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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产业园区相关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The Foreign Theories on Industrial Estate and Its Enlightenment for China

王缉慈 朱凯
Wang Jici, Zhu Kai

摘要：针对产业园区这一研究对象，本文首先将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政府不干预企业投资和

其划分为传统型和现代型两大类，并分别做了细

经营的条件下，企业家通常会把工厂放到成本较低的区位，在集聚经济的作

分，继而梳理相关政策演变脉络及其对应的主要

用下，自发的工业区开始形成，并在产业革命之后，从 18 世纪末英国的发

相关理论，包括增长极理论、创新集群理论、工

源地扩散到世界各地。马歇尔（A. Marshall）在 1898 年就已经发现，一种产

业生态系统理论和企业家精神理论，然后基于产
业园区的国外理论背景和中国发展经验，对中国
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园区升级前景进行
了预测。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industrial estate is
divided into traditional and modern types, which
both have sub-categories. Also, this paper traces the
policies of typical industrial estates and their major
related theories including the theories of growth
pole, innovation cluster, industrial eco-system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context of the foreign theories
and the experiment of Chinese practice of industrial
estate development, the paper forecasts the upgrading
prospect of Chinese industrial estates in the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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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选定某个地方后，同种或关联产业也会向该地靠近，相互之间组成生产环
节上互利或互补的共同体，共享基础设施，共用昂贵的机器 [1]。在以蒸汽动
力技术广泛应用、工厂制普及为特点的工业革命时代，韦伯（A. Webber）在
1909 年就提出 [2]，一个工厂规模的扩大能给工厂带来利益或节约成本，而若
干个工厂集聚在一个地点能给各个工厂带来更多的收益或节省更多的成本，
所以工厂有集聚的愿望，实际支付运费最低的地点，将会成为工业集聚的地点。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内部，陆续出现承载产业活动的工业区，有的是在城
市内部未经周密规划而自发形成的，有的是围绕主导工业部门或企业而建立
的，还有的是为多个新企业入驻而改造的城市内部综合性工业区，皆是由于
集聚能产生规模效益，且一定数量的企业及其产业活动集聚必然需要一定的
空间予以承载。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开始，很多国家都实行了产业区域开发政策，加强了
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在发达国家，通常除了振兴那些衰落的老工
业区或内城地区之外，也在郊区建设新的产业园区。在小尺度上，规划的产
业园区给承租人提供了与大城市产业集聚区大体类似的集聚经济。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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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基础设施，利用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吸引

中，不同国家和地区因自身发展基础的差异，在园区的生产

特定的投资和经济活动，从而实现地方经济发展，融入全

要素及资源的供给方面进行了弹性调整 [6]，在中国，这类园

球市场。但是，并非所有产业园区都能成功，单纯依靠放

区以早期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为主体。

松管制和政策优惠的园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特别是依赖
低成本优势的产业园区，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面临极大的
升级压力，因为产业在全球转移，低成本的区位可能被替代，

1.1.1 出口加工区（Export Processing Zone）
发展中国家所建立的出口加工区，是在面临生产力低下、

营建产业园区的风险正在增加。我国目前依靠外力和初级

资金缺乏、人才不足、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所采用的特殊政策

劳工的产业园区正在实行创新驱动的升级战略，逐步注重

工具，它的雏型形成于爱尔兰。1959 年，由于远程喷气式

园区内部产业联系的构建，争相把在全球流动着的生产要

飞机的发展，香农（Shannon）机场作为国际航空加油站的

[4]

素留在本地 。
为此，梳理不同类型产业园区形成和发展的理论脉络，

作用消失，为解决失业问题，爱尔兰政府在香农机场附近建
立了出口加工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则倡议这种出口导

