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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中國三大經濟區域發展軌跡考察：計畫與市場博奕下的空間

演繹（1990--2010） 

藉由整理並分析大量國內、外有關中國城市與區域發展的次

級資料，輔以中國沿海三大經濟區域個人十數趟、近 200 家

陸資、台資與外資企業之深入訪談暨主要開發區、高新園區

等之參訪，本研究期探索改革開放以來，尤其近十年來，珠

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與環渤海地區之產業與空間發展之軌

跡，以透悉「計畫」和「市場」博奕下，各空間之演繹。 

    研究發現，逾 30 餘載之改革開放確實帶給中國大陸個體

和群體各種的機遇。沿海地區的企業大多能善用「計畫」

（政策）和「市場」力量，形構出各種的「群聚效應」，民

營經濟蓬勃發展的地區更見證了各式各樣的「產業集群」暨

與國內、外市場緊密扣連之「產業鏈」。年來得力於包括高

鐵在內等基礎設施之次第完備，三大經濟區域內大體也形塑

完成一小時至三小時之「城市圈/群」（生活圈）。珠江三角

洲和長江三角洲尤其明顯，此自有助於其上、下游產業之分

工與整合。 

    此外，中國城市與區域的發展與其總體經濟走向息息相

關，全球金融海嘯後，中國改採內需驅動之經濟發展模式；

發達地區在「騰籠換鳥」和「自主創新」暨強調由「製造大

國」走向「創造大國」的國家發展大方針下，不囿積極圖謀

經濟增長方式和政府職能的雙重轉變，空間的功能與面貌也

為之改觀。北京於奧運時搬遷出重化工業，逐步邁入以文

化、資通訊為主的服務型城市；上海在成為中國第一個「自

貿區」後，致力爭取成為亞洲金融中心的企圖益趨堅定；其

傳統製造業的外溢幾已難避免而當有利於下濾週邊區域。而

在中國「引進來、走出去」政策方針下，外資、內資（包括

國、民資）之角色和分工業已重組，尤其工資的連年上漲，

傳統產業和覬覦中國廉價勞動力的外資企業於中國的生存空

間勢將限縮。 

 

    總之，在新一輪領導力推「城鎮化」政策前提下，中國

空間的演繹只會更為加劇，而在可預見的將來，它仍然會是

「計畫」和「市場」間的不斷博奕!    

 

 

中文關鍵詞： 均衡成長策略 不均衡成長策略  產業鏈  城市群 

英 文 摘 要 ： Based on analysis of massive secondary data related 

to Chinese regional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supplemented by in-depth interviews conducted with 



nearly 200 Mainland, Taiwanese and foreign 

entrepreneurs as well as business visits to various 

types of industrial parks located in China＇s three 

major coastal regions in the past decades, this 

research has tried to explore the path of both 

industrial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Bohai Bay area to 

grasp the dynamics between ＇State Plan＇ 

and ＇Market＇ forces. 

 

It has been recognized that open policy adopted ever 

since 1978 indeed benefitted many individuals and 

groups. It has been further witnessed that 

agglomeration effects did occur and industrial 

clusters formed in many different regions under 

study, especially where private enterprises are 

flourishing. Given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such as 

high-speed rail has consecutively completed, almost 

all major cities in each regions under study can be 

reached within one to three hours which is 

particularly conducive for industrial differentiation 

and/or integration.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undoubtedly is closely 

tied up with her macro-economic development goals. 

Specifically, China has shifted from an export-

oriented economy to one relies more upon her domestic 

consumption after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tsunami. 

Many major regions in China have undergon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emphasize self-innovation thus can 

upgrade the country from one focusing too much on 

manufacture to one that is capable of creation. 

Spatially, cities like Beijing literally kicked out 

all her metal and coal companies and concentrates 

more on cultural and ICT related industries； 

Shanghai, on the other hand, after granted as the 

first free economy pilot zone, her ambition to become 

the Asia-pacific financial center seems escalating 

and therefore trickling-down effects in terms of 

relocating her manufacture practices to neighboring 

areas is inevitable. During the process, new round of 

relationship among foreign, state as well as private 



capitals definitely will under reconfiguration. One 

thing for sure, cheap labor no more will be the case 

for FDI. 

 

China＇s spatial reconfiguration will be even more 

faster than ever given the current ＇urbanization＇ 

scheme introduced by the new leader, nevertheless, we 

anticipate that the process will still be one 

dictated by the interplay between ＇State＇ 

& ＇Market＇. 

