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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長江三角洲區域發展─區域創新系統分析 

本章將透過前述的區域創新系統理論對長江三角洲的區域經濟發展進行分

析，一方面對於長江三角洲在改革開放之後的迅速發展經驗後，面對全球化與

知識經濟浪潮挑戰的發展情況與趨勢，另一方面期補足區域創新系統理論內對

於開發中國家的新興地區的分析經驗有所不足的缺憾。 

本章首先對於長江三角洲的發展歷史與背景做一描述，建立區域創新系統

分析的社會制度平台；再次是討論 1978 年後的 1980 與 1990 年代長江三角洲的

區域發展情形，特別是上海在開發浦東，成為中國大陸新的對外開放重點地區

之後長江三角洲前後的變化，觀察其與現代化生產體系接軌之後的發展；最後

是透過區域創新系統分析長江三角洲的發展現況與未來趨勢。 

4.1. 昔日風華─長江三角洲歷史背景 

長江三角洲的面積佔中國大陸國土面積約 1%左右，但是長江三角洲在經

濟與社會上的重要性卻超過 1％。2003 年底，。長江三角洲因此是中國大陸人

口與經濟發展最迅速與密集之處，在中國大陸從改革開放進入新世紀之時具有

領航與示範作用的地區。 

長江三角洲的範圍可以分從多個角度來界定；從地理學的角度，長江三角

洲的範圍北起自新通楊運河，南至杭州灣，西至寧鎮丘陵。而社會科學界定義

的長江三角洲則是從經濟地理的角度出發，是以上海為中心，蘇中南、上海與

浙北三地形成的大三角形地區，包括上海市、南京、楊州、泰州、南通、鎮江、

常州、無錫、蘇州、嘉興、湖州、紹興、杭州、寧波、舟山等十五個地級以上

城市所組成。主要的核心城市是上海、蘇州、無錫、南京、杭州、常州、嘉興、

湖州等城市。更廣泛的長江三角洲範圍可以擴大到上海、江蘇、浙江三省的全

部，如此在統計資料上比較完整，也能夠將與長江三角洲相關聯的蘇北徐州與

浙南溫州包括在內。 

在我國歷史上的長江三角洲，在西周時代是吳越兩國所在，兩國都曾盛極

一時，號令諸侯。吳越地區相傳也是我國早期煉鋼技術的起源地。其後項羽也

以江東一代為根據地與劉邦爭雄天下，三國時代孫吳據江東揚州與魏蜀三足鼎

立。尤其在三國時代與其後的五胡亂華造成的魏晉南北朝，中原戰亂，多個朝

代以建康為首都，並有大批人口南遷至長江中下游一帶，因此帶來中原的先進

文化與技術，奠定了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發展基礎。 

隋唐時代，政治中心雖然回到北方，但因為大運河的興建，所謂的江南也

就是長江三角洲一帶的經濟地位反而更為重要，提供北方糧食與稅賦。安史之

亂後的唐朝仍能維持不墜，江南在背後的補給有極重要的貢獻。韓愈也曾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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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賦出天下，江南十居九。在此時的江南城鎮聚落開始蓬勃發展，建康、揚

州、京口、會稽、吳郡等城市都出現大量人口與商業的聚集。 

五代十國與宋室南遷又再一次造成中原文化與人口的南遷，江南人口更加

密集，大量發展密集農業與手工業，如食品、飲茶、絲織、造紙、印染等。其

後的元明清三代，江南地區在全國的經濟地位與富庶已經十分顯著。南京、蘇

州、杭州等城市已是著名的經濟城市。 

清代末年，西方以武力欲對中國進行殖民侵略，要求沿海城市開放。上海

一帶的長江三角洲居長江口，又有龐大的經濟發展基礎與消費人口，遂成為西

方列強在華主要的根據地之一。在列強的經營之下，長江三角洲在 20 世紀 20
與 30 年代成為我國與國際接軌的重要門戶，在當時亦是遠東地區重要的經貿中

心。不過，當時的上海與長江三角洲周圍的其他城市所形成的是兩種不同的經

濟模式，上海因為殖民的關係所形成的是城市工商業的經濟體，而周圍其他城

市則仍以傳統的農村與手工業為主，在經濟上並未形成有效的網絡系統。 

而在中共據有大陸之後，推行共產主義的計劃經濟體制，長江三角洲因為

其經濟實力而具有重要的發展地位。然而由於中共的政經發展導向為軍事與重

化工業，上海的經濟能量被轉化為全國重要的生產基地，原來金融與經貿的角

色不再。在改革開放之前，上海的主要產業為國有與集體企業，提供全國輕工

業產品，因此非公有企業的數量遠不及中共統治之前，經濟活力大不如前。然

而從產業結構當中集體所有的比重上昇看來，屬於江浙一帶的農村社隊企業隱

然開始向上發展，在整個改革開放之前逐漸累積了改革開放之後江浙一帶鄉鎮

企業的發展。 

表 2  1953~1978 年間長江三角洲地區工業產值所有制比例 

年份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國有制 36.91 33.36 36.29 38.25 38.47 82.56 83 82.95 80.81 91.66 88.67 90.46 91.51

集體制 8.41 8.43 7.57 8.63 8.6 7.47 4.42 5.07 6.12 8.22 7.34 8.49 7.77

其他類 54.68 58.21 56.14 53.12 52.93 9.97 12.58 11.98 13.07 0.12 3.99 1.05 0.72

年份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國有制 90.91 89.97 90.27 90.15 89.09 87.37 86.34 85.1 83.18 80.53 80.01 77.29 77.24

集體制 8.47 9.41 9.09 9.31 10.3 11.85 12.94 14.19 15.95 17.64 18.19 20.27 20.23

其他類 0.62 0.62 0.64 0.54 0.61 0.78 0.72 0.71 0.87 1.83 1.8 2.44 2.53

資料來源：洪銀興、劉志彪，2003 

在整個長江三角洲的歷史背景過程當中，首先是因為吳越的興起而產生了

吳地的文化，加上後來不斷遷來的中原文化的揉合，形成了吳文化5。吳文化主

要有兩個特點，一是重商，二是文化細膩，這與其發展背景有關。重商觀念深

                                                 
5 http://jzh.eastday.com/epublish/big5/paper240/1/class024000010/hwz9120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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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民心，縉紳以貨殖為急是吳文化中相當明顯的特色，長江三角洲在經濟地位

不斷提昇的同時，長期以來發展了許多手工業經營的基礎，也培養出了江南一

帶的富商與仕紳；而文化的細膩表現出來的則是工藝品的細緻、園林建築與深

厚的文化基礎，如蘇州的刺繡、緙絲、檀香扇、紅木雕刻、民族樂器等工藝的

製作的精細，自古以來少有地方能與蘇州比肩而行，而園林建築的移步換景，

不拘形式與隨性，則反映了文化中的靈活多變與多樣性。悠久的歷史與深厚的

文化底蘊，使得吳文化充滿的是好學與接納人才的開放，在蘇州滄浪亭內的五

百賢祠即記載有自春秋以來至吳越一帶為吳文化窮盡其才的 594 位名賢的肖像

與簡介，其中 80％以上是外來人，伍子胥、范仲淹、孫武就是其中傑出的代表，

這除了是吳文化歷史中人文會萃的表徵之外，同時也象徵著其開放性。 

而上海在清末為列強扣關開放之後而興起，並逐漸成為對外吸納西方文化

之後，又在繼承吳文化的基礎之上結合了西方文化而產生了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因為繼承了吳文化，因而其基本的特點是相似的。亦即古樸不失