对于我国国内乃至在他国建立和即将建立的产业园区都具有

向工业化战略的“工业区和自由港结合体”在世界推广。20

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拟从三方面入手，对产业

世纪 60 年代以后，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日益增加的

园区的相关理论及其演绎进行阐述 ：其一，产业园区的类型

跨国公司外包业务使出口加工区得以迅速发展，如该时期墨

及其发展背景 ；其二，产业园区政策的理论溯源 ；其三，国

西哥曾颁布法律，允许在墨西哥和美国边境 20 km 范围的区

外产业园区相关理论对我国的启示。本文将产业园区置于全

域内建立边境加工厂（maquiladoras）。

球竞争的背景下，力图从错综复杂的产业园区现象中找到其
发展途径的规律性分析构架。

1 产业园区的类型及其发展背景

出口加工区是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园区的主要类型。随
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资本、商品、劳动力、技术、信息
等跨国界流动，一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分工，
带来国别经济可能的对外依赖性——依赖外部原料，依赖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国制定了各种产业区域开

部设备、资金和技术，依赖外部消费品的供给，依赖外部销

发政策，建立了名目繁多的产业园区，例如免税区、出口加

售市场等，而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加

工区、自由贸易区、企业区、工业园、工业村、工业团地、

强，与此同时，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科学园、技术园、研究园、技术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生态工业园区、创意产业园区等。由于各

1.1.2 工业园（Industrial Park）

国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各自所设立产业园区的种类和名称

工业园是最早在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产业园区

也不同，但整体上，产业园区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 ：一类是

类 型， 称 谓 各 异， 例 如 美 国 的 工 业 园 [7] 和 英 国 的 企 业 区

关注单一的短期性经济增长目标的传统的产业园区，另一类

（Enterprise zone）。建设这类实体的目的在于吸引新工业的

是关注多元的长期性综合发展目标的现代的产业园区。前者

投资，缓解工业对中心城市的压力和对环境的污染。较早的

不仅在出现时间上早于后者，而且基本上不同国家和地区采

工业园曾定义为 ：在兴建工厂之前，由一个独立组织的规划

用产业园区这一政策工具的初始阶段都会选择，以发展制造

提供一组适用的工业建筑（用地），辅之以基础设施和绿色

业为主，强调加工制造环节 ；后者则在前者加工制造环节的

空间，如公共道路、植物园、娱乐场所、停车场等，且包括

基础上延伸或是增加了新的环节，且在不同环节之间的组织

各类设施之间的地带。由于用地限制和地租增加，工业园内

方式和功能表现等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特点。需要指出的是，

的多层建筑逐年增多。从美学角度来看，工业园强调形体设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编制的亚洲经济区研究报告中亦有若干

计、保持建筑物后退和建筑密度最小等类似公园的特点，并

种园区类型定义的具体阐述 [5]，本文在其基础上对不同类型

且在其管理中保持优美的、类似公园的环境。工业园是在功

产业园区的内涵做了进一步凝练。

能和美观上能够产生独特环境的工业规划用地，能够满足低
层、现代化、分散的办公楼自由布局的需求以及厂房、实验

1.1 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产业园区

室寻求优美区位环境的需求 [8]。

传统产业园区主要包括起源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加工区

随着传统产业园区的日趋成熟及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经

和起源于发达国家的工业园两类。这类产业园区旨在实现原

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被逐步肯定，其陆续成为许多地方乃

料、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聚集和流动，以及土地、

至国家所选择的重要发展战略。政府对产业园区建设的参与

交通、基础设施等资源的共享，进而产生集聚效应。在实践

度也相应提高，通常表现为以创造就业机会或提高地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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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标，以提供特殊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地价优惠、新

着自身独特的生态产业体系，另一方面就核心产业内容而言

员工免费培训等）为手段。

以化工能源产业居多，目前最为成功的案例是丹麦的卡伦堡
（Kalunborg）生态产业园区。同时，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

1.2 多元现实问题导向下的现代产业园区

也有较为成功的生态产业园区项目。相比而言，我国的生态

现代产业园区可细分为科技园、生态产业园、创新区等

产业园区囿于产业发展阶段、企业社会使命感缺失等限制因

子类，其成因在于产业园区面临的冷战后期经济复苏、全球

素，建设进程相对滞后，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甚至一些强

性的能源危机、科技创新软硬实力的全球性竞争等发展形势，

制性行政手段予以支持。就内涵而言，生态产业园区的产业

具有较为明显的问题导向特征。

门类有着鲜明的“绿色”“共生”等特色，园区的企业之间
也相应形成体系化的物质与能源交换网络。

1.2.1 科技园（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科技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就业机会和促进高技术

