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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业领先全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数量众多的高水平产业集群。为促进集群发展，美国政府联合州

政府、企业、科研院所、行业协会、投资机构等各类主体，从政策、资金、机制、平台等多个方面形成完整的工作体系，

助推先进制造业集群占领全球产业发展的制高点。总结美国集群建设的经验与做法，对我国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

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产业集群发展有哪些启示？

美国政府培育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做

法和经验，为我国产业集群发展提供了三

点启示。

一是把握集群形成和发展规律，是集

群培育政策成功实施的重要基础。结合美

国大量集群依托地方特色、围绕优势产业

实现集聚发展的特点，我国各级政府在制

定集群培育政策时，一方面要根植于区域

的自然、经济特点，构思集群形成和发展

的内在规律，从专业化分工和市场细分中

寻找机遇，培植本地经济特色，避免单纯

依靠“低价卖地”等措施来实现快速“筑

巢引凤”“做大摊子”，造成集群发展偏离

区域特性的情况出现。另一方面，针对与

区域自然、社会经济特色相契合的产业，

要充分考虑其产业生命周期，制定好集群

培育政策的阶段性目标。

此外，通过政府采购、破除传统户籍

壁垒等举措，培育或引入具备示范性或较

强衍生能力的企业及其相应领域人才，同

时联合高校、非营利组织等，搭建相应的

中介服务体系、劳动教育培训体系。

二是抓好关键领域的政府引导工作，

是提升集群竞争力和创新活力的重要保

障。推动集群创新发展伴随着较高的风

险，政府既要强调集群内企业的主体地

位，又要在资本和研发支持等关键领域做

好引导工作。

在资本支持方面，以少量政府资本为

引导，鼓励并联合银行及民间合法投资机

构，设立面向集群内新兴产业、高科技新

创企业的风险投资基金，为其提供信贷融

资和股权融资支持，以此推动集群内部的

创新竞争、活跃创新思路。

在研发支持方面，通过政府引导，在

集群区域引导布局更多高水平的大学分校

或科研机构分中心，为集群发展提供技术

和人才保障。同时，还要整合各方产学研

资源和力量，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

组成创新联盟，促进优势互补、风险共

担，进而推动企业探索新组织、新模式，

研发新技术、新产品。

三是塑造集群“有机整体”，是优化

集群效率和协同能力的关键。当前，我国

大量产业集聚区发展迅速，但其内部企业

缺乏聚合效用，仅表现为空间上集聚。其

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政府、科研机构、

中介服务机构等多方参与构成的有效集群

组织、管理机构。

要推动产业集聚区高质量发展，政府

可在现有工业园区管委会、产业协会的基

础上，引导企业、金融机构、科研机构和

教育培训机构加入，联合成立能够促进集

群企业间联结、促进技术创新合作和信息

沟通交流，以及增强集体行动效率的集群

组织管理机构。该机构以市场化运作为目

标，建设初期可依靠政府承担部分运营成

本，之后逐步实现独立自主运营。通过多

组织参与建立的集群组织管理机构，促进

集群成员建立起在技术、产品、业务创新

方面的协同网络，避免企业出现资源配置

不当、过度竞争以及决策失误等问题，将

集群塑造成合作共赢的有机体。

美国政府培育集群发展的主要做法和

经验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制定完善具体的集群发展政策体

系。美国是最早研究集群政策的国家，在推

动产业集群发展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美国国会 2010 年通过《美国竞争力再

授权法案》，要求实施区域创新集群计划。