精美，溫柔不失剛勁。在大陸作家熊月之主編的《上海通史》中，認為海派文

化有創新、開放、靈活、多樣的特點，可以說源於前述吳文化中園林建築所具

有的不拘一格靈活多樣。在上海建埠吸收了大量西方文化之後形成了海派文

化。吳文化的重商觀念對上海的影響也很明顯。明清時期，上海因其商業繁榮，

有“小蘇州”之稱。太平天國之亂攻佔蘇州後，蘇州地主富商紛紛遷入上海租

界，使江南最大的商業中心由蘇州轉移到上海，這些商賈帶來的除了金錢之外，

也帶來了長江三角洲的社會上層文化精髓。明清時期，原本蘇州是通俗文化的

中心之一。隨著上海地位的提昇，吳越人士的大量湧入使得上海成為新的通俗

文化中心。清末四大小說的作者，除吳趼人外，都是江蘇人。上海新式學風的

樹立也與吳人有關。李善蘭、王韜、馮桂芬、徐壽、華蘅芳等吳人，不尚明清

時代盛行的考據之學而談論時務，並樂於與西方人士來往合作，這樣的反傳統

行為代表的是海派文化中的開放性與務實。 

4.2. 從國家到區域─中國大陸國家創新系統的轉變 

進入長江三角洲區域創新系統分析之前，必須先對中國大陸國家創新系統

有所瞭解。中國大陸自 1949 年以後受中國共產黨統治，以中央集權與計畫經濟

為經濟發展的特色，地方角色人微言輕。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大陸一方面受全

球化的影響，一方面在開放政策中以特區重點開放為主體，無形中提升了區域

的重要性，長江三角洲區域創新系統在中國大陸國家創新系統轉型的同時從中

孕育而生。 

中國大陸國家創新系統的發展以改革開放開始做為分界，分為：行政體制

期（計劃經濟期）與轉型期二個階段（顧海，2002）。行政體制期的國家創新系

統沿襲蘇俄計畫體系，面對國際孤立之下，政府採取完全掌控的方式（Ne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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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賦與創新系統內的各參與者應有的角色為要務。這個時期內的政府、研

究機構與企業，既是創新的生產者也是影響者，研究機構與企業受政府計畫制

約而沒有自主權，各種資金、知識、人力資源的流動在計畫下受安排（Liu and 
White, 2001）。在此一時期的國家創新系統是以政府為主體，創新活動與推動者

都是政府，在中央是上級單位節制下屬單位，在地方是中央政府指導地方政府，

經濟生產與創新活動的目標旨在量的提昇，以擴大規模為主。由於此一時期系

統運作係按照計畫進行，因此沒有內在的機制促進自主創新行為的產生，創新

活動的質量相當低落。進入轉型期，中國大陸的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進入了市

場經濟，市場經濟對社會經濟發展潛力產生莫大的影響，也促使了中國大陸國

家創新系統進行轉變。 

儘管中國大陸國家創新系統進入了轉型期，創新系統的主導者還是政府（王

春法，2003）。根據王春法的研究，政府在研究開發、大學、研究機構方面仍然

是主要的資源提供與分配者，企業的研究開發活動相對弱勢。另外，雖然中國

大陸的企業經營結構中私人資本的部份逐漸提高，但直接或間接受到政府掌握

的企業仍佔相當比例。因此，即便企業研發投入的比例佔總體投入的半數以上，

許多還是受到政府的影響。在創新體系的形成與發展深受政府的影響之下，中

國大陸國家創新系統的政府主導特性仍相當明顯。 

除了中國大陸國家創新系統特徵上屬於政府主導型，其發展上也具有幾項

限制與問題（王春法，2003；方在農，2003）：技術創新主體的定位問題、研究

開發與生產的落差、研發資源分配的問題。根據創新系統理論技術創新主體是

廠商與企業，政府主要的角色是政策的制定與治理，但目前政府介入的程度的

體制扭曲了系統，也就是政策與體制之間的混淆，或是政府迴避了體制的改革

問題；科技成果的供給與需求落差問題在於改革開放的轉型過程當中，國家創

新系統的各行動者皆處於重新尋找定位的狀態中，因此其功能皆未能適當的發

揮，所以創新與技術的供給、需求與中介效率不高，產業界對於科研體系提供

的技術與創新成果不滿意，科研體系則抱怨產業界對創新研發的忽視；中國大

陸由於發展較為滯後，國家的資源有限，因此對於投入研發與創新的資源應傾

向何處仍在爭辯的階段，然而對於發展中的國家而言，投入研發與創新固然有

助於長期的經濟發展力，如何將現有的技術成果應用並提昇整體產業的技術水

準顯是當下應該著眼努力之處。 

目前中國大陸本地對於國家創新系統的研究集中於引鑑西方理論，並嘗試

建構中國的國家創新體系，如路甬祥首先進行的國家創新系統研究，建立了以

知識創新為主體的創新系統概念及包括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知識傳播、知識

應用的子系統，並且研究美日等國的創新系統發展與問題為中國發展之借鏡（路

甬祥，1998）；石定寰等人的研究中則將政府視為區域創新系統中最重要的行動

者，同時把技術創新視為主體而不是知識創新，並確認中國大陸目前已形成了

一套由政府、企業、科研院所、大學所組成的技術創新系統（石定寰等，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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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風與曾國屏的研究則指出了創新空間的存在是影響創新系統發展重要制約

條件，並討論中國大陸的創新主體、戰略問題（曾國屏與李正風，1999）。李正

風等人的研究突顯創新空間的重要性，顯示空間反映的背景條件及制度安排將

影響創新系統的發展，技術創新本身亦受其限制。其他如王春法（2003）、陶斌

義（1999）、劉海峰（2000）…等亦對國家創新系統進行了理論介紹、案例比較

或是提出中國大陸國家創新系統的研究。這些中國大陸本土的研究除了多集中

於概念介紹的階段之外，其實在各自的內容、定義、界定上也存在許多分岐。

另外，這些研究多有集中於討論高新技術產業的現象，隱含有國家創新系統需

集中於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或政府─科研─企業的三角關係僅是為了促進高

新技術產業，所挑選的案例也多集中於美日等先進國家的科技創新研究之上。

事實上，這種對創新系統認識的謬誤反應了中國大陸或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在發

展當中的〝趕超〞心態，期望利用所謂的後發優勢來追趕先進國家的發展。然

而創新系統當中所討論的創新僅僅是知識與創新，也並非限於高新技術產業的

領域，在理論模型上產業的類型僅是一個影響因素與特徵而已。因此，本文認

為這樣的研究偏頗若反應在實際的政策上，將造成中國大陸在資源配置上的傾

斜，無形中塑造國家創新系統的發展軌跡，造成未來的發展與侷限。而以上所

分析，作為大背景的國家創新系統，也將影響到長江三角洲的區域創新系統發

展。 

4.3. 長江三角洲區域創新系統的發展與現況 

長江三角洲在改革開放之後的重要地位以及突出的發展，使得它在區域發

展上具備了自己的特殊性格。除了受到國家創新系統的背景影響外，長江三角

洲的廠商、地方政府…等都具有相當的特殊性與獨立性，進而發展出長江三角

洲的特色與軌跡。 

4.3.1. 改革開放後的長江三角洲經濟發展變遷 

改革開放初期的長江三角洲不是主要的對外開放地區6，其經濟發展的推動

力主要來自鄉鎮企業的發展以及本地資本積累的影響。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江蘇

的蘇南模式與浙江的溫州模式兩種地方發展形態（彭廣榮，1997；顧松年，

2002），透過改革開放初期鄉鎮企業帶動的農村輕工業發展形成地方性產業聚

落，如浙江義烏的小商品、溫州的打火機與襪業、江蘇盛澤的紡織業…等，帶

動新興城鎮的發展，奠定今日長江三角洲的產業群聚與都市化的基礎。 

                                                 
註6 根據耿慶武（2001）的研究，中國大陸的對外開放發展可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1978-1983）

興辦經濟特區，開放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第二階段（1984-1990）開放沿海地區，1984
年開放沿海十四個港口城市，在 1985 年宣布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廈門─漳州─泉州三

角地區為沿海經濟開放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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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南模式的特點在於地方鄉鎮政府與鄉鎮企業為行政與經濟一體的集體所