1.2.3 创新区（Innovation District）

制造业增长，其具有以下特征 ：景色优美、环境宜人、基础

在本世纪初，一种新的产业园区——创新区在欧美城市

设施完善，吸引科技人才 ；和大学或研究机构有正式运作

的建成区内部和近郊出现，它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以美国

上的联系；积极的管理，为创业企业提供孵化器设施和服务，

硅谷式郊区走廊为代表的庞大研究中心和大学校园聚集的地

[9]

推动科研成果、知识产权的商业化等 。科技园大致可以分
为三类

①

：一是大学科技园（University Science Park）；二是
[10]

理空间模式完全不同 [14]。创新区强调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及其
行动，其中的企业加速器和孵化器等空间通过公共交通、局

科学城（Science City）；三是技术园（Technology Park） ，

域网、混合用途建筑相互连接，期间行为主体的协作和知识

其中，第三类实际上是介于传统产业园区与现代产业园区

共享意识也相应得到培养。第一个正式的创新区于 2000 年

之间的类型。

诞生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 22@ 区②，如今全世界已有上百个

科技园的成型源于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在冷战
结束前后进行自身产业转型的迫切需求和科技革命的推动，
最知名的科技园是斯坦福研究园。之后，科技园在亚洲兴起，

官方的创新区。创新区对创造就业和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作
用，已成为创新驱动城市产业升级的重要枢纽。
相比于现代产业园区中的科技园区和生态产业园区，创

其功能主要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引进，以亚洲早

新区的出现较晚，其以城市与区域创新发展进程中关注创新

期承接欧美加工制造环节产业转移的国家和地区等为代表，

人才、注重人本理念回归为社会背景，不同国家和地区通过

[11]

。中国

创新区建设以期自身的科创软硬实力能够在全球性竞争中拔

大陆的科技园区起步相对较晚，但形式较为多样，最早以国

得头筹。我国尚未形成与创新区相匹配的概念性框架和相应

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代表，并伴随国家转型发展战略的

实践。在其核心内涵方面，创新区的建设注重对创新创业人

确立，早期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园区内部也

才生产与生活诉求的协调与满足。如果说传统的产业园区大

逐步衍生出众多的科技孵化器、工程技术中心等科技创新平

多都有特定的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那么创新区则不局

台。政府对于科技园通常有明确的创新人才引进、创新环境

限于特定的产业或某类资源，而是学习、研究、创新和生产

营造、创新政策制定等发展举措。

活动的汇集与交织，更加强调创新的开放与共享，影响未来

例如日本的筑波、中国台湾的新竹、韩国的大德等

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方式。

1.2.2 生态工业园（Eco-Industrial Park）
生态工业园是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地方社区之间合作，

综上所述，不同类型的产业园区，就其发展实践而言，
在出现时间上虽存在先后，但并非绝对的替代关系。因为

通过密切的产业联系，共享各种资源，减少生产过程对自然

不同的产业园区类型在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更迭中有着明显

生态环境的影响，加强废物循环利用，以降低生产成本，提

的时空特点，即受产业园区这一载体自身的时间纵向演变

高经济效益，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12,13]

。

生态工业园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与 20 世纪 70 年代世
界性能源危机问题的产生息息相关。该类产业园区一方面有

规律和所在国家或地区所处发展阶段的共同影响，因此形
成了时至今日世界范围内不同类型产业园区百花齐放的发
展局面。

① 这个分类借鉴了卡斯特和霍尔对世界高技术中心（technopole）的分类，但稍有不同，其第一类是在创新环境基础上建立高技术公司的产业综
合体（High-tech Complex）
，如美国硅谷。
② 22@ 区地处巴塞罗那的核心区域。http://www.22barcelona.com/index.php?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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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业园区政策的理论溯源
2.1 产业园区理论发展脉络