美国联邦政府2010年建立了3个区域创新

集群计划，分别为“能源区域创新集群计

划”“工作加速器合作集群计划”和“区域创

新集群计划”，支持56个创新集群。

在州政府层面，支持集群发展的政策

更为具体。自 1996 年起，专门负责制定地

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加州经济战略小组，开

始对全加州产业集群进行跟踪研究，并适

时提出政策援助建议，包括调整经济政策、

实行发展激励、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等。

此外，与产业集群发展密切相关的科

技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和区域

政策也相当完善，进一步促进了集群的健

康发展。

二是利用财政金融手段支持集群创新

创业。美国政府在支持产业集群发展过程

中，采取了大量的财政金融支持手段。

在财政手段方面，大力支持科研机构

技术研发、战略产品市场开拓和集群组织

机构发展。例如，区域创新集群每年预算

约600万美元用于资助集群组织机构，为集

群内的小企业提供创业导师和咨询服务，

建立导师—学徒关系，组建团队，向潜在投

资者、可能采用小企业新技术的公共或私

营机构进行展示。

在金融支持方面，美国政府积极引导

金融资本流向集群内的初创企业，以激发

投资主体的兴趣。比如，美国商务部 2010

年在“区域创新战略计划”中设立“种子基

金”项目，旨在推动大学、基金公司、地区经

济开发机构、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等成立集

群投资基金，对集群内生物医药、水技术、

清洁能源、先进制造、自然资源等领域的高

成长、初创型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有效营造

了集群创新创业氛围。

三是构建“1+N”协作机制。为整合资

源，消除部门壁垒，多角度、多途径推进集

群建设，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亲自挂帅集群

工作组，共有8个部门参加。每个集群发展

计划都采用一个部门主导、多个部门参与

的“1+N”协作机制，即由一个主导部门根

据实际发展需要，对符合要求的特定集群

加大政策引导和金融支持力度，同时联合

其他部门提供相关配套政策和服务。

以“能源区域创新集群计划”为例，该

计划由能源部主导，商务部经济发展局、小

企业管理局、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劳工

部、教育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等参与，各部

门从不同角度协作以推动集群发展。其中

能源部负责集群内企业的技术研发合作、

资本及技术支持，小企业管理局侧重于提

供商业网络、教育培训、贷款申请、专利申

请等服务，同时帮助制定营销策略、技术转

移策略等。

四是搭建高效的集群信息共享平台。

“摸清家底”是推动集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一步。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同企业商会、行

业协会、高校商学院等非政府机构的合作，

并利用其掌握的大量集群和区域经贸环境

相关信息，为集群管理和发展搭建信息共

享平台。

2014 年美国商务部同哈佛大学、麻省

理工学院等高校合作开展的“产业集群描

绘计划”，在累计搜集与美国集群发展、区

域社会经济特征、商业环境质量相关的多

达 5000 万条数据后，对外发布了美国集群

地图和集群数据库。同时也为政府和企业

提供了一套对集群优势和潜在机会进行分

类和比较的算法，帮助政府和企业在充分

知情的情况下做出有效布局；搭建起企业

间、企业同政府间的沟通平台，供企业获取

各级政府部门正在推动的集群项目信息，

并就经营中的有效实践、创新经验进行交

流和讨论。

美国产业集群发展具有将区域优势作

为集群发展的基础、以产学研协同创新为

集群发展动力和以“市场+政府+中介组织”