有制。鄉鎮政府是地方的行政單位與鄉鎮企業的管理者。蘇南模式的企業資金

來自於集體鄉鎮企業的資產積累，人才來自於鄉鎮政府的幹部。自主性高，具

有政企合一的特色是蘇南模式的優點（范從來，1995；鐘永一，1996；彭廣榮，

1997；庄永先與陸凌生，1997）。 

溫州模式指的是在浙江溫州一帶，以小家庭為單位，私營企業向外單打獨

鬥開拓市場的發展模式（余賢，1997；史晋川與朱康對，2002；趙偉，2002）。
溫州模式的內容是一種對外形成商品專業化銷售網絡的模式，家庭企業作為經

濟發展與創新的主要推動者，主要的經營資本來自私人本身資本的投入，因而

規模有限；小城鎮因為這些私營企業的專業化與聚集而興起，推動了產業聚集

與城市化；市場化的程度相當明顯，產業發展及商品選擇與市場需求的關係密

切，政府介入程度與協助相對有限。 

長江三角洲在 90 年代後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進一步發展而受到青睞（康

燕，2001）。1989 年之後鄧小平多次南巡，提出開發浦東作為上海發展的新開

始，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也擴大了沿海對外開放程度，加上全國推動各級開發區

的建設，長江三角洲的區域發展方向與強度開始與 80 年代大不相同。 

上海在 90 年代，因為浦東地區的開發而在經濟發展上有了重大的轉變（黃

建榮與胡元梓，2001），長期以來上海扮演中國大陸重要的工業中心與財政收入

要角，並培養出了大批績優的國有企業與有效率的地方政府，因此在改革開放

的早期雖然沒有試用相應的開放政策，但在推動浦東開發與上海的轉型時，卻

也能迅速的學習與發展（朱文暉，2003）。 

相較之下，江蘇與浙江則有著不同的變化，其中蘇南模式經過重新摸索與

調整（沈立人，1998；顧建平，1998；馮鑫明與賀小年，2002），而溫州模式的

經驗則擴散到浙江，形成了新的浙江模式（嚴士凡與盧新波，2003；葉航，1999，
2003…等）。 

蘇南模式的政企合一制度在發展成熟之後出現許多弊端，例如政企不分、

產權不明、決策粗糙等綜合性的結構問題（顧建平，1998）。因此，在 90 年代

後期蘇南模式開始進行產權改革等措施（李可，2004）。另外，江蘇地方政府在

面臨地方產業發展面臨困境的情況下，趁著外資的大舉進入中國積極發展外向

性經濟。江蘇為引進外資著力於投資建設開發區，以優厚的投資環境來吸引外

資（胡金生，2002；謝守紅與周向紅，2003），如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是此種積

極開發區政策的著名例子。江蘇在發展歷程上經歷了由成功的蘇南模式轉而困

頓，進而在地方政府提出利用引進外資實施產業昇級轉型，加速企業技術進步，

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等轉變傳統模式的發展決策。此種藉由外向型經濟發展帶動

帶來外資牽引的發展模式，形成了新的蘇南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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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相同，在改革開放中期以後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衝擊

挑戰（吳象，1994；史晉川與朱康對，2002），包括在產品仿冒與社會意識形態

等方面的影響以及其結構上存在的經營問題7，如產權的障礙、管理經營以及行

銷制度的落後，其中產業對產品結構的調整能力低是對於其產業昇級與創新最

主要的影響，因為溫州模式的經營規模小，企業自主開發與創新能力弱，因此

以仿製為主的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將面臨更為激烈的競爭。“德力西現象”8

的特色是突破了原來溫州模式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的限制，轉變為企業聯合、兼

併、重組的集團化規模發展。這樣的變革使得溫州模式轉型為新溫州模式或浙

江模式，並在有相同條件的浙江省內擴散，在各地形成塊狀經濟，主要的特色

是一村一品、一鄉一業的專業化經營，而以私營企業為主體，著重產品和企業

的規模化、公司制和品牌經營（卓勇良，2004）。 

以浙江與江蘇兩地的民營企業發展來看，在溫州與蘇南模式重新蛻變的同

時，兩種模式彼此之間也產生互相學習與仿傚的現象（彭廣榮，1997；馮興元，

2001）。尤其是在兩者共同經歷所有制的改革之後，都形成了混合的所有制，其

間的差異性也開始減少。對於長江三角洲而言，這樣的趨勢代表私人企業的經

營由改革開放初始的轉型過渡進入了現代企業的經營型態，強化了企業的競爭

力9。 

4.3.2. 中央政府的治理與政策 

中央政府對於長江三角洲區域創新系統的影響反映在兩個層面，一是國家

做為發展背景對於國內區域在社會經濟與制度安排上的制約；另一則是中央政

府實際對於區域發展的安排與政策影響。 

由於區域是一國之內的領域，因此國家層次的產業政策、政府組織等因素

將會作為區域發展的背景影響其發展（Cooke, 2002）；另外，亦有看法認為國

家層次的要素如對於經濟體制的看法以及相關技術發展基礎是制約區域創新系

統發展的決定性框架之一（Radosevic, 2002）。這代表區域發展將受到國家發展

的制約，而反映在中國大陸與長江三角洲的對應關係上，表示改革開放以來的

中國大陸轉型所產生的問題，如前述的技術創新主體的定位問題、研究開發與

生產的落差、研發資源分配的問題…等，亦將無可避免的遺傳給長江三角洲，

這種受到上層與舊有體制制約的發展即是區域的路徑依賴現象（Jack, 1998）。 

中央政府對於長江三角洲的另一影響反映在其區域發展的觀點以及對長江

三角洲的政策上。 

                                                 
註7張煒， 「“溫州模式”仍存在不足」，中國經濟時報（2002 年 4 月 23 日）。 
註8張明， 「從“德力西現象”看“溫州模式”的新發展」， 經濟日報（2001 年 4 月 5 日）。 
註9張應強， 「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發展現狀比較」，甘肅社會科學，第 6 期（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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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對外開放的主角是東南沿海的廣東、深圳等經濟特區

與省份。而由於長江三角洲的上海在改革開放之前扮演重要的經濟與戰略角

色，在尚未確定改革開放成效的初期，中央政府對於長江三角洲的發展基本上

是處於保守與穩定的（袁恩禎，2002）。直到 90 年代以後，由鄧小平確立了中

國大陸全面改革開放的方向，同時將上海做為重要的開放指標開始，中央政府

對於長江三角洲的開發與發展才進入直接推動階段，這與早期東南沿海的開放

是處於「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階段的思維與手段大不相同（朱文暉，2003）。
如中央政府在十四大以確立上海為一個龍頭、三個中心的發展定位，將上海（浦

東）做為帶動長江沿岸的龍頭，以及國際經濟、金融、貿易的中心（康燕，2001）；
或是 1991 年，中央政府批准當時擔任上海市長的黃菊提出三個保證以及三項改

革的發展方針，給予上海帶來空前的自主性（康燕，2001）；另外，中央政府將

上海做為多次國際重要會議的舉辦地點如 APEC 亞太經合會、上海五國領袖會

議，乃至於 2010 年的世界博覽會。而對於長江三角洲的其它兩省，中央政府也

有不同程度的重視，如江蘇擁有數量最多的國家級開發區、將連雲港設立為歐

亞陸橋之起點、在蘇州設立新加坡合作的蘇州工業園區…等多項國家級政策；

浙江由於經濟條件稟賦較差，相對於沿海各省份而言較不受重視，不過在浙江

省的許多民間發展，如民營企業的轉型、民間金融的發展，都受到中央政府的

支持。而在總體的長江三角洲發展方面，除了早期提出的上海經濟區與長江三

角洲沿海開放區等整體的發展計劃外，中央政府對於長江三角洲的整體發展持

續停留在理論與政策框架的階段（袁恩禎，2002）；至近年來長江三角洲一體化

問題的討論白熱化才又受到重視，目前中共國務院國家發改委正在進行長江三

角洲區域規劃編制的政策研究，期望建立中央指導長江三角洲一體化發展的機

制來促進長江三角洲的整體發展10。 

4.3.3. 地方政府的治理與政策 

上海在過去的計畫經濟體制之下，在中國大陸整體的城市與產業布局中扮

有重要的角色，因此上海的地方政府在操作經濟規劃與管理擁有成熟的經驗與

策略，到了改革開放後期浦東開發的經驗逐漸被各省視為模範之時，上海的政

府治理也為各省所學習仿傚（朱文暉，2003）。 

江蘇的政府治理主要是推動協助發展經濟為方針，包括過去的推動鄉鎮集

體企業進行產權改革以及向外招商引資（聶智琪，2003；夏永祥，2004）。江蘇

省政府在鄉鎮集體企業轉型之時介入，主要的貢獻在於主動負擔起企業在產權

轉移時的信用負擔。另外，江蘇政府也透過開發區的設立與組織招商大力引進

外資而聞名。如江蘇的新加坡工業園區與蘇州新區就是江蘇省引進新加坡的工

業區規劃模式所設立的重要開發區，江蘇政府對於外商的投資需求都給予行政

                                                 
10「長三角規劃確定七大方向，建立一體化協調機制」，經濟博覽，（2005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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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特別方便，招商行動使得來江蘇省的外商都對其親商、安商、富商，既來

