聚密度图（左）和意大利产业区（右）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ISTAT地理数据绘制及 GIS软件处理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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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5 个意大利传统制造业部门的员工数量比重均高于企

业数量比重，显示出在提供就业岗位上的比较优势。作为唯

一的非传统制造业主导产业部门，机械设备行业尽管企业数

量比重和员工数量比重均超过全国三成，但员工数量比重略

低于企业数量比重，进一步显示出意大利传统制造业在就业

贡献上更为突出的相对优势。

6  总结与借鉴

总体而言，意大利产业区不仅是对区域经济现象的总结，

更是发展成为意大利的重要政策工具，用以扶持欠发达地区

和支持传统中小企业集聚发展，并且实质性地支持了“第三

意大利”。从政策支持策略的角度来看，企业集聚发展不仅有

助于便利化和集约化地提供设施支持乃至人力支持，更重要

的是有可能促进更具内涵的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随着经

济增长速度下行，以及国内力推双循环，意大利产业区在促

进传统中小企业专业化和集聚化发展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

其一，传统制造业的中小微企业具有重要的提供就业和

改善欠发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作用，保护和促进它们的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根植于地方和历史渊源等原因，传统中

小微制造企业往往能够实现较低的生产成本，因此表现出顽

强的生命力，不仅对地方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在促

进就业上的作用也是很多大型跨国企业所无法替代的。在世

界经济疲软的情况下，意大利中小企业仍然表现得较为活跃

就是重要例证。因此，我国在积极推动龙头企业发展和扶持

战略性产业的同时，有必要高度关注地方传统中小微企业的

发展需要并给予必要的支持政策。

其二，无论是产业区遴选还是主导产业确定，不仅需要

坚实的发展基础支撑，还要体现出明确的政策导向。无论全国

层面还是威内托大区层面，都能够看到意大利产业区遴选及其

扶持政策的导向性。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产业区的遴选及

主导产业确定，尽管以统计为重要基础，却并不完全依附于

现实基础，而是呈现出明确的支持欠发达地区和意大利传统

制造产业中小企业的倾向。相比之前更多聚焦外来投资和龙

头企业引进，近年来国内推出的双创等扶持性政策尽管已经

在导向上有所调整，但在扶持欠发达区传统中小微企业发展

方面，仍有必要在理念认知和措施配套等方面做大量工作。

其三，尽管以扶持欠发达地区和传统制造业中小企业集

聚发展为目的，产业区的区位选择仍需高度重视绩效问题，

表 3  样本企业中各类行业企业的数量和占比

行业 样本企业数量 / 个 企业数量比重 / % 产业区数量 / 个

意大利传

统制造业

家具 2 027 15.97 7

纺织 926 7.30 5

食品加工 720 5.67 1

皮革和制鞋 629 4.96 2

玩具珠宝乐器 288 2.27 1

意大利制

造业

机械设备 5 916 46.62 12

化工及相关制品 1 040 8.19 —

造纸和印刷 604 4.76 —

交通设备 281 2.21 —

冶金 138 1.09 —

其他 122 0.96 —

总计 12 691 100.00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样本企业数据和在线地图抓取绘制

表 4  威内托各产业制造业企业占全国比重分析

主导产业部门
威内托大区 全国 威内托占全国比重

企业数量 / 个 员工数量 / 人 产业区数量 /  个 企业数量 / 个 员工数量 / 人 企业数量占比 / % 员工数量占比 / %

玩具珠宝乐器 3 075 30 129 1 7 353 63 217 41.82 47.66

家具 7 873 75 459 7 19 200 179 656 41.01 42.00

机械设备 17 768 175 740 12 55 167 572 370 32.21 30.70

皮革和制鞋 3 167 40 920 2 18 335 150 866 17.27 27.12

纺织 7 174 70 767 5 48 278 386 335 14.86 18.32

食品加工 774 9 270 1 7 326 62 810 10.57 14.76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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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交通便利程度应作为重要考虑因素。尽管提供了系统化

的政策扶持，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企业仍需在竞争中谋求生存

和发展。因此，产业区的选址必须考虑企业参与未来市场化

竞争的需要，将对外交通便利作为重要前提条件，在欠发达

地区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改善出行交通条件的重要

措施。

其四，除了直接面向企业的税收、用地、信贷等扶持措

施，还应当在改善中小微企业发展环境和促进企业集聚的层

面采取更为综合性的扶持性措施。意大利产业区采取的强化

物流、资讯、质量认证、培训等支持，以及相应的专精化扶

持措施和开放燃气供给促进企业联合等间接措施等，对于改

善产业区内的企业经营环境和提升产业区整体集聚能力有着

重要作用。

总之，产业区作为推动地方经济乃至国家经济的政策

工具，已经在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说我国早期的产业区更加注重外向竞争力的培育，那么

意大利产业区的经验则提示了其在扶持欠发达地区和传统中

小微制造业企业聚集发展方面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系

统化措施的重要性。在全面建成小康和大力推动国内大循环

的时代背景下，势必要求我们更多将促进国内欠发达地区发

展和扶持传统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纳入政策支持范畴。随着国

土空间规划时代的到来，空间规划的政策工具属性必将进一

步强化，统筹空间布局和相关政策以最大化地发挥政策效应，

将是未来相关产业区规划的必然导向。

感谢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伊拉里亚·马里奥蒂（Ilaria 
Mariotti）教授对本文的帮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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