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肆章  義烏經濟發展的市場觀 

第一節 市場經濟與市場轉型 

所謂市場，是指商品和勞務買賣雙方自由交換的場所，它體現了

商品生產者之間相互交換勞動的經濟關係。
1
市場是社會經濟內部一

個自我組織與協調系統，市場的組織協調功能，使得相互分離的經濟

活動之間形成一種井然有序的分工秩序，使相互獨立的經濟利益之間

相得益彰，各得其所。市場是經濟發展的最大發動機，也是培育新興

市場和中小企業的發展平台。市場是一切經濟活動主體之間交換關係

的總和，是人類在社會分工條件下最普遍的經濟聯繫方式。 

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ic）是商品交換的領域場所和各種物

品交換關係的總和、社會分工的產物；同時也是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

的分工與協作的橋梁，及所有經濟主體共同活動的舞台；講求供給與

需求的銜接與平衡；是商品的現實需求和社會需求規模之和及產品銷

路的體現；為經營領域和經濟質量的標志；亦是生產與消費的中間環

節和貨品流通過程的橫斷面。市場經濟是藉由通過市場機制配置資源

（Allocational of Resources）和引導社會經濟運行的經濟形式。
2
  

經濟轉型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制度在一定時

期內發生的根本變化，是人類社會中長期存在的普遍現象。市場經濟

轉型是經濟發展先決條件，但在市場轉型過程中政府職能調整成敗，

以及調適能力之高低是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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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小聰，政府經濟學（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年），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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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變遷與挑戰（台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3 年），頁 184。 



 