之則安之的積極態度印象深刻（樊宁，2002）。 

與上海及江蘇相比，由於浙江並無天然的資源稟賦，不易爭取中央政策與

資源協助，所能推動的經濟規劃有限。然而浙江省政府卻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的情況下，發揮經濟秩序與環境維護上的功能，使得浙江的私營經濟能發揮所

長（董輔痣，2002；李成亮與黃嘉年，2003；尚華艷等，2003；）。如積極協助

建立社會信用體系，推動信用查核與保證制度，改善浙江省的企業形象，減低

企業信用風險。另外因應企業在全國各地的龐大銷售網絡，協助建立地方著名

企業品牌，使得浙江的地方產業迅速建立全國性知名度，減少在行銷推廣上的

經營費用（王逸凡，2003）。浙江政府的策略促使浙江省私營企業的潛力得以充

分發揮，相較上海與江蘇，其治理策略具有低成本且高效率的特點，與上海強

力的政府治理恰好相反。 

長江三角洲三省市政府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對於主導和規劃區域發展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地方政府的治理態度與政策制定是以將經營地方視為經營企

業的態度在經濟體制轉換的過渡過程中發展出政經合一的地方發展模式。不過

分就二省一市來看又可發現上海市政府偏向於操作經濟規劃，江蘇省政府則重

視積極招商，浙江省政策則長於服務市場與產業自由發展。 

從中國大陸的政經結構來看，中央政府仍然掌握整體的發展社經方向。不

過，地方財政「分灶吃飯」11的制度設計開始讓地方政府擁有相當程度的財政

自主權，加上改革開放之後經濟決策與實權的下放，形成地方政府在財政和經

濟上的自主性，扭轉了過去區域經濟發展完全受制於中央計劃和政府單向投資

的被動局面，地方政府從以往的被動政策接受轉變為主動的追求地方發展利

益，這與地方發展的積極性與競爭精神有極大的關聯性。 

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格對於區域創新環境與制度的發展具有正面的意義，特

別是在經濟轉型的過度時刻有助於區域創新系統的初步發展，長江三角洲在改

革開放之後的各項發展成果可為佐證。透過中國大陸進行的中國區域創新能力

調查所呈現的結果顯示，三省市的區域創新能力名列前茅（見表 3），然而各地

方政府之間對於區域創新系統的發展與規劃，亦因為各自為政的結果而缺乏互

動與聯繫（程家安，2003）。地方政府對於區域內發展資源分配的主導性，包括

來自政府部門的研發能量與資源，在長江三角洲區域創新系統發展的初期具有

重要的影響，因此三省市的地方政府如何打破疆界，以建立相互開放及互動的

合作平台與網絡對整體區域創新系統而言十分重要。 

                                                 
註11 1980 年開始，中國大陸的財政體系實行“分灶吃飯”的體制，即各級地方財政在確保上

交後，多收多支，少收少支，自求平衡。一般認為，“分灶吃飯”體制是鄧小平領導下的改革

派中央主動向地方讓步的產物，其目的是縮小國家干預面、擴大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王绍

光，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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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三省市地方政府對於區域創新系統的經營也開始注意到以長江三角洲

為出發的跨省市合作，2003 年 11 月在江蘇省杭州市舉行的長三角區域創新體

系建設論壇即對於如何共建長江三角洲區域創新系統的戰略發展與議題進行討

論，會後並由三方地方政府簽署《滬蘇浙共同推進長三角創新體系建設協議

書》，確定三方合作建設區域創新系統的基本原則、目標、主要內容與政策12。

其中，對於科技資源開放共享、基礎設施的交流共享及共同建設規劃、研究計

劃的合作是主要的合作內容。實質上對於打破行政區疆界較有貢獻的制度設

計，則是對於各地廠商與企業在科技方面的認證標準建立，協議表示在三省市

其中一地認定的企業相關科技資格如高新技術企業、高新技術產品等可以於其

它兩地適用相同的政策優惠。長江三角洲區域創新系統的發展隨著地方政府對

於區域整體發展的認識以及彼此連繫的增進，透過建立此類地方政府間的制度

平台開啟了加強合作的契機。 

地方政府在創新系統當中的主要功能為提供良好的制度與環境政策，尤其

是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以及產業政策的治理方面（Nelson, 2000）。從長江三角

洲各地方政府的治理性格來看，其主導政策發展的位置在區域發展環境仍處於

轉型與起步的階段有其重要性，不論是在資源的分配與政策規劃上政府的主動

積極對於創新系統的發展都具正面的意義，然而區域創新系統中的創新主體並

非是政府，如前述提及中國大陸國家創新系統中創新主體不明的問題，同樣會

出現在區域政府上，在現有體制安排政府仍高度介入經濟體系的情況之下，區

域政府如何專注於協助產業界創新，將創新的主要功能與資源交由適當的行動

者與中介體系，加強其聯結與交流仍是未來區域創新發展的重要課題。 

表 3  長江三角洲三省市歷年區域創新能力表現 

 上海 江蘇 浙江 

 綜合評分 排名 綜合評分 排名 綜合評分 排名 

2001 40.54 2 25.66 5 30.25 3 

2002 54.72 2 43.31 4 36.85 6 

2003 56.35 2 42.61 4 37.4 6 

註：綜合評分滿分為 100，2001~2003 排名首位為北京 

資料來源：中國區域創新能力報告，2001~2003 

4.3.4. 產業與廠商 

4.3.5. 產業分工與產業結構 

從長江三角洲的三級產業結構變遷觀之(見表 4)，上海在 1997~2001 年間

已經形成了三、二、一的產業格局，完成了工業化而進入經濟發展的成熟階段。

                                                 
註12 「長三角關系」，華東新聞，(2003 年 11 月 12 日 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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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與浙江的產業結構類似，以二、三、一的格局為主，兩省正處於經濟發展

的工業化階段，三省市的工業化程度形成上海領先於江蘇與浙江的情況。 

長江三角洲的二級產業中除了國家重點扶持的半導體高新技術產業外，以

勞力密集的加工產品或是原材料為主，包括紡織相關產品、家電、鋼鐵、塑料

等(見表 5)。顯示在技術與創新層次上，產業的技術水準仍有待提昇，或是根

據現有的產業優勢加強在加工方面的管理技巧與經營知識。 

表 4  長江三角洲產業結構變遷情形 

 1995 1997 2001 

一級 2.50% 2.30% 1.70% 

二級 57.30% 52.20% 47.60% 上海 

三級 40.20% 45.50% 50.70% 

一級 16.46% 15.10% 11.38% 

二級 52.67% 51.07% 51.59% 江蘇 

三級 30.87% 33.83% 37.03% 

一級 15.88% 11.00% 10.30% 

二級 52.05% 52.74% 51.27% 浙江 

三級 32.07% 36.26% 38.43% 

一級 9.60% 8.30% 6.40% 

二級 56.90% 53.80% 51.50% 長江三角洲 

三級 33.50% 37.90% 42.10% 

資料來源：依上海、江蘇、浙江統計年鑑整理計算 

（上海統計年鑑，2001；江蘇統計年鑑，2001；浙江統計年鑑，2001） 

表 5  長江三角洲主要工業生產品佔中國大陸全體比例 

         佔分比 產品 

佔中國大陸全體比例 50%以上 積體電路、絲、化學纖維、機械車床 

佔中國大陸全體比例 50-40% 農藥、大中型拖拉機、洗衣機 

佔中國大陸全體比例 40-20% 布、紗、空調、塑料、鋼材、燒鹼、紙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工業統計整理（中國工業統計，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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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省市的工業結構相似度來看，製造業方面的相似係數偏高13，因此產