 

英文關鍵詞： Balanced growth strategy, Imbalanced growth strategy, 

Production Chain, Urban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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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990-1991 年間，在卸下了政大六年系、所行政重擔後，受邀前往美國楊 

百翰大學任教，期間該校要求個人講授「當代中國社會」課程，開啟了我對「當 

代中國」的濃厚興趣。回想起來，就在這之前的 1989 年夏，還趁出席 Stanford 
大學胡佛中心國際會議之便，在舊金山參加了一場由該市市長主持之紀念八九民 

運事件的聚會。適時的中國在世人眼中仍是個蠻橫不講人權的國度；緣自於 1978 

年的改革開放雖已啟動了一段時日，唯大多數的西方國家對那遙遠又略帶神祕的 

國度總還帶著點懷疑和猜忌，不確定已實施了 30 年的共產體制幽靈何時還可能 

再浮現。同一時間，日本和台灣、南韓、新加坡等東亞/四小龍國家，在經歷了

二戰後快速經濟發展歷程後，也已走到了不得不進行結構升級和轉型的關口
1。 

至少對台灣言，伴隨著政治民主化而出現的一連串社會運動，尤其是勞工運動、 

環保運動使倚賴勞力密集生產方式的廠商深刻體察到「用腳投票」的時刻似乎近 

了！以吸引外資帶動經濟發展的中國，不囿土地與勞力等生產要素成本低廉，渠 

所提供之各項政策優惠對屬「同文同種」的台商更具無比的吸引力。事實上，在 

八九民運前，即已有不少台商前往中國探路。這些在 1991 年前後經濟部正式允

許台商赴對岸投資時，被稱為「偷跑」者，或許可被視為時下號稱有百萬台商在

大陸的先鋒部隊。他們當中不乏為數可觀的成功企業家，不少也同時轉戰東南亞

的越南、泰國、菲律賓、印尼、柬埔寨、緬甸等地；當然也有部分淪落為所謂的

「台流」。九 0 年代始，絡繹不絕其途大量西進的台商現象引起適時當政者之憂

心，在「戒急用忍」前提下，「南向政策」的推出多少有平衡廠商們一味西向的意

圖。 

 

    個人因緣際會以特約研究員身份花了一年時間參與了中華經濟研究院一項
關於西向和南向政策」的研究計畫

2，得以隨國內工商團體親炙菲律賓蘇比克 
灣、 印尼巴譚島、馬來西亞檳城、越南胡志明和河內等地投資環境，並跟隨工

商建言會赴大陸北京參訪，期間先後訪談 60 多位台商，以洞悉彼等投資區位選 
擇等梗概。就某種意義上言，這或許可視為個人關注「企業」研究的初始契機。  
 

1   
長期以來，「雁行理論」（flying geese model）一直被用以說明東亞國家的發展模式；唯近年來強調 

非層級、網絡式的「水以花模型」（water lily model）也引貣了不少討論。 
2  

指 1992-3 年 8 月由中華經濟研究院接受工業局委託進行之「兩岸工業結構變動及未來產業互動趨

勢 之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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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九 0 年代初，當兩岸學術交流尚未全面展開之際，個人有幸受時

任香港中文大學教務長/亞太研究中心主任楊汝萬教授之邀，參與一場兩岸三地

城市和區域發展之學術研討會 3
，席間除有機會聆聽大陸該領域執牛耳學者、專 

家關於北京、上海、南京、廣州、長三角、珠三角等發展和規劃概況之深入剖析

外，這些重量級的大陸與會者更成為個人日後從事中國空間研究難得的「社會資

本」。而隨兩岸交流之頻繁，1993 年台灣社會學會組團由北（中國社科院社會學

研究所、北京市社科院、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南開大學）到南（南京大學、復

旦大學、上海社科院以迄廣州中山大學、廈門大學）的參訪也開啟了兩岸社會學

界的正式接觸。九 0 年代中、後期更因故王昇將軍所創辦之「促進中國現代化基

金會」暨任董事之一業已仙逝的銘傳大學包德明校長的抬愛，負責規劃兩岸社會

學者、專家學術交流有年，也因此得有走訪北京、天津、上海、蘇州、南京、大

東北、大西南和大西北等地機會，親身領會中國社會和發展軌跡的快速變遷暨脈

動。 
 
 

固然有不少的學者指稱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比「資本主義國家還要資本主義化

的社會」，唯中國官方迄今從未以「資本主義社會」自居；人們最常看到和聽到

的仍然是由共產/社會主義轉軌為「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的說詞；中國官

方頂多辯稱自己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回首改革開放迄今，中國

確實經歷著一個接著一個的「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轉軌。舉凡住房改

革、國企改革暨下崗職工再就業安排、工資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以迄資本市 

場改革等，無非均擬建立一套中共建國以來所不曾存在過的「房地產市場」、「勞 

動力/就業市場」、「社會保險市場」和「股票/證券市場」等。基此，在廣泛地走 

訪中國各大城市與區域後，九 0 年代中、後期，個人已先後針對大陸的「住房改 

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國企改革暨下崗職工的再尌業」等議題作了初步的 

探索。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之發展路徑固然「摸著石頭過河」成分濃厚，然鄧小平「讓 