壹、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4

市場經濟是資源配置市場化的商品經濟。要使資源配置市場化，

不僅要使一般消費品和生產資料全部商品化，還要使各種生產要素商

品化，這是市場經濟形成的首要條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講

求生產要素商品化；生產要素商品化，又可促使市場經濟的發展。特

別是勞動力商品化，是市場經濟形成的首要條件。 

市場經濟要求產權關係獨立化。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必須擁有自

己的獨立經營主權，成為產權獨立主體。唯有企業成為一定的產權主

體的條件下，擁有自已的產權，才能成為擁有市場經營主體和利益主

體的實體地位，才能參與市場活動，形成市場經濟。 

經濟關係市場化要求社會的一切經濟活動，包括社會再生產的過

程－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均通過市場來實現。經濟關係市場化實

質意義是，一切經濟活動均以市場為中心，以市場為導向，實行物品

等值交換。在實行經濟關係市場化的首要任務是將自然經濟提高到商

品經濟水平，實行生產的商品化和社會化，在生產普通商品化的基礎

上，實現經濟關係市場化。。 

生產經營自由化形成市場，而形成市場經濟的非常重要的條件。

生產經營自由化，首先是投資自由化。生產經濟自由化，除了打破原

本地區之間的封閉狀態或地方市場的封閉狀態，使商品不受任何限制

地自由流動，並打破壟斷行為。企業可以根據市場信息和市場發展情

況自主作出決策。  

                                                 
4 吳振坤，前引書，頁 38~42。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必然是產權主體和利

益的主體。如此，企業引用先進生產技術和經營技術，用最小成本製

造最大產出，以追求利潤最大化。追求利益最大化，是企業創造生機

和活力的關鍵所在，亦是市場經濟生機與利益的關鍵所在。經營者根

據價格規律的要求，通過市場競爭形成的價格。當價格形成後，為市

場優化資源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除了特殊商品由政府定價外，其他

一切商品和服務都由市場供求關係來決定其價格。 

法制是市場經濟的保護神，沒有健全的法制建設，就沒有現代市

場經濟的正常運作和健康發展。 一切經濟活動要由法律來規範，按

法律規定來進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個企業作為平等民事主體的

法人之間，各企業為實現目的而發生經濟往來。各關係經濟主體為實

現經濟目而產生的行為，彼此間須訂定具有法律效力的合同，合同是

企業進行生產經營活動的依據，實現合同就是保障雙方的權利義務。 

貳、市場經濟的功能5

在市場經濟中，人們對物質利益的創造和享用，必須通過對社

會資源的合理配置來實現。而市場機制是合理配置社會資源的最有效

的形式。藉由調節生產要素在各部門的分配，進而達到資源的優化配

置。資源配置是資源在社會物質生產各部門、各環節間的分配，所反

應的是人與物和物和物的關係。事實上，資源配置具有雙重性，又具

有資源配置功能，又有制度配置功能。此二重性是生產力與生產關係

矛盾在資源配置上的表現。 

市場是一切經濟活動主體之間交換關係的總和，是人類在社會分

工條件下最普遍的經濟聯繫方式。市場是社會經濟內部一個自我組織

                                                 
5 劉烈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理論探索（北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 年 12 月），頁 35~40。 