通力合作为集群治理架构等主要特点。

将区域优势作为集群发展的基础。美

国产业集群在布局上与自然资源及人文特

色相耦合，地方的要素禀赋、交通区位、科

研机构密度及研发实力等优势促成了产业

最初形成。伴随着集群的发展，相应的技

术、资本、人才和产业进一步向当地聚集。

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凭借其区域内的

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高校在计算

机信息技术开发方面的优势，形成了以信

息技术、互联网服务、软件开发为主的产

业集群。

再如，休斯顿石化集群，其所在的墨西

哥湾畔丰富的石油储量和出色的交通区位

带动了石油开采、加工等下游产业成长，也

促进了石油机械、冶金、造船、运输、贸易、

金融等行业，以及人才和商业资本的进一

步集聚和发展。目前，休斯顿集聚了康菲

石油、哈里伯顿等美国 30家最大能源公司

中29家的总部，以及1000多家石油设备制

造商和供应商，涉及能源相关业务的企业

超过 5000 家，石化工业生产能力占到全美

的一半以上。

以产、学、研协同创新为集群发展动

力。产业链和创新链协同是美国产业集群

保持创新的重要驱动力。

比如，波士顿生物技术（生物制药）产

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就直接得益于该地

区的哈佛医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

学医学院等一大批一流大学和国际顶尖医

院。以麻省理工为例，其企业孵化中心为

许多生物技术企业培养了大批科学家，并

向学院工程师灌输创业精神，设立“5 万美

元创业竞争”专项基金用于资助学生创业，

为新成立的企业提供专利技术认证。同

时，也为众多投资者特别是风险投资者提

供具有市场潜力的生物科技成果，一系列

的产学研合作形成了生物技术产业强大的

集聚力。

再如，硅谷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一方面

以斯坦福大学研究所为先导，创立了第一

批信息技术创业公司，吸引众多老牌公司

如西屋、瑞森、IBM 等在该地建立研究中

心；另一方面，集群内大量的中小企业间彼

此配合、整合资源、互相外包，在保障创意

和构思及时变成产品的同时，也促进了企

业间创新思想的快速交流。

以“市场+政府+中介组织”通力合作

为集群治理架构。美国产业集群的发展离

不开政府、市场和第三方中介机构的通力

合作。

以密歇根州为例。在本世纪初，密歇

根州政府曾准确洞察到一个事实，即美国

主流车企的混动技术已落后于日本丰田公

司，州政府为此提出了追赶计划，决定在该

州底特律市等地大力筹划发展混合动力汽

车产业。与此同时，当地整车制造厂也早

已有此规划，如通用公司旗下的雪佛兰沃

特混动汽车已列入量产时间表，还有一些

车企与丰田签订了混动技术许可合同等。

政府与企业的合力推动，促进了底特律汽

车产业集群的再次繁荣。

再如，在产业集群标准制定、市场秩序

维护、贸易摩擦解决和品牌建设等方面，伊

利诺伊州的许多商业组织发挥了独特作

用，不仅赞助技术研究机构、收集产业信息

为集群企业提供创新源头，而且还帮助其

开拓市场、争取产业政策，在政府和企业之

间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美国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特点
美国产业集群发展具有将区域

优势作为发展的基础、以产学研协
同创新为发展动力等特点。

美国政府培育集群发展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美国政府培育集群发展主要有

完善政策体系、构建“1+N”协作
机制等四方面的做法和经验。

赛迪智库规划研究所 张舰、黎文娟、赵芸芸、程楠

对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几点启示
美国政府培育产业集群发展的

主要做法和经验，为我国产业集群
发展提供了三点启示。

本报讯 安徽省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

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4月，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669.8亿元，同比增

长12.4%，居全国第七位、中部六省第二位。

在各类所有制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

现利润总额 204.2亿元，同比增长 11.8%；股

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80.6 亿元，增长

14.9%；外商及我国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

利润总额 67.2亿元，下降 1.2%；私营企业实

现利润总额238.6亿元，增长16%。

在统计的三大类行业中，采矿业实现利

润总额 48 亿元，同比增长 21.7%；制造业实

现利润总额 582.5 亿元，增长 11.3%；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

39.3亿元，增长17.8%。

利润增长较快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传统

行业领域：化学纤维制造业增长 165.3%，黑

色金属矿采选业增长 123.6%，非金属矿采

选业增长 108.9%，纺织业增长 60.9%，非金

属矿物制品业增长41.2%，有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增长39.5%，显示出传统行业在