于 1955 年由抽象经济空间延伸出来的，之后布代维尔（J. R.
Boudeville）在 1966 年将增长极的经济概念转化为地理概念 [15]。
增长极理论认为，把推动性产业（propulsive industry）嵌入

产业园区发展的时空特点促成了其自身内涵及内部产业

到某特定空间可以形成集聚经济，产生增长中心，推动整个

活动的多样化，由此衍生出了不同的产业园区类型。早期产

区域经济的增长。该理论成为政府在参与产业园区建设、空

业园区的相关研究中对其区位和功能属性各有侧重，并伴随

间选址引导、功能定位和政策制定等方面的基础。

相关实践的频繁出现，不同研究线索逐步交汇与发展，使得
产业园区的理论本质渐趋明确。

国际上很多决策者对增长极和增长中心含义的解释相当
宽泛，在许多方面与其理论不符，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增长

二战后初期所发展的产业园区以全面工业化和城市化

中心政策与佩鲁最初的基于产业之间关系的增长极理论的本

浪潮为助推，以如何尽快高效地完成国家经济体系的重建

意大相径庭。本来有独创性的增长极理论在政策的操作中却

为发展大方向，以区域的均衡与非均衡发展为议题，此时

不幸沦为投入产出分析，通常偏爱吸引大型企业，不重视对

的产业园区指导理论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以区域发

于创新和创造就业机会至关重要的中小企业和创业者，因而

展理论中的增长极理论、新国际分工理论、产品生命周期

失去了强调创新和经济结构转变的核心内容。增长极理论被

理论等为代表。

当成一个工具来证明某些区域投资的正确性，并且盲目地假

进入 20 世纪后期，伴随区域发展所关注内容和所涉及

定增长极所引导的发展会自动发生，基础设施项目往往只被

影响要素的日益多样，产业园区所承载的功能趋于多元，其

引导去连接增长极和周围区域，却不考虑地方经济是如何增

相关理论研究逐步摆脱对唯经济效益论这一初衷的依赖。80

长的。对于非中心区域，增长极理论成为公共资源分配不公

年代之后的全球化浪潮与 90 年代西方国家城市化结束和逆

的借口。

城市化现象的交汇，倒逼区域发展理论体系迎来新的发展阶

当然，增长极这一概念本身也具有局限性。首先，重要

段，开始关注人本诉求，注重可持续发展理念，也唤起了对

的内源性增长过程被排除在增长极理论之外。佩鲁及其弟子

创新理论的回溯，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对于产业园区类型的

从理论上无法解释创新的推动性活动如何展开，只是把创新

更迭及发展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与启示作用。

单位具有先进的技术看作既成事实。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增长

综上所述，在产业园区研究视角的演进过程中，产业园

极理论也不能解释创新活动在增长极地区的发展，从而暗示

区承载的活动由早期的纯生产活动逐步演变为生产与生活叠

欠发达地区不能自行增长，必须依靠增长极或增长中心的引

加的综合性活动。这一演进与技术的突飞猛进是同步的，例

导。其次，增长极定义本身就很模糊。它的基础是佩鲁对经

如福特制的流水线作业和大批量标准化的生产活动集中在出

济增长的大体思路，概念的描述非常抽象，没有进行地理设

口加工区较大规模的郊区工厂，零部件由单一技能型劳动力

定，这一概念却被广泛应用于具体地区。再次，增长极理论

进行组装，而规模化量产和个性化定制的生产则会在城市中

可以从各种方面进行解释，既是论断，也是信仰，甚至是“事

心的小型工作室内进行。另外，人本理念的回归使得产业园

实”，因此很自然地被作为灵丹妙药，在各种情况下均被接受，

区逐步摆脱唯经济增长论的影响，成为协调从业人员生产与

甚至不用验证，就应用到许多经济发展规划中。

生活活动，以及反映从业人员就业、居住、公共服务等共性

由于增长极概念的缺陷，总体来说，自 1955 年至今，

人本需求的集合体，甚至成为引领不同国家和地区转型方向

增长极理论的实践并不成功，它在政策领域的普及并没有

的旗舰区域。

帮助其巩固概念。一个理论或概念在证据尚未巩固、未经
严格审查和激烈辩论的情况下就被广泛接受和实施是非常

2.2 不同产业园区关联理论辨析
产业园区相关理论演进与园区类型衍生的实践之间存在
着一定的对应性。不断更新的相关解释理论学说与产业园区

危险的 [16]。
表 1 产业园区类型对应的主要关联理论
产业园区的类型

衍生过程并行（表 1），这些研究在指导或启示相应时期产