與協調系統。市場的組織協調功能，使得相互分離的經濟活動之間形

成一種井然有序的分工秩序，使相互獨立的經濟利益之間相得益彰，

各得其所。 

市場經濟不僅使社會經濟的繁榮與發展獲得不竭的動力。而且， 

為經濟發展所必須的組織與制度創新也將因此具有強大的內在動

力。藉由此內在動力能在實踐中選擇更有效率的經營方式與制度安

排、不斷創造更為完善的經濟組織工具和組織技術，使經濟更有效

率、完善。市場為人們提供經常不斷的信息，也藉由競爭刺激有效地

工作。市場經濟的競爭實質上是不斷地競爭和創新，市場只有通過市

場才能起創建性突破。 

參、市場經濟與機制 

市場經濟是以價值規律為基礎的經濟體系，市場經濟在利用其供

需、競爭、價格等基本要素配置資源、調節經濟中具有突出的優勢和

特性。從微觀角度來看，市場會把競爭機制加在生產者身上，促其降

低成本，提高效率；從宏觀角度來看，市場的需求的變動以及由此引

起的價價格漲落，會引導資源在各門部、各地區之間合理配置，使總

供給與總需求保持動態平衡，從而消除短缺和過剩兩種現象。
6

市場經濟首要條件是市場主體的自主性。現代市場經濟是企業自

主經營的經濟，企業的一切活動均以市場為中心。
7
市場主體是市場

經濟的首要組成要素，市場經濟的主體是按照市場經濟自主性的要

求，參與市場經濟活動的事業主體（企業和個人），均須具有生產經

營的自主權，其中包括經營和投資決策、人事雇佣、生產設備處置與

                                                 
6 劉烈龍，前引書，頁 29~32。 
7 趙石寶、楊  敏，中國市場經濟體制（北京：人民出版社，1994 年 10 月），頁 21。 



組織等。同時，各主體須自負盈虧，以實現市場經濟的自主權。作為

市場經濟主體的企業，必須擁有自主權，才能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

虧的法人實體。 

其次，市場經濟的自動性來自社會分工和社會化生産，來自商品

生產者之間的依存和聯繫關係。商品生產者是否有活力須靠自己在整

個市場的優勝劣敗的競爭中自動表現出來。競爭（Competition）是

市場經濟的明顯特徵，也是商品經濟的一般規則。所謂競爭，是指買

方之間、賣方之間、買賣雙方之間為了爭取有利的生存和銷售條件，

透由競爭以達到資源優化配置。政府的職責是為了競爭創造平等的環

境，當好競爭法則的制定者、仲裁者、服務者。
8
競爭對經濟主體是

壓力也是動力，實行競爭，就要反對壟斷（Monopoly）。 

市場經濟與封閉經濟不同，不受生產者自身消費的限制，具有相

對的無限性，為市場需要而進行生產是市場經的本質特性。它使社會

生產和經濟生活不斷突破狹小、分割和封閉的市場藩籬，把一切經濟

活動活動都捲入到中國大陸和全世界的大市場中，將國內市場和國際

市場融合成一體。市場經濟的開放性要求商品生產者大膽地闖入市

場、占領市場、控制市場進而創造市場。
9
生產經營的市場活動是為

了盈利，目的不是為了自已消費，資源配置的出發點是經濟效率，投

資者、生產經營者對利潤和超額利潤的追求沒有止境。 

再者，市場經濟進行的是等值交換的原則，參加市場活動的當事

人無高低貴賤之分，在市場經濟活動中，交易雙方是出於自願的，不

允許有強賣強買的情事產生。市場關係平等性主要是要求價值實現的

市場平等和生產要素的市場平等。生產和經營者突破了狹小的空間領

                                                 
8 趙石寶、楊  敏，前引書，頁 21 。 
9 趙石寶、楊  敏，前引書，頁 22  



域，一切經濟活動都捲入到中國大陸和世界市場之中，使整個經濟活

動成為開放性、社會化的大生產。市場經濟的主體，在分工基礎上建

立的交換關係。 

市場機制講求消費主權，所謂消費主權，是指消費的意願和偏好

決定生產的經營。在供給大於需求的市場上，各企業為了擴大消息面

詹，增加贏利，展開激烈的競爭。在競爭下企業會參考市場需求意願

而生產，致力改善服務態度和服務質量，提供消費者所滿意的商品和

服務。 

在充分競爭的條件下，市場機制會形成真實的商品價格，真實的

利益、匯率和工資，它們反過來又會給消費、投資、進出口貿易和勞

動力需求提供比較符合實際的信息。同時，市場自發形成的各種調節

變量，還能夠為政府的宏觀管理提供依據。市場機制是一種優勝劣敗

的選擇與重組機制，各企業為了在激烈的市場競爭中立穩腳步，發展

壯大自己，而會在技術、經營模式、組織管理上較量，極推動經濟的

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10

    

                                                 
10 孔祥利，焦點問題中的政府經濟行為（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年 6 月），頁 31。 