少部分人先富起來和讓少部分地區先發展起來」的主張卻著實烙印於中國的空間 

發展步調上。「走向海洋」的意圖不僅活脫脫展現於「向東傾斜」的發展策略上， 

更具體而微地反映在其沿海、沿江、沿邊的「三沿政策」上。由開放深圳、珠海、 

汕頭、廈門而至海南等特區，以至 14 個沿海城市再到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 

環渤海甚至東北、中部、北部灣、海西區等地區的開發；過去 30 年來，中國的

發展確實係秉持著由東至西，由沿海而內陸及由「不均衡」而「相對均衡」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該研討會論文已集結成書—楊汝萬編，1993，中國城市與區域發展:展望二十一世紀，香港:香港中文 

  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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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前行
4
。 

 
    除對總體空間發展軌跡予以充分掌握外，基於對兩岸發展的關懷，個人曾與目

前擔任美國 Trinity College「城市與全球研究中心」（Center for Urban and 
Global Studies）主任／院長，先前執教於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社會學系之陳向

明教授在蔣經國基金會的贊助下合作完成了「上海與高雄」兩港市的比較。2000-

2001 年於英國牛津大學擔任訪問學者的半年間，更大量接觸了歐陸對「全球城市」

的研究取向和成果。以„The Global City 一書聞名、時任芝加哥大學社會系教授的 

Saskia Sassen，同時亦擔任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地理系的客座教授，2002 年初夏，在

上海社科院贊助下，陳向明教授組織了 Saskia Sassen，John Kasarda，Anthony M. 
Orum 三位美方教授，和除個人外的亞洲四小龍代表（新加坡大學社會系的何光中、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的呂大樂和趙永佳、韓國人力安排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Won Bae 
Kim）及日本早稻田大學的 Machimura Takashi 等教授和大陸方面的周振華（現任

上海市政府官員）、寧越敏教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中心主任）、諸大建教授

（上海同濟大學教授）、杜德斌（上海華師大地理系教授兼副院長）等，召開了

“World City—International Lessons and Shanghai’s Development”的國際會議，

會後並有中
5
、英文專著出版。類似學術 場域的實際參與不單提供個人與國際大師

對話「全球城市」理論和方法的平台，更重要的是，促使個人深思何以在短短數載

中，原列名世界第三貨櫃港的高雄節節敗退，而原來甚至排不進前十名的上海港在

同一時間卻扶搖直上，直逼排名第一、第二的新加坡和香港。也即於此前提下，

2002-2003 年間，個人積極走訪上海、高雄和台北都會區、京、津和香港等地，透過

實證資料之收集擬檢視該等地區由港口城市發展為世界/全球城市之歷程暨可能。

「兩岸三地」或云「大中華經濟圈」自此躍入了個人的研究議程。而因研究上海也更

進一步地踏上長三角研究的征程。過程中，由於投入大陸城市與區域經濟暨空間

發展的廣度和深度日益延伸，由點而線而面的鑿痕遂不斷推衍；換言之，為了了

解上海，自然不得不深入長三角；為了掌握香港的發展，必然會接觸珠三角；而

為了明白首都北京的變遷脈絡，也極自然地連通了天津、唐山，且除京津唐地區

外，為有更周延地勾勒環渤海圖像，更擴大視角於山東和遼東半島。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00 年以降，隨中國的日益崛起，除亞洲外，歐美兩地學

者亦有若干涉足空間發展方面的研究，除前已提及的 Saskia Sassen 數度受大陸之邀，

暢談其 The Global City 外，近年來上海社科院、復旦大學及華東師範大學等也先後

以國際會議方式邀請了英國 Loughborough 大學專研全球城市之 Peter Taylor，J. V.   
Beaverstock，Cardiff 大學的 Fulong Wu，倡議「都市－區域」的美國 Allen Scott， 

UCLA 的 Edward Soja 和 Urban Studies 編輯之一 Michael Timberlake，夏威夷 
 

   4 一般認為毛時期所強調的是「均衡」發展政策，而鄧時期則主張「不均衡」發展政策。「均衡」發展 

政策的主要代表學者為 Ranger Nurkse，支持「不均衡」發展觀點最力的則為 Albert Hirschman。後 

者較為務實，認為開發中國家資源有限，不可能一舉完成各地的發展，而應排出優先順序；不過，也 

因此比較容易引貣區域間、群體間的差距。相關理論內涵，請參考拙著 ”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開發 

與其總體經濟發展和空間均衡策略間相關理念之初探”，收入楊汝萬，前揭書，頁 71--101。 

5中
文版專書已出版—周振華、陳向明、黃建富主編之世界城市—國際經驗與上海發展，2004，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拙文「世界城市理論：研究的主要取向」及「台北與高雄：邁向『世界/全 