经过技术改造之后，在下游市场需求升温态

势下迸发出新的活力。但同时也要看到，部

分优势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盈利势头

放缓。受此影响，4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实

现利润总额 177.7亿元，同比增长 11.2%，增

速比3月份回落16.6个百分点。

1月至4月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38%，

同比提高0.29个百分点，但应收账款和存货

增长较快，且回款和库存周期都有所拉长。

本报讯 据海关总署网站消息，海关统

计，今年前 5 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

值12.1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同）增

长4.1%。其中，出口6.5万亿元，增长6.1%；

进口5.6万亿元，增长1.8%；贸易顺差8933.6

亿元，扩大45%。

据统计，5 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 2.59

万亿元，增长 2.9%。其中，出口 1.43 万亿

元，增长7.7%；进口1.16万亿元，下降2.5%；

贸易顺差2791.2亿元，扩大89.8%。

按美元计价，前 5 个月，我国进出口总

值 1.79 万亿美元，下降 1.6%。其中，出口

9583.4 亿美元，增长 0.4%；进口 8278.7 亿美

元，下降 3.7%；贸易顺差 1304.7 亿美元，扩

大38.3%。

5 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 3860.3 亿美

元，下降 3.4%。其中，出口 2138.4 亿美元，

增长 1.1%；进口 1721.9 亿美元，下降 8.5%；

贸易顺差416.5亿美元，扩大77.9%。

海关总署介绍，前 5 个月，我国外贸进

出口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一般贸易快速增长且比重提升。

前 5 个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 7.25 万亿

元，增长6.1%，占我国外贸总值的59.9%，比

去年同期提升 1.1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3.82 万亿元，增长 10.3%；进口 3.43 万亿元，

增长 1.7%；贸易顺差 3917.8 亿元，扩大 3.2

倍。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 3.02万亿元，下

降 2.4%，占 24.9%，下滑 1.7 个百分点。其

中，出口 1.92万亿元，下降 1.5%；进口 1.1万

亿元，下降 4.1%；贸易顺差 8181.8 亿元，扩

大2.2%。

此外，我国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1.39

万 亿 元 ，增 长 9.9% ，占 我 国 外 贸 总 值 的

11.5%。其中，出口4485.5亿元，增长12.3%；

进口9437.9亿元，增长8.7%。

二是对欧盟、东盟和日本等主要市场进

出口增长，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进

出口增速高于整体。前5个月，欧盟为我国

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欧贸易总值1.9万亿元，

增长 11.7%，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15.7%。其

中，对欧盟出口 1.13万亿元，增长 14.2%；自

欧盟进口7649亿元，增长8.3%；对欧贸易顺

差 3695.1亿元，扩大 28.7%。东盟为我国第

二大贸易伙伴，与东盟贸易总值为1.63万亿

元，增长 9.4%，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13.5%。

其中，对东盟出口 9130.2亿元，增长 12.9%；

自东盟进口 7156.3亿元，增长 5.2%；对东盟

贸易顺差1973.9亿元，扩大53.7%。

前 5 个月，美国为我国第三大贸易伙

伴 ，中 美 贸 易 总 值 为 1.42 万 亿 元 ，下 降

9.6%，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11.7%。其中，对

美国出口 1.09万亿元，下降 3.2%；自美国进

口 3352.7 亿元，下降 25.7%；对美贸易顺差

7506.2 亿元，扩大 11.9%。日本为我国第四

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总值为8469亿元，增

长0.9%，占我外贸总值的7%。其中，对日本

出口 3893.4 亿元，增长 3.8%；自日本进口

4575.6亿元，下降1.4%；对日贸易逆差682.2

亿元，收窄 23.3%。同期，我国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及地区合计进出口 3.49 万亿