第二節 義烏市場發展特色與要素 

壹、發展特色 

義烏小商品市場是以當地商品生產基地為根據，將本地及鄰近地

區小規模產品生產者所生產的產品集聚，在當地交易卻銷往各地的專

業市場。義烏小商品市場歷經五次搬遷、九次擴建，目前市場的營業

面積達 260 萬平方米，攤位數為 5 萬 8 千個，匯集了 34 個行業、1502

個大類、32 萬種商品，是全中國和世界最大的商品批發市場。興建

各類專業市場和專業街區，使市場體系不斷完善。同時，堅決實施「劃

行歸市、集聚經營」的經營戰略，發揮市場的集聚效應。義烏市場的

綜合性強、商品種類多，物美價廉，降低了客商的採購成本，對國內

外的採購商產生極大的吸引力。由於義烏市場的凝聚力和輻射力，使

週邊地區的商品不斷向義烏聚集，因此形成市義烏為核心「義烏商

圈」，此對義烏市場的產生很大的支撐作用。 

義烏經過多年的發展，在國內外建立一個良好的營銷網路，培養

了一支龐大的行銷人才團隊。中國小商品城（China Commodity City）

在中國境內已設立了 10 個分市場、15 個邊境貿易點；在國外，與義

烏對接的小商品市場有柬埔寨「中國商城」義大利的「中國城」、南

非「中華門」等 10 多個。強大的營銷網路，對商品的銷售及企業的

發展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目前，義烏的商品可以直通中國 30 多個

省市中的 250 個大中型城市。中國海運集團、中運集船運集團均看好

義烏的外貿環境，開始涉足義烏的物流體系。 

義烏市場規模龐大而高度集中的商品，決定了義烏市場是小商品

價格形成中心。許多種類的小商品在義烏市場的價格，就會影響到這

些小商品在中國大陸和國際上價格，隨著「中國小商品城數字市場」



的開通，小商品信息庫的建立，「中華商埠」等網站的建成與國內外

著名知名網站連接，使得義烏市場的商品展示、信息發布功能日益增

強。了解義烏市場商品的訊息，就可以掌握世界市場上小商品的行

情。至 2004 年止，有 4000 多家總經銷總代理和知名企業、品牌進駐

義烏小商品市場，使得義烏市場上的商品種類增多。由於義烏市場是

完全競爭的市場，同類商品劃行歸市，全部聚集在市場的同一區域

內，如此促使企業必須提昇創爭力，不斷開發新產品，才能保有自己

的競爭優勢。 

近年來，義烏市場的國際知名度不斷提高，到義烏採購的外商逐

漸增多，小商品出口也高速增長，市場外內向度快速提高，義烏市場

正在日益成為國際性小商品採購基地。據統計，現在常駐義烏外商有

5000 多人，在義烏設立代表處的境外有 221 家，境外企業和客商在

義烏銀行開戶的有 5400 多家。
11
2005 年還有來自世界 206 個國家和

地區的近 5 萬名外商到義烏採購小商品，根據市場舉辦的 2005 中國

義烏國際小商博覽會，吸引來自 14269 個外商、商務代表團 72 個、

跨國零售集團 15 家，境外參展比例 20%，已達國際展會的各項指標。

義烏辦展會的目的是提昇市場整體水平，提昇義烏市場的國際化程

度。為順應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義烏已做到嵌入世界營銷網

中，成為全球小商品交易的重要環節；已成具有國際水準的日用品消

費中心、展示中心和信息中心。義烏推動與國際接軌時，亦推動沿海

地區製造業集聚的重要力量，引導勞動密集性型商品出口貿易的內生

性增長。 

 

 

                                                 
11 「義烏小商品市場托起大都市－訪義烏市委書記樓國華」，市場報，2005 年 3 月 22 日，第 1

版。 



貳、發展要素 

在義烏小商品城的發展過程中，以其規模龐大、商品豐富、種類

齊全、體系健全而聞名於全世界，
12
所秉持是其特有的文化特色「雞

毛換糖」和撥浪鼓文化。義烏人長期在撥浪鼓文化下進行的小商品交

易，逐漸形成義烏人不畏艱辛、重商尚利、敢闖敢幹的精神文化。13

撥浪鼓商業文化就以市鎮經濟為載體的商業文化而言，是所謂的分散

的農村市場從事商業活動的思想觀念和社會習俗的綜合表現。關鍵在

於它是一種沒有資本的商品交換，只但憑人力資本即可完成。
14
其與

其他鄉鎮不同的乃在於透過組織合作的方式將農民組合商業團隊，商

業團隊在明確的市場範圍內，形成特殊的商業網絡。
15

在義烏「撥浪鼓文化」中的「雞毛換糖」的核心資源是糖，義烏

人用其本身的農產物熬製成糖餅、生薑糖粒，再用其到外地換取禽畜

毛骨、破銅爛鐵等；糖擔換回的雞毛，分類篩選，下等料用以肥田，

上等料做掃帚；
16
破銅爛鐵回銷到工廠作工業原料。「敲糖幫」此種

內聚式的外向性資源的交換形成了小商品市場的必然性。。 

義烏人經商講求實利，注重經商，具有根深蒂固的市場觀念，「雞

毛換糖」的小商品生意不僅使義烏人收入增加農田得到滋潤，同時，

也滿足其他人的需要。但是此觀念，在計劃經濟時代，是為時代所不

容，遭受到社會批判。改革開放後，中共的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轉向

市埸經濟轉型，「重商尚利」的經濟文化，才真正發揮其作用，使浙

                                                 
12 鄭小蘭，「論文化經濟發展中的推動作用－從雞毛換糖到中國小商品城的啟示」，金華職業技

術學院學報，第 3 卷第 4 期（2003 年 12 月），頁 65。 
13 鄭小蘭，前引文，頁 65-68。 
14 陸立軍、白小虎、王祖強，市場義烏－從雞毛換糖到國際商貿城，頁 3。 
15 陸立軍、白小虎、王祖強，市場義烏－從雞毛換糖到國際商貿城，頁 5。 
16 「義烏小商品市場托起大都市－訪義烏市委書記樓國華」，市場報，2005 年 3 月 22 日，第 1