业园区发展实践的同时，也在实践中逐步实现自身的演进。

2.2.1 传统产业园区的代表性理论——增长极（Growth Pole）

传统产业园区

现代产业园区

增长极理论的发展与国际上出口加工区的建设实践在时
间上同步。其概念是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rancois Perro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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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出口加工区
工业园

主要关联理论
增长极

科技园

创新集群理论

生态工业园

可持续发展理论

创新区

企业家精神（理论）

王缉慈 朱凯

2.2.2 现代产业园区关联理论的酝酿

国外产业园区相关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鼓励有创业精神的大学衍生公司建立起来。在一些比较拘谨

长期以来，有关学者对产业区域开发政策实践不断进行

的国家……这种联系可比较认真地通过中介或联络机构建立

反思。实施传统的区域开发政策，例如对大型工业项目和基

起来。”判断规划的高技术中心是否真正达到发展高技术的

础设施的巨额投资，以及在本地区资源优势的基础上选择、

目标，以及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的主要标志，是科学与工业之

发展主导产业等，是期望这些项目能产生足够的乘数效应，

间的协同作用和公司之间的协同作用情况。他们提出，对高

使它们的经济效益扩散到不发达地区，以缩小地区差异，达

技术城规划的评估不仅要回答建造了多少工厂，雇佣了多少

到共同富裕，但是在实施这些传统政策时，却较少重视从根

工人，而且要回答深层结构的问题，即高技术城计划是否形

本上调整区域的产业结构。这样的政策在各国实施多年，甚

成了新的创新能力。

至几十年，落后地区所获得的好处仍然是微薄的。传统理论
过分简单地强调区际流动的两个要素——劳动力和资金，却

创新集群中最重要的是促进合作的机构（institution for
collaboration）加强企业间联系，降低物流成本和交易费用，

忽视了影响区域动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技术。各个企业运

从而促使产、学、研、官互动，促进产业融合和技术创新。

用资本和劳动力的技术能力和战略不同，因此从技术的角度

中国的一些较成功的科技园的管理机构、行业协会等多种组

来衡量众多企业活动的“舞台”——区域及其发展，是很困

织通过机制创新，正在起着合作机构的作用。那些在培育创

难的。实际上，区域的经济变化涉及到社会、政治、文化等

新型企业和创新绩效方面较差的科技园，正是缺乏这类合作

多方面，各个地方的特征是多方变化的综合反映，区域经济

机构。另外，尽管创新集群具有地方化和专业化特征，但在

的发展是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结果，其中，技术创新

全球化背景下，创新的投入又不完全是本地的。中国的科技

是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伴随经

园与发达国家科技园相比，需要更加注重国际企业之间和科

济学内生增长理论的成型，新的基于技术创新的区域发展理

技园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论开始盛行，该理论认为地区固有的技术潜力和地区的技术
接收力是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地区固有的技术潜力包
括劳动力技术水平、企业家素养以及地方创新环境与氛围等。
决定地区技术接收力大小的是社会、政治、政策、经济、文

（2）可持续发展和工业生态系统（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Eco-system）
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工业生态学打破了增长等同于发展
的传统认知。1989 年美国科普月刊《科学美国人》“地球

化、自然等多种因素。当某地区依赖于外部技术时，则需要

的管理”专刊中，弗罗施（R. Frosch）和加劳布劳斯（N.