業同構的現象確實存在，其中發展階段相近的江蘇與浙江的相似度最高，其次

是上海與江蘇，上海與浙江。隨著時間的發展，產業結構相似的程度日漸下降

（見表 6）。三級產業結構與產業相似度的分析結果顯示長江三角洲的產業發展

呈現發展程度不均的情形，上海的發展階段最高，江蘇與浙江居次。雖然具有

高度產業同構的情形，但已經隨著產業相似程度的下降而逐漸走向各省市專業

化，推斷以上海為首，江蘇及浙江為輔的產業分工正逐漸形成中（洪銀興，

2003）。 

產業結構的變化顯示長江三角洲地區的二、三級產業逐漸成為主要的經濟

部門，顯示其產業的技術水準以及產業可從事創新的潛力在提高當中；從二級

產業的結構內容來看，除政策扶助之下半導體等高新技術產業外，主要的製造

業多集中於勞力密集或是加工工序的產業，顯示現階段區域創新系統需要的是

針對當前的產業提昇其應用技術的水準以及增強其生產管理上的知識；而產業

分工體系的形成意味著長江三角洲內的生產關係從均質走向專業分工而複雜

化，這代表生產網絡與互動關係也將複雜化，增加整體因交流頻繁而帶來創新

與學習機會。 

表 6  長江三角洲工業結構相似係數表 

 上海─江蘇 江蘇─浙江 上海─浙江 

1988 0.9221 0.9686 0.8605 

1994 0.8158 0.9506 0.7261 

2000 0.8621 0.9114 0.7447 

資料來源：洪銀興，2003  

4.3.6. 廠商型態 

在企業廠商的發展方面，從原來的國有與集體企業轉化為民營與外資為主

的企業是長江三角洲主要的發展方向。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在管理、經營及產

權的體制方面與國營企業不同，相較而言在創新方面具有經營彈性與技術上的

優勢（陳清泰，2003）。 

就上海而言，私營企業的比例與數量不斷提高，從 1980 年不到全體企業數

1%成長至 2002 年的 70%。在經濟規模方面，私營企業的工業產值佔總產值比

例也從 1992 年的 24%提高到 2002 年的 82%14。這表示上海之民營企業與外資

企業在企業廠商的比重逐漸提高。江蘇的企業，國有及集體企業外的其他經濟

類企業的貢獻從 1980 年後也不斷增加，1980 年佔全省工業總產值的 0.52％，

                                                 
註13 產業相似係數代表區域間工業內部結構的相近程度（洪銀興，2003） 
註14 上海統計網，www.stats-sh.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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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提昇到 34.98%15。浙江省長期以來以私營經濟為主，中小企業發達，民

營企業是經濟發展主要的貢獻者（管福泉，2004；卓勇良，2004）。 

當廠商的結構逐漸轉向以民營企業為主體時，其具有的優勢─產權相對清

晰、經營管理具彈性、願意從事高風險高報酬─就逐漸突顯（陳清泰，2003），

這也暗示廠商整體將更具從事創新與技術昇級的潛力，以追求更大的利潤回報。 

4.3.7. 塊狀經濟與專業市場─地方產業群 

塊狀經濟是費孝通研究指出由鄉鎮企業發展而成的地域生產組織，在一定

地域聚集而形成比較優勢，具有帶動地方經濟發展的特色產業與組織形式16，

類似於專業化的產業區（industrial district）或是產業群（clusters）（賈生華與劉

怀偉，2003；周慧文，2003）。長江三角洲地區由於有蘇南模式及溫州模式等鄉

鎮企業發展模式作為發展私營經濟與集體企業的基礎，形成塊狀經濟的產業

群。對於以鄉鎮企業為基礎，從事技術水準較低的傳統產業的浙江與江蘇而言，

此種產業群發展模式形成產業的生產經濟規模；同時，經營成功的產業對於地

方鄉里有擴散與波及效果，帶動更多仿傚的創業人力與資本投入，因此在企業

精神與經營模式上，這些產業群都較具有創業精神與彈性；另外，產業群中的

企業大部份經營規模小，在過去的鄉鎮企業上以家庭工場的方式經營，其生產

過程存在細化分工，也就是單一廠商僅進行某產品的零件生產或是工序，形成

無形的工廠與生產網絡17。塊狀經濟的產業群發展促使本地的中小企業有能力

與全球的生產鏈產生聯結，如爭取成為跨國企業的加工廠，或是以大量生產的

經濟規模爭取國際品牌的代工與加工，如嵊州的領帶業，甚至於進軍國際市場。 

由於江浙兩省發展鄉鎮企業形成龐大的市場經濟規模，因而產生特色市場

的經營，帶動地方產業專業化發展與聚集（林毅，1998；朱愛萍，1998）。如浙

江省的義烏小商品城、嵊州領帶、海寧皮革服飾，江蘇省的杭州陶瓷、紹興中

國輕紡城…等。江蘇與浙江的專業市場經營所帶動的產業聚集，如歐洲第三義

大利（Third Italy）一樣，是傳統產業專業化並持續發展的區域。王緝慈在對於

浙江的專業市場所帶動的產業群與第三義大利的產業區進行分析時，即發現這

種產業類別、企業性格、產業文化與生產系統具有極為相似的特性(王緝慈，

2001)。 

專業市場是一提供企業交易的平臺，可為廠商與廠商、廠商與客戶之間提

供貨品交易、產品銷售的管道，形成規模經濟，因此廠商在生產經營上的交易

成本可大幅降低。由於大部份的產業群以中小企業為主體，因此產業群的存在

                                                 
註15 江蘇統計資訊網，www.jssb.gov.cn。 
註16 新望，「論“塊狀經濟”」，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簡報，總 409 期，（2003 年 8 月 31
日）。 http://www.cec.zju.edu.cn/zdtz/news/show_news.asp?ID=58&tablename=investigate 。 

註17 鍾朋榮，「中國服裝業市場應變能力提高」，國研網，2002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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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組織規模小的中小企業而替代大型廠商內部組織的功能，同樣達成減少交

易成本的效果。在市場當中，資訊蒐集能力較低的小廠商容易獲得交易的資訊，

縮短交易時間；企業在市場當中的經營與探索無形中建立起以市場為平臺的資

訊與人際網絡，也在交易的過程當中累積社會信任關係，減少交易的不確定性。

隨著產業的聚集與產業群的發展，廠商可以在市場上產品的銷售得到規模經濟

的效果。隨著市場的成熟發展，形成穩定的經營與合作關係，進而形成商業網

絡。小企業透過市場競爭開始出現成長兼併，形成較大規模的企業與品牌，透

過市場的商業網絡出現大小企業的分工向外與向內的持續擴張。專業市場透過

規模經濟、降低交易不確定性、資訊流通的優勢促使江浙兩地市場經濟的積極

發展，帶動其產業聚集的發展。透過此種交流環境，資訊與技術的流動與外溢

性提高，廠商之間有更多面對面接觸、互動而產生的交流與學習機會，增加產

品模仿與技術學習、創新的可能。 

4.3.8. 外資的角色與影響 

外資企業在長江三角洲投資對於長江三角洲區域創新系統的影響，主要是

外資投資從事生產的行為促使本地出口導向工業的發展，到大陸投資的外資大

部份著眼於利用大陸的生產要素優勢，因此增加了當地的就業與經濟發展，也

創造配套廠商的生存空間（周禹鵬，1998；方勇與張二震，2002）；另外投資帶

來的技術擴散，上海等大型都市原有的鋼鐵、汽車…等技術與資本密集產業在

開放外資投資相關產業之後的技術水準有了顯著的提昇，如上海一汽汽車廠與

德國福斯合作，在中國大陸生產德國福斯授權的車款，提高了其汽車產業的視

野與技術水準。外資在長江三角洲投資的技術與資本密集產業也刺激了新興產

業的發展，如晶圓代工、電子通訊等高新技術產業，間接提高了長江三角洲的

產業發展基礎，在外資投資之下本地的產業結構提昇產生跳躍性發展的可能。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用以吸引外資的一項重要政策工具為各種不同的