版。 



江邁向「市埸大省」，義烏的小商品市埸成為重要力量之一。義烏現

能在國內外建有許多個分市場，在於義烏能充分發揮其從「雞毛換糖」

就擁有的重商尚利的市場觀念。  

從昔日的「雞毛換糖」到今日的中國國際小商品城，其堅持的經

營理念為薄利多銷。企業戶所依靠的是勤勞、努力，靠銷售量來賺取

利潤。在中國傳統重農輕商的社會裹，從事經商活動往往被視為不正

務正業。「敲糖幫」肩挑貨擔、手搖撥浪鼓、走鄉串村從事小商品經

營，不懼艱辛萬苦，而磨練出他們勤勞刻苦的精神。義烏人正是藉這

種精神將小商品成大市場，靠讓人心動的價格吸引來自國內外的消費

者和貿易商。 

「雞毛換糖」的文化在中國大陸建政初期計畫經濟時代，是一種

挑戰與創新，義烏人發揮敢於冒險、大膽創新，走出一條以商養農、

以商促工的發展道路。1982 年 9 月，義烏縣委、縣政府開放小商品

市場，允許農民經商及販售，從此之後小商品市場在政府的支持及引

導下成長茁壯。1984 年提出「興商建縣」發展戰略後，更使義烏人

民的創造力得到最大能量的釋放，充分發展當地經濟;培育形成中國

大陸乃至於是亞洲最大的小商品市場出。從 1982 年起，小商品市場

已發展到第五代，隨著會展經濟的發展，逐漸成為世界矚目焦點。 



第三節 制度變遷的運作 

壹、義烏小商品市場的優勢 

近年來，義烏的國際知名度逐漸提昇，至義烏採購的外商亦隨之

增加，小商品出口呈現高度增長，義烏市場已成為國際性小商品採購

基地。至 2005 年止，現常駐義烏外商有 65000 多人，在義烏設有代

表處的境外企業有 221 家，2005 年有來自世界 179 個國家和地區的

近 5 萬名外商到義烏採購小商品。 

2005 年義博會在 5 天展覽期間，交易成交額達 80.98 億元人民

幣，其中外貿成交額為 6.61 億美元，外貿成交額佔總成交額的

65.3%；5 天展期參觀採購商和觀眾達 83363 人，其中境外參觀人數

達 14269 人，境外參觀人數較比上屆增加 15.9%。2005 年經濟外向度

達到 31.2%，外貿依存度達到 29%，均比 2000 年提升了 22 個百分點。

市場外向度達到 55%以上，境外企業駐義烏辦事機構從 31 家增加到

615 家，小商品出口國家和地區從 122 個擴大到 212 個。對外貿易取

得突破性進展，全市自營進出口總額從 1.4 億美元增加到 11.8 億美

元，年均增長 54.2%。 

小商品交易市場從區域性集散市場到中國大陸性集散市場加產

地市場，再到國際性小商品交易中心，帶動當地製造業和服務業的發

展，使義烏經濟從區際開放走向國際開放，實現了民營經濟國際化的

路徑創新。在創新過程中，義烏利用國際國內發展小商品貿易的有利

條件，不斷豐富和創建「興商建市」的發展戰略，積極向成為國際商

貿性城市轉型。中國大陸加入WTO之後，義烏為順應經濟全球化和區

域一體化，已嵌入世界商品營銷網中，成為全球小商品交易的重要環

節；已成為具有國際水準的日用品消費中心、展銷中心和信息中心。

在義烏推動與國際接軌時，亦推動沿海地區製造業集聚的重要力量，



引導勞動密集性型商品出口貿易的內生性增長。在國際商貿城市發展

的過程中，城市化是商業主要的動力，商貿發展與城市化進程相互作

用，相輔相成。建立市場與城市發展的機制，是促進中國小商品城持

續發展的關鍵。
17

義烏小商品市場五易其址、九次擴建，目前經營面積達 260 萬平

方米，經營攤位 5萬多個，匯集 34 個行業、1502 個大類，32 多萬種

商品，是目前全中國和世界最大的日用工業品批發市場。義烏市場綜