有一种内部的能力去吸收外部的知识和技术。这种发现、选

E. Gallopoulos）提出了工业生态系统的概念 [17] ：
“在传统工

择、采取、运用、学习、改进新技术的能力是每一个企业以

业体系中，每一道制造工序都独立于其他工序，消耗原料，

及它所在的地区获得经济成功的重要因素。

产出产品和废料 ；我们完全可以运用一种更为一体化的方

伴随上述区域发展认识的演化，现代产业园区趋于成型，

式来代替这种过于简单化的传统生产方式，那就是工业生

并在全球范围内陆续酝酿出现了新的关联理论，比较有代表

态系统……也许人们永远也达不到一个完美的工业生态体

性的是创新集群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及正在成型过程中

系的境界，但是，企业家和消费者完全可以改变他们的习

的企业家精神（理论）。

惯，如果他们愿意保持或提高生活水准而又不去破坏环境

（1）创新集群（Innovation Cluster）
科技园的理论基础是创新集群理论。创新集群是在当地

的话。”生态产业园区实践的出现早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成
型。该类产业园区在建设过程中对于物质与能源交换网络、

企业和机构近距离的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行为

产业共生体系的构建通常受其自身发展需求驱动和政府参

主体合作的网络，是促进创新的产业社区，是大学、科研院

与引导的双重影响，其在全球范围内数量的增长与兴起的

所、企业、地方政府等机构及其个人之间在长期正式或非正

过程，亦是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渐形成和明确的过程。可持

式的合作与交流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产业创

续发展理论在世界范围内被认可之后，促进了生态产业园

新首先取决于创新型的企业家和科技人才，此外决定于知识

区的发展，且涉及生态产业园区的产业、管理、政策等多

学习的过程和企业之间、产学研之间关系的质量、强度及其

个方面。

网络的结构。
学者卡斯特（M. Castells）和霍尔（P. Hall）全面考察了

（3） 企 业 家（Entrepreneurship） 和 创 业 生 态 系 统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科学园、科学城、高技术城等规划，他们认为，建立高技术

企业家的空间分布高度不均衡，地区的企业家密度取决

中心整个事业最艰难的部分是推动大学研究人员和产业界的

于该地的经济结构和社会价值系统。当某地具有雄厚的经济

“这种联系可以是非正式的，通过随便的交往或通过
联系。

基础、多样化的经济结构、各种类型的企业构成、良好的基

国际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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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在政府对新企业的激励政策时，

区发展的主要理论，这些理论一方面较为清晰地解释了不同

本地企业家会涌现出来，进一步吸引外地的企业家。政策不

产业园区的发展原理，另一方面也为产业园区在不同国家和

能创造企业家，但可以通过对本地教育长期投资来培养企业

地区的实践推广提供了相对规范的思路。

家 ；通过提供风险资本，鼓励企业家留在本地 ；通过建立孵

就现阶段产业园区关联理论及产业园区实践的发展进程

化器设施，降低创业难度，把企业家集中到一起。政府的税

而言，二者亦都未曾止步，且有着各自的发展趋势和前景。

收、法规、管理条例、尊重技术人才等政策，都影响到企业

前者表现为不同理论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尚未建立，因此需

家密度

[18]

。

要在跟进指导或启示不同类型产业园区发展实践的同时，逐

地方环境会影响创新和创业机会。2010 年 7 月，伊森

步建立系统化的理论研究体系。后者则因其内涵的时空变迁

伯格（D. J. Isenberg）在《如何开始创业革命》（How to Start

而表现出两大走向，其一是传统产业园区被赋予新的内涵，

an Entrepreneurial Revolution）一文中论述了有利于企业家茁

使得传统与现代产业园区及其细分类型之间的界线在具体实

壮成长的环境。他基于世界各地的范例，提出创业生态系统

践中趋于模糊 ；其二是新理念、新技术、新媒介、新要素以

的概念，这是企业能够获得成功的网络环境。在创业生态系

及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的创新都在改变着以往的产业园区内

统中，企业家有机会获得所需要的人力、财力和专业资源，

涵，孕育着新的产业园区类型。

并在企业运营中得到政府的政策激励和保护

[19]