開發區，從江蘇積極發展外向型經濟的例子來看，開發區的確是吸引外資直接

投資的重要平臺與制度設計。然而，這種異地產業植入對於本地廠商而言並不

完全代表與外資企業產生直接的合作生產關係，兩者之間出現的創新有可能是

只擴散、波及的模仿。在開發區平臺中，初始發生聯結的關係主要是地方政府

與外資的招商而非本地廠商與外商的合作生產，外商與本地廠商的關係則主要

發生在投資進行生產外包的生產關係上。外商向地方政府租借或購買土地建廠

生產投資，雖然具有繁榮地方經濟的效果，但對於區域創新的技術傳遞效果還

有待進一步觀察。不過，藉由積極的發展外向型經濟吸引外資投資，仍有透過

跨國企業的力量和網絡與全球生產及知識網絡接軌的可能。 

本文認為，由於目前中國大陸產業水準多屬於勞動力密集產業，競爭優勢

建立在低廉的原料與人力成本，因此技術水準較低，技術來源多具有依賴性（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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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華，2004；陳建軍，2004）。即便是新興的高新技術產業如晶圓代工，也多是

處於代工的高技術勞力密集階段，自主研發或是關鍵技術的掌握能力有限（查

志強，2002；崔大樹，2003）。在面對來自加入 WTO 以後各國際廠商的競爭壓

力上，當地廠商在投入創新與研發時將遭到經濟規模不足以及知識產權保護壁

壘的嚴苛挑戰。因此，從事生產工序上游的基礎研發與創新顯然對本地的廠商

而言較為吃力。不過，長江三角洲具有廣大的大陸市場為腹地以及累積龐大的

產業基礎，配合當地中小企業廠商的積極與自主性，建立全國性的品牌與通路，

從生產過程的中段生產加工走向下游的品牌建立，逐漸形成以市場、客戶為導

向的創新過程，卻是較為可行的方向。 

4.3.9. 地方創新能力與環境的發展 

4.3.10. 地方創新能力的發展 

長江三角洲的科研產出發展的情況以上海最佳，次於北京，在企業科研的

部份指標表現甚至優於北京。江蘇與浙江的發展情況居次，如科技經費與 GDP
比例，以及科技活動人員比例低於中國大陸全體平均水平，顯示在長江三角洲，

科研發展形成以上海為領先的發展趨勢（見表 7）。長江三角洲的地方科研實力

亦可從其專利表現得知，相較於中國大陸全體，長江三角洲的專利申請與授權

量約佔五分之一左右（見表 8）。 

從中國區域創新能力報告的分析來看18，上海的綜合區域創新能力居全國

第二，其中外資藉由投資對於上海的創新能力有重要的影響，跨國公司在上海

創新研發中的貢獻逐漸提高，但是相對於外資廠商的表現，本地廠商的研究水

準相對落後，低於全國平均水準以下。廠商、科研機構、大學之間對於創新能

力的影響相對均衡，主要的問題是如何增進創新與研發的合作以及提高本地廠

商的研發能力；江蘇的綜合區域創新能力排名全國第四，在各項創新能力方面

的發展均衡，而主要的問題是外資廠商以及政府對於創新研發的投入有限，地

方上的創新合作強度不高；浙江的綜合區域創新能力居全國第六，主要的發展

動力是本地廠商的出口，而中小型廠商的研發投入已佔廠商整體的一半以上，

顯示浙江中小企業在提昇技術水準與創新方面的努力與潛力，而主要的問題則

是政府以及企業總體對於研發的強度相對仍落後，不過此一趨勢已逐漸為政府

及企業所體認。 

                                                 
註18 中國科技發展戰略小組編，中國區域創新能力報告 2003（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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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長江三角洲科研發展情形 

中大型企業科技指標 

 
從事科技活動

人員比例 

科技經費與

GDP 比例 

人均科技經費

（RMB） 
科技活動人員

比例 
新產品產值比

中國大陸 0.43% 2.7% 354.6 4.9% 15.9%

北京 3.82% 14.03% 6341.11 5.6% 26.6%

上海 2.54% 5.25% 3754.17 6.5% 34.9%

江蘇 0.84% 2.57% 685.06 6.5% 17%

浙江 0.49% 1.92% 466.37 4.2% 18.2%

長江三角洲 0.87% 2.99%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科技統計年鑑 2002 整理 

表 8  長江三角洲專利表現 

  申請    授權    

   發明 新型 外觀  發明 新型 外觀 

上海 4602 1044 1950 1608 3665 189 1994 1482

江蘇 7119 815 4181 2123 6164 167 4053 1921

浙江 8177 587 3465 4125 7071 108 3524 3439

1999 

長江三角洲

占全國比例 
18.1% 15.68% 16.77% 21.15% 18.35% 14.98% 17.06% 20.79%

上海 12777 3268 3610 5899 5371 242 2220 2909

江蘇 10352 1394 5680 3278 6158 244 3738 2176

浙江 12828 1093 5216 6519 8312 174 3549 4589

2000 

長江三角洲

占全國比例 
21.69% 19.16% 18.3% 27.8% 19.99% 12.23% 17.6% 24.3%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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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上海正積極推動產學聯盟的體制19，以市場推動高等教育發展以及透

過高等教育提供產業的昇級與進步。主要的發展方式是推動大學科技園的建

設，從大學科技園建設利用大學的人才和研究優勢、設備資源營造創新環境，

促進科技成果商品化，也為人才提供就業機會。另外則是將大學的發展與重要

建設進行配套。如透過搬遷的方式，將上海中醫藥大學與張江“藥谷”結合；

同濟大學汽車學院與安亭汽車城的如何；上海海運學院與深水港計劃的合作規

劃等。又以浙江為例，在產研合作的方向上主要有以下四個發展特色20：一、

接受企業委託技術攻關和產業化合作 ；二、課題組與企業長期緊密合作；三、

地方政府與高校共建科技合作基金；四、大學科技園和科技型孵化企業。 

上海也在中共國務院教育部的同意之下，開始進行上海市實施教育綜合改

革試驗。意即對長久以來由政府控制的教育體系進行開放。一方面，中央政府

將透過上海的高等教育發展自主試驗，逐漸將教育發展權給予地方，另一方面

在市場開放的機制下，淘汰經營不良的學校與教育體制，提高上海高等教育的

水準以及人才素質。在浙江與江蘇兩省，比較明顯的教育改革方向在大學城的

建立以及學校企業的整頓。大學城的主要功能在於高校間可以共用實驗室，互

聘兼課教師，相互選課和承認學分，以達成研究與教學資源共用及教育的規模

經濟。相較於江蘇、上海，浙江省的高等學校在規模、數量上相對落後，高等

教育發展的落後成為加快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因此，浙江省的大學城設立有

助於高校資源集中、教學資源分享。 

從長江三角洲區域創新能力的發展情況來看，長江三角洲在相對基礎上優

於中國大陸其它各個省份。但主要的問題卻都是產生了技術提昇與研發創新的

瓶頸，尤其是在創新的投入方面以及合作方面。這表示在過去一段時間，長江

三角洲的技術提昇與發展多非來自於自我投入以及合作，而是依靠別的來源如

採購技術、外資的投資…等，未來仍有相當大的努力空間可做結構性的調整。

而在產學合作與大學高等教育的發展方面，已經可以發現企業與研究機構、大

學之間互動的積極性與需求逐漸產生，促進高等教育及研究體系的制度創新與

開放，促進知識界與產業界的互動的趨勢將有助於突破前述的區域創新能力瓶

頸。 

4.3.11. 地方金融體系 

長江三角洲中的上海是中央政府指定為重點發展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這

是長江三角洲較其他地區在金融體系上具有優勢之處，其中上海證券市場與期

貨市場的掛牌，為長三角以及大陸各大企業提供重要的集資來源。外國資金也

透過上海此一金融中心進入大陸市場。目前上海已形成由證券市場、貨幣市場、

                                                 
註19沈祖芸，中國教育報，2004 年 2 月 2 日。 
註20彭偉，「浙江工業大學產學研合作模式分析」，中國教育報（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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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市場、保險市場和商品期貨市場構成的全國性金融市場中心21。另外，上海