合性強、商品種類多、物美價廉，降低了客商的採購成本，對國內外

的採購商具有極強的吸引力。  

中國小商品城由中國義烏國際商貿城、篁園市場(中國小商品

城)、賓王市場三個主要市場簇群組成, 市場擁有 34 個行業、1502

個大類、32 萬種商品，幾乎囊括了工藝品、飾品、小五金、日用百

貨、雨具、電子電器、玩具、化粧品、文體、襪業、副食品、鐘錶、

線帶、針棉、紡織品、領帶、服裝等所有日用工業品。其中，飾品、

襪子、玩具產銷量佔中國大陸市場 1/3 強。以物美價廉，應有盡有的

鮮明特色，在國際上具有極強的競爭力。 

今日的義烏，已形成以國際商貿城、賓王市場、簧園市場為主體，

30 多條專業街相支撐，物流、金融、產權、勞動力等要素市場相配

套，以會展中心為焦點，30 多個國內外分市場相呼應的市場體系。

經過二十多年的實踐，實現了從現金、現場、現貨的「三現」交易模

式到國際貿易、電子商務的跨越，現代化服務和管理體系日益完善及

有效能。
18

                                                 
17 張傳校，「義烏：城市化要跟上商貿發展的步伐」，中國經濟導報，2005 年 2 月 5 日，第A05

版。 

18 「義烏小商品為何『賣全球』」，市場報，2005 年 10 月 19 日，第 8 版。 



經過二十多年的發展，義烏市場在國內外構建了一個規模十分可

觀的行銷網絡，培養了一支龐大的營銷人才隊伍。義烏小商品市場在

全中國設有 10 多個分市場、15 個邊貿點；在國外，與義烏對接的小

商品市場有柬埔寨「中國商城」、意大利「中國城」、南非「中華門」

等 10 多個。目前，義烏商品可以直達全中國 30 多個省市的 250 多個

大中城市。 

義烏電子商務體系已經初具規模，全市擁有門戶網站 550 餘個。

2004 年，李嘉誠旗下的中國第二大門戶網站的 tom.com 與中國企業

界強強聯合，在義烏推出「企業通」和「數字商務平台」，使義烏的

城市發展逐漸網路化。8848、3721 等一批國內知名電子商務工具網

站已涉足義烏市場拓展業務。網上商店、網上支付、網上推展的電子

商務體系已經初步建立，網上支付透過 8848 聯合的 40 多家銀行實現

網上直接交易。阿里巴巴等知名網站也在義烏推展拓展業務。  

義烏小商品市場是綜合性的專業市場，它將大量同質性的商品集

中到固定地點，使交易雙方可以節省與搜索的時間，以節省交易成

本，提高商品成交率。當交易成本越低，交易的效率就越高，成交數

量也越大。義烏小商品市場之所以發展迅速的根本原因，乃在於訊息

集聚和發佈具有獨特的優勢，為買賣雙方提供完整、真實的商品訊

息。
19

 

貳、制度變遷與角色轉變 

市場是義烏發展的第一推動力，市場規模的擴大，市場結構的演

                                                 
19 陸立軍、白小虎、王祖強，市場義烏－從雞毛換糖到國際商貿城，頁 104~105。 



進，市場秩序的擴展，市場的集聚、輻射和對區域經濟的帶動作用，

引起一系列的制度變遷和創新。
20
義烏小商品市場的形成絕非是偶

然，而是一種制度創新，是經濟主體（政府和企業）的結合，由商販

們的集體行為而促使地方政府的開明決策。商品流通由原先的集市貿

易開始向組織的批發交易發展。
21
當時，政府基於自身利益的考量，

改變計畫經濟體制的管理方式，不得不與商販和市場作結合，形成利

益共同體，增強市場創新的合法性、正當性。
22

義烏小商品市場是由內在主體(商戶、農民)和外在主體(政府)