。

创业生态系统是对创业精神有实际或潜在兴趣的利益相

从理论上讲，以出口加工为主的园区加强了与国内经济
的联系，并在国内获得了更多的投入，增强了供应商的能

关者网络。除企业家外，还可能包括政府、大学、科研机构、

力建设和技能积累。当园区及其周围产生网络化的企业集

投资者、银行、律师、社会领袖、私人基金会和国际援助机

群时，园区的发展则更为先进。通过劳动力培训，发展生

构等。它们可以在企业发展、融资、市场分析、营销、基础

产者服务业，提高生产力，促进创新，一般的传统产业园

设施、人力资本管理、法律支持、财务会计管理等方面进行

区可以逐步向技术先进的园区过度，并促进全国的经济和

探索，寻求规模经济的灵活性和强大的创业动力，而每个参

社会发展。中国的深圳等城市内的园区已经展示了这样一

与的初创者则着力于研发、产品管理、销售、售前和售后支

个升级过程。

持。判断创业生态系统是否健康的关键是能够降低官僚制的

在中国，数不清的多种多样的产业园区从国家到地方的

创新障碍，有支持创业者独特需求的政策，有相对自由、容

经济发展、从吸引外资到对外投资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学

忍失败的氛围，有金融机构参与等等。

者们做过很多研究 [20,21]。现在，在沿海发达的省份，原有的

3 国外产业园区相关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伴随历次的国际产业转移及全球产业分工网络的建构，

以出口加工为主的产业园区正在从依赖外资走向内外资并重
或以内资为主，从依靠承接跨国公司外包业务走向自主创新，
从单纯加工制造走向发展生产者服务业，从污染严重走到清

产业园区受到多国决策者的青睐。在应用这个政策工具的

洁生产和绿色发展。各种当代新技术、新业态层出不穷，加

过程中，园区功能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在影响不同国家和地

速器和孵化器等创客空间涌现出来，促进了国内市场的发育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

和创新创业的发展，甚至吸引了外国的创新创业者进入园区。

家（地区）之间具有时间上的梯度性，如从最早的享有国

由此可见，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类似上述传统产业园区类型

家（地区）乃至跨国特殊政策待遇的特别经济区（如保税

的大量园区已经向科技园、生态工业园和创新区过渡 ；原有

区、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等），到强调绿色可持续发展

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也正在迅速培育着创新集群，注重产

的生态工业园区、以创新活动为主要承载内容的科技园区，

学研合作和企业网络构建的制度创新。此外，在欠发达的省

乃至时下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强调企业家精神和开放共享

份，新的产业园区还在从零开始兴建，尤其是在相对贫困的

的创新区。

区位兴建。

基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所处的发展背景、所能供给条件的

政府经常将产业园区视为灵丹妙药，以为一旦公布了建

实践基础，不同类型产业园区的概念之成型，得益于在各国

立园区的文件、预留土地，提供税收减免，很快就会将振兴

不同发展阶段兴起的区域及产业发展理论，如增长极理论之

一个城市或地区的经济。但是，从全世界看，很多传统的产

于出口加工区、可持续发展理论之于生态产业园区、创新集

业园区并没有实现其使命，这是因为它们具有上述的先天缺

群理论之于科技园区、创业生态系统之于创新区等，以及比

陷。因此，建设从零开始的新园区应抱有相当谨慎的态度，

较优势理论、新国际分工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业集

并确认其目标是现实的，应避免将园区定位在基础设施缺乏

群理论、竞争优势理论等。本文选择性地阐述了影响产业园

的偏远的地区。这种新园区在设立之初，可能不得不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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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园区开始发展，但需要有明确的长期愿景，而不能功
利主义地将增加经济收益作为唯一的短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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