市為了推動創新活動的發展，開始大力推動創新基金的創設與募集。如以準基

金的方式透過浦東科技投資公司給予高科技企業的創業、育成進行投資22。江蘇

與浙江兩省則由上海金融中心形成所帶動的輻射作用，開始建立起地方的金融

市場體系。藉由上海為中心，江浙兩省透過輔導公司上市於上海集資，促進其

證券市場的發展。 

而在江蘇與浙江民間，由於早期鄉鎮企業與市場化經濟的長期發展，形成

龐大的民間資本累積。此種累積過程一是透過鄉鎮企業轉型為股份制公司，二

是透過鄉鎮企業的產業群聚與專業化網絡，以溫州為例，透過向外地經商的全

國性商品網絡，每年回流到溫州的資金超過 40 億人民幣，相當於本地的消費市

場增加 40 億的資金，以及 40 億可用於當地投資資本23。民間資本的累積在現階

段有助於社會進行固定資產投資，在政府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改善地方基礎建設

環境，未來則可能在適當的機制下協助投資產業升級與創新。 

金融體系是創新系統當中重要的關鍵性角色，創新體系的知識傳遞可以透

過資本流的方式進行，而金融體系即資本流運作的平台，金融體系的功能將可

促使資本的積累與投資生產，進一步促進技術創新（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長江三角洲地方金融體系的發展使得其創新系統當中的行動者獲得減少

創新風險、獲得投資訊息與分配資源、監督管理者與加強對上市公司的控管、

募集資金等重要的功能，提供未來區域創新系統進一步的發展潛力與基礎。 

4.3.12. 技術與產權市場 

1994 年上海市成立大陸第一個產權市場，主要目的在於作為企業資產交易

與進場退場的場所，進一步可以使得外資與高科技產業進入改革中的大陸經濟

體24。以上海為首的產權交易聯合市場提供企業經營更加市場化的環境，外資

與他省企業可以至上海進行企業資產交易，擁有或購買有價值的高科技產業與

績優企業股權，因此創新產業的經營將隨著對知識產權的重視更加發達與活

躍。產權市場的發展是確立產權減少交易中不確定性的重要措施，發展產權交

易可以促進企業產權制度的改革，進一步也為未來創新產業的持續發展提供穩

健的發展與保護。 

從中國科技統計當中的技術交易情形可以發現長江三角洲三省市在全國的

                                                 
註21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編，共飲一江水─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發展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 2003 年）。 
註22 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小組著，中國區域創新能力報告 2001（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

社，2002 年）。 
註23 費孝通，「家底實、創新業─再訪溫州」，瞭望，第 13 期（1995 年）。 
註24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編，共飲一江水─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發展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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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市場交易當中佔有重要的份量（見表 9）。而三省市之間的比較，上海雖然

在成交項目上數量較少，但是金額較大，平均的技術水準較高，江浙兩省則恰

好相反，技術市場的流向方面也呈現這樣的趨勢。因此，這是另一個長江三角

洲的技術擴散方向以上海為發展極向江浙兩省輻射的驗證。 

表 9  長江三角洲技術市場發展情況 

 1992 1995 1999 2001 

上海 32731 21213 19721 23816 

江蘇 19897 22416 40471 30855 

浙江 12670 17954 25479 33728 
技術交易成交數 

三省市與全國比例 27.7% 27.84% 32.39% 38.48% 

上海 152458 230409 366324 1061603

江蘇 72260 181563 416683 529165 

浙江 30830 97768 188496 316652 
技術交易成交金額 

三省市與全國比例 16.92% 19% 18.56% 24.37% 

上海 23224 18031 18605 22717 

江蘇 26184 21545 36789 29202 

浙江 14522 19716 26413 33747 
技術交易成交流向 

三省市與全國比例 27.7% 26.81% 30.93% 37.29% 

上海 101642 195771 383685 970110 

江蘇 117684 188443 354546 496369 

浙江 49044 119576 218765 383328 
技術交易成交金額流向 

三省市與全國比例 18.74% 18.77% 18.28% 23.63% 

資料來源：中國科技統計年鑑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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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3. 歷史背景與文化 

前面提到，長江三角洲的背景文化是由吳文化蛻變而來的海派文化，具有

悠久的人文歷史、強烈的重商主義與開放性格，這提供了創新事業發展的正向

環境。 

從長三角地區濃厚人文薈萃的環境當中，無形提供人才培育與學術研究的

最佳氛圍，文化內涵的深厚也提供創新激盪的堅實基礎；重商主義使得經濟發

展能夠在務實的氛圍環境中進行，地方政府、社群對於商業活動的進行都採取

積極正面的態度，這從上海、江蘇、浙江三省熱絡的私營經濟發展、蘇南與溫

州模式轉形時政府與社會的積極作為當中可見一般。長三角地區的開放性格使

得來此進行投資的社會進入門檻降低，對外來新事務、觀念的引進有正面的助

益。 

4.3.14. 長江三角洲區域創新系統 

長江三角洲區域創新系統包括大陸國家創新系統與長江三角洲創新系統兩

個部份。就國家創新系統而言，大陸處於轉型發展階段，中央政府在經濟發展

上仍然具有主導與強制權。在長江三角洲地區，三省市地方政府各具有不同的

性格以致於影響到政府治理態度：上海專於規劃指導，江蘇重視積極招商，浙

江則長於協助市場發展。在廠商與產業方面，上海以國有企業、中大型企業、

外來投資為主體；江蘇以集體企業與外來投資為主；浙江以本地中小企業為主。

區域的產業分工形成以上海為首、江蘇浙江為輔的生產分工體系。塊狀經濟發

展是地方產業聚群的表現，建構了地方生產網絡。外資在資金與技術方面有重

大的貢獻。開發區是政府行為下重要的外資投資地點，也是企業引進技術與創

新的重要平臺。長三角的各種專業特色市場與產業群的發展形成了產業群聚現

象，地方金融體系、技術市場與產權市場的發展為創新系統運行提供了持續的

平臺與介面(見圖 4-1)。 

從區域創新系統的角度，長江三角洲的區域發展受到來自政府、廠商兩大

力量的影響，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本地企業、外資的影響。中央政府在

總體經濟與科技政策方面具有主導權，透過各種國家體制的政策以及對區域的

經濟調控影響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發展；而地方政府在地方分權的情形下開始活

躍地自主發展，對於本地的發展多採取積極促進或協助的方式。不過，由於大

陸地區的政府體制仍然對於經濟發展有強烈的主導力量，政府介入市場的斧鑿

痕跡明顯，在地方政府雖具有高度自主與積極性，但其施政多透過行政手段而

缺乏明確法制規範的情形，這使得未來區域創新系統的發展具有相當的不確定

性，加上地方政府掌握大部份的經濟發展的權力與資源，如何跨越行政產生的

界線建立共同的制度平台與合作機制應是長江三角洲區域創新系統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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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鍵。；本地資本則由於市場經濟的逐漸發展形成了資本積累，進而開始進