的共同合作下，才取得社會的認同。
23
1982 年地方領導幹部決定積

極、有序的開放市場，藉由加強管理方式，和疏導、改變「你來我躲」

的。開放小商品市場是一場由雙重創新主體實施的市場化的制度創

新。
24
在制度創新的過程中，內在主體與外在主體均發揮其應有的責

任和功能。 

在義烏發展模式中，包含著許多制度變遷的因素。義烏小商品市

場是義烏居民的創舉，所代表是制度變遷的結果。義烏的發展之所以

會成功，乃在於政府認識到政府與市場的合作關係，政府掌握機會，

適當引導市場良性有序的競爭。
25
而逐漸形成今日國際著名的小商品

交易和批發中心。 

市場經濟的法則就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政府不應

過度干預。多年來，在義烏市場發揮主導的作用，是市場規律這隻「看

不見的手」。政府只進行宏觀調控，負責制定市場的遊戲規則，維護

                                                 
20 朱家良，「民營經濟國際化：義烏的路徑和創新」，頁 15。 
21 陸立軍、白小虎、王祖強，市場義烏－從雞毛換糖到國際商貿城，頁 6。 
22 陸立軍、白小虎、王祖強，市場義烏－從雞毛換糖到國際商貿城，頁 82。 
23 陸立軍、白小虎、王祖強，市場義烏－從雞毛換糖到國際商貿城，頁 8。 
24 陸立軍、白小虎、王祖強，市場義烏－從雞毛換糖到國際商貿城，頁 10。 
25 陸立軍、白小虎，「從雞毛換糖到企業集群—再論義烏模式」，頁 67。 



市場秩序，彌補市場缺陷。每當義烏市場發展到了關鍵的階段時，政

府都適時對市場發展戰略進行了調整，引導市場向更高的層次發展。

市場發展初期，政府即提出「興商建市」的發展戰略，引導資源向商

貿業集聚，傾全市之力促進義烏市場的迅速崛起。之後，配合商業發

展，而規劃「工商聯動」和「以商促工」的經濟發展政策。在工業和

商業齊頭併進下，在城市化發展得以更精進及壯大。 

回顧義烏小商品市場的發展，在其發展過程中不斷產生無形市場

和有形物質載體間的矛盾，在各階段而有所不同。萌芽時期，是禁絕

和開放矛盾；發展時期，市場容量和經營戶的矛盾；成熟時期，又存

在規模擴張和市場設施擴建彼此間矛盾的問題。但這些矛盾並未對市

場造成衝擊，均能適時的解決，而成就今日的義烏。 

義烏小商品市場成功之處在於義烏地方政府在最初的市場改革

過程中，發揮關鍵性的作用。培育市場主體，創造良好的市場經營環

境，促進了市場的空間擴張和形態升級；並利用市場的先發優勢，引

導原先的市場機制逐漸向經濟的各個領域擴展，降低交易成本，確立

義烏在小商品生產和銷售的優勢地位。在其未來，小商品市場仍是義

烏經濟發展的原動力。 



小   結 

從「雞毛換糖」的以物易物的商上文化演化到今日的中國國際小

商品城，義烏所堅持是薄利多銷的經營理念。「敲糖幫」是義烏舊有

社會的商業組織，所依靠的是勤勞、努力，靠銷售量來賺取利潤。由

於此種不懼艱辛萬苦的毅力，而磨練出他們勤勞刻苦的精神。義烏人

將此種精神將小商品發展成大市場，而吸引國內外的消費者和貿易

商。 

義烏市場從原本的小商品市場發展成為國際小商品交易、批發中

心，屬於一種制度的新創行為。利用其特性，轉化成為國際型商貿城

市，實現了一種創新路徑。市場是義烏經濟發展的原動力，之所以引

起制度變遷和創新，是政府與市場的結合，形成一種利益共同體。增

強市場創新的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