元，增长 9%，高出全国整体增速 4.9 个百分

点，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28.8%，比重提升 1.3

个百分点。

三是民营企业进出口快速增长，所占比

重提升。前5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5.02万

亿 元 ，增 长 11.1% ，占 我 国 外 贸 总 值 的

41.4%，比去年同期提升 2.6 个百分点。其

中，出口 3.28万亿元，增长 13.8%，占出口总

值的50.4%；进口1.74万亿元，增长6.3%，占

进口总值的31%。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

口 4.9 万亿元，下降 1.2%，占我国外贸总值

的 40.5%。其中，出口 2.58 万亿元，增长

0.5%；进口2.32万亿元，下降3%。

此外，国有企业进出口 2.14万亿元，增

长 1.4%，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17.7%。其中，

出口 6375.1 亿元，下降 5.9%；进口 1.5 万亿

元，增长4.9%。

四是机电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均

保持增长。前 5 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

3.8 万 亿 元 ，增 长 5.1% ，占 出 口 总 值 的

58.4%。其中，电器及电子产品出口1.7万亿

元，增长 6.3%；机械设备 1.14 万亿元，增长

4.1%。同期，服装出口 3480.6 亿元，下降

0.2%；纺织品 3276.8 亿元，增长 7.3%；家具

1483.3亿元，增长9.6%；鞋类1218.7亿元，增

长 5.8%；塑料制品 1241.3亿元，增长 18.6%；

箱包 709.1 亿元，增长 7.7%；玩具 648 亿元，

增长 30.1%；上述 7 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合

计出口 1.21万亿元，增长 7.2%，占出口总值

的 18.6%。此外，钢材出口 2909 万吨，增加

2.5%；汽车44万辆，增加2.1%。

五是原油、天然气等商品进口量增加，

大豆进口量减少，大宗商品进口均价涨跌互

现。前5个月，我国进口铁矿砂4.24亿吨，减

少 5.2%，进口均价为每吨 570.6 元，上涨

24.8%；原油 2.05亿吨，增加 7.7%，进口均价

为每吨3232.1元，上涨2.7%；煤1.27亿吨，增

加 5.6%，进口均价为每吨 527.5 元，下跌

4.8%；天然气3943万吨，增加13.4%，进口均

价为每吨 3096.6 元，上涨 23%；大豆 3175 万

吨，减少 12.2%，进口均价为每吨 2819.6元，

上涨 3.4%；成品油 1479 万吨，增加 3.7%，进

口均价为每吨 3719.7元，上涨 2.2%；初级形

状的塑料1491万吨，增加12.3%，进口均价为

每吨1.01万元，下跌9.9%；钢材488万吨，减

少 13.4%，进口均价为每吨 8172.8 元，上涨

1.5%；未锻轧铜及铜材195万吨，减少9.4%，

进口均价为每吨4.54万元，下跌3.9%。

此外，机电产品进口 2.38万亿元，下降

2.6%。其中，集成电路1579.8亿个，减少6%，

价值 7667.8 亿元，下降 2.3%；汽车 44 万辆，

减少 5.2%，价值 1336.3 亿元，下降 0.8%。

（文 编）

前5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
总值同比增长4.1%

前4个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

利润同比增长12.4%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南省财政厅

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河南省第一批智能化

示范园区建设试点名单的通知》，认定郑州

航空港产业集聚区等10个产业集聚区为河

南首批智能化示范园区建设试点。

通知指出，为加快推动智能化示范园区

建设，符合条件的园区管理服务综合系统

（智能制造公共服务平台）、工业互联网平

台、企业智能化改造、企业上云等项目，将优

先纳入相关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对试点中

探索形成的有创新、有特色、有价值的先进

技术和业务模式，要及时进行总结推广。此

外，河南将适时开展试点园区评估评价工

作，对评价合格的将命名为省级智能化示范

园区，对工作成效不明显或未按期完成试点

任务的，将取消试点园区资格。

据了解，上述10个建设试点名单包括：

郑州航空港产业集聚区、郑州经济技术产业

集聚区、洛新产业集聚区、平顶山高新技术

产业集聚区、林州市产业集聚区、焦作工业

产业集聚区、孟州市产业集聚区、长葛市产

业集聚区、禹州市产业集聚区和长垣县产业

集聚区。

河南试点建设

10个智能化示范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