行產業昇級、生產規模的擴大、生產網絡的複雜化；而外資以長江三角洲為灘

頭進軍中國大陸的投資風潮，同時為長江三角洲帶來了資本以及技術擴散，雖

然，外資與本地廠商的生產網絡結合仍處於投資─生產階段，合作的深度亦有

限，但外資與本地廠商的互動仍使得本地的生產體系得以與全球生產體系產生

聯繫，進一步增進其創新發展的可能。 

 

圖 4-1  長江三角洲區域創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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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5. 小結 

本節回顧了長江三角洲的區域發展歷程，再透過區域創新系統的分析，發

現以長江三角洲為一個整體邊界的區域創新系統拓樸。其中，由中國大陸國家

創新系統繼承而來的區域創新系統發展，帶有明顯政府影響的性格，雖然同樣

進行改革開放，長三角三省市的政府治理方式又有所不同，影響到區域創新系

統的發展。在缺乏一個統合的區域政府治理之下，長三角的區域創新系統是依

靠在相同的歷史文化之上，透過相關的產業分工、技術擴散與金融往來之上建

立的，然而在各省市的行政邊界之內，政府對於創新活動的影響使得三省市各

自形成不同的次系統。 

4.4. 長江三角洲區域整合議題 

長江三角洲區域整合的議題早在 1980 年代即由中共國務院提出透過設立

上海經濟區辦公室的方式協調處理長江三角洲的整體發展，但由於當時行政管

理體系落後，辦公室建制的協調功能不足、其次是對於區域發展的了解不足，

缺乏理論基礎以及政策操作的經驗，因此並未有實際的功能與效果（袁恩楨，

2002；王洪慶與朱榮林，2004）。而在中國大陸加入 WTO 之後，長江三角洲區

域發展中資源整合與區域競爭優勢的問題又逐漸浮上檯面。目前對於長江三角

洲整合問題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二個面向：第一、長江三角洲的產業發展趨同現

象（產業同構）；第二、長江三角洲的地方政府互相競爭（行政區經濟）；以上

的長江三角洲整合問題在中國大陸的產官學界已多有討論，而從前述新區域主

義及區域創新系統的觀點及分析，本文認為這些爭論的核心在於：應從區域均

衡還是區域競爭的角度思考長江三角洲的區域發展？ 

4.4.1. 區域均衡或區域競爭？ 

在新區域主義之前，區域發展是指從區域發展均衡的角度，由政府按照區

域經濟發展總體目標，充分發揮地區資源與條件，通過合理的地域分工以及生

產要素的分配，推動協調發展，以提高總體效益的規劃過程，區域透過有計劃

的指導與規劃可以達到資源有效配置而提高整體發展程度。而從新區域主義及

區域創新系統的角度，區域發展的意義不在於將追求均衡或齊頭式平等，而是

依其資源稟賦與軌跡發展其特色，發展的關鍵在於區域中的各個參與者是否能

夠有效的互動，達到彼此學習進而累積區域的競爭優勢，換言之，應將區域經

濟體應視為系統，促進資源的流動性重於資源的分配。因此，在區域發展應朝

向均衡發展或是朝向競爭優勢的思維對話中，新區域主義與區域創新系統的方

法論認為，走向系統化、市場化以達到區域創新累積區域競爭優勢是促進區域

持續發展應該選擇的道路。過去，區域均衡的思維正是因為在歐美等國採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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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均衡政策後而得到不良的結果，才導致新區域主義的出現。長江三角洲的區

域發展，是否真的應該走回計劃導向的道路，採用舊思維來面對二十一世紀的

新挑戰？答案不言而喻。 

4.4.2. 政府的治理功能與角色為何？ 

地方政府的相互競爭問題，肇因於地方政府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積極自主性

（靳潤成，1996；姜德波，2004）。中國大陸的現行的行政區劃體制已漸成為區

域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現行的行政體制內，行政區劃就是獨立的政治經濟實

體和地方利益主體，來自上級的政績考核機制和財政分稅制，促使地方政府穆

力追求本地經濟的快速成長，採取各種合法或不合法的政策與手段創造和保護

地方財源。因此構成了地方貿易和行政壁壘，影響各種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

阻礙區域市場和經濟的形成發展（鄭連虎，2003）。因此，某些學者認為，必需

靠建立制度或非制度的平臺，統一政策與投資優惠差異來打破行政區經濟的形

成（劉君德，2000；熊瓊，2005）。 

從區域創新系統的觀點來看，打破區域內妨害資源流動的障礙有其必要

性，確保資源與交流順暢，減少各行動者之間交流的交易成本。然而，企業是

創新系統中最主要行動者，因此障礙的去除雖然重要，建立制度或是非制度平

臺卻不必要透過地方政府。事實上，從前述長江三角洲區域創新系統的分析來

看，長江三角形二省一市的地方政府各因其地理條件與背景而發展出不同的治

理性格與能力，顯示地方政府的差異化行為有助於彼此之間的交流與互補。從

分析中也可以發現，長江三角洲的企業，不論是內外資均能透過各種不同的制

度平臺形成了交流的網絡關係，因此問題的關鍵僅在於行政區經濟中不合理的

障礙與保護而已。因此，制度或非制度平臺的建立，隱含著以政府為主體的思

維模式。當發展主體換成了企業，應該思考的是在政府治理層面上對廠商行為

的影響。調整職能，以企業行為與選擇為依歸，提供制度和政策環境來促進長

江三角洲整合。從除去障礙為目的的觀點來看，地方政府行為如何法制化、合

理化、去管制化，避免過度干預市場發展似乎遠比增加更多的政府機構層級、

更多的制度平臺來得有效（劉志彪，2002）。過去，長江三角洲的地方政府因為

政經合一的角色特性促進了地方迅速發展，也對於透過地方─外資間生產關係

所形成的網絡連結有所貢獻，然而要促進區域進一步的發展，勢必要將此種政

經合一的角色分離而回歸到政府應為的本分之上（張京祥與吳縛龍，2004）。 

4.4.3. 產業同構或是產業規模經濟？ 

一般認為，長江三角洲區域產業同構與競爭的問題造成了地方資源重覆投

資與惡性競爭的浪費（譚福河等，2003；王洪慶與朱榮林，2004）。而從各地所

形成發展興盛的產業群聚來看，長三角的產業發展呈現同構與競爭無形當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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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長江三角洲的產業經濟規模。從區域創新系統的分析中，地方因為專業市場

以及所形成的產業群聚能夠發現此一經濟聚集累積的過程。因此，長江三角洲

產業同構現象是長江三角洲發展過程中重要的特徵，產業同構增加產業之間互

相交流與分工的可能性，此一互動頻率的增加可促進創新與擴大經濟規模。例

如，長三角的許多城市如蘇州、無錫、上海等皆投入發展汽車、半導體晶片等

大型資本密集產業，歷經由高附加值產業取代低附加值產業的產業昇級過程。

產業結構趨同、廠商相繼投入生產投資、產品出口市場領域相近似，其實都是

區域產業在茁壯時的必經之路。因此，產業同構現象並不是妨害區域發展與整

合的主要問題，造成惡性競爭的原因仍應該回歸到產業發展的制度與背景之

上，產業投資過剩與惡性競爭的來源，本質上是各地方政府積極作為之下的產

物，地方政府在促進地方發展的過程中，如前所述，運用了許多合法或非合法

的手段，一方面產生了廠商投資得利的空間，一方面也因為政府的干預而形成

了不必要的障礙與壁壘，這才是產業發展受到此種干預，市場行為產生負面影

響的原因。 

長江三角洲發展整合的答案為何？本文認為，應該是強調制度與經濟的整

合而非行政區的整合。透過市場化與壁壘的消除，摒除地方保護主義才能夠使

得資本、人力、知識順暢的流通與資源有效的配置，減少企業的交易成本，促

進經濟與創新活動的發展。同時，面對吸引資本的壓力，自由的市場合作可以

減少因資訊不足所產生的資本尋租空間。反而，強調行政整合、大長三角政府…
等帶有資源與產業分配的想法，都是困頓於計畫經濟思考之下的產物。長江三

角洲在市場與生產網絡上進行整合以促進創新與發展是有必要的，行政區上的

整合卻是不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