球城市』之路」分別收錄於該書之第一章和第十章，頁 3—16 和 147--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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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地理系的 Mike Douglas，布朗大學的 John Logan，猶他大學的 Dennis Y. H. 
Wei，巴黎政治學院的 Michael Storper，漢堡大學的 Dieter Lapple，新加坡大學的 

Henry Yeung，香港大學的 George C.S. Lin 和 Anthony Yeh，以及首爾大學的

SamOck Park 等教授。此外，基於地緣關係，韓國政府十分重視其與同處東北亞之

日本和環渤海區域間之關係，幾乎每年均召開類似性質的閉門國際學術論壇，一方面

分享個人於兩岸三地的研究成果和心得，另一方面更得以與空間發展領域中之諸如

「全球城市－區域」、「城市治理」等新理論/概念對話。此一學術社群網絡之建立得

之頗為不易，或許也正因彼等橫跨中、美、英、德、法、新、港、韓、日等地，對

淬礪和豐富個人在空間領域的研究助益匪淺。 
 
    儘管如此，無可諱言地，在近十年的鑽研後，愈加肯定對中國區域發展脈絡的掌

握一則離不開中央政府的政策和佈局，另一方面更離不開地方政府之各項規劃暨發

展方向/定位。而在過去 30 年以「招商引資」出口創匯為前提的發展模式下，「企

業」更成了各地發展最真實且重要的「載體」。是以，在了解「特區」、「工業園區」、

「高新技術開發區」之餘，對何種性質外資之進入不得不有較深入的了解；而在國

企改革之後，強調「國退民進」大環境下，「民企」又如 何被激活以確實發揮「市

場化」作用更不容輕忽。另在城鎮地區日益「市場化」的進程中，城鄉關係也起了

新的變化。首先，城鎮化的水平已由開放初期的 19％ 上下躍升至目前的 47％左右；

中共中央更以未來能達到 65％為標竿。而由另一角度觀察，此亦意味著農村更多富

餘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只不過由來已久的中國社會「二元結構」卻模塑出有別於

其他國家或地區為數超過二億的「農民工」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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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過往執行相關研究計畫之具體成果摘述 
 

個人執行與本專書相關之研究有年，本章擬先回顧並綜整迄今之具體發現如次： 
 
 
第一節 建構在「外向型」經濟基礎上的原始累積 

 

    吾人若以「一窮二白」形容中國改革開放伊始的情境似亦不為過。鄧小平採

取試點方式先開啟了五個主要對外開放窗口（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海南島）

及渠後陸續開放的十四個沿海城市，說穿了無非是想透過「招商引資」，快速完

成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原始累積。早期外來投資生產產品幾乎全數外銷，外資看重

的多半是中國大量而廉價的土地及勞動力，中國也樂於運用其「人口紅利」
6
，一

方面解決農村富餘勞動力問題，另一方面於短時間內迅速「創匯」。於此過程中，

沿海地區城鎮所迎來的可以說是中國史無前例的人口大遷徙；例 如孔雀東南飛

（麻雀也東南飛）的結果使深圳成為廣東省內唯一不用說廣東話 的地方，更造

尌它成為外來流動人口遠遠超越本地「戶籍人口」的城市。事實上，隨著「城中

村」之城市化，深圳已於幾年前成為全中國迄今唯一沒有農村的城市。深圳當然

不是唯一外來人口特別集中的城市。舉凡較早開放城市和省份，如珠三角地區的

廣州、東莞，長三角地區的上海、蘇州和杭州，環渤海區域的北京、天津均面臨

相似的遭遇。唯礙於城鄉「二元結構」，幾年前廣州孫志剛事件
7 發生後，中央

雖下令取消了「暫住證」制度，若干城市（如上海）也陸續研擬外來人口入籍

辦法，唯離全面戶籍制度鬆綁似尚有一段距離。此一為數龐大外來務工人員存在

於各大城市之事實，固然解決了城市中部分勞務的需求，然對「農民工」未盡公

平的處遇卻也埋下城市問題的種子。 
 
 
 
 
 
 
 
 
 
 
 
 
 
 
 
 
6  

「人口紅利」係指生育率下降導致兒童撫養比迅速降低，總人口中的適齡勞動人口比重上升，在老年 

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兒童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 

輕的狀態。此時就業壓力雖大，唯高儲蓄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額外收益，可視為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 

然隨「少子和老齡化」的到來，不少大陸學者如蔡昉、曾毅等不僅擔心中國將面臨「未富先老」的 

挑戰，「人口紅利」也將會很快消失。 
7  
具大學學歷來自湖南在廣州工作的孫志剛因未隨身攜帶「暫住證」而被公安不當處置致死，在「南方 

報」披露真相後，引起中共高層注意，因而撤銷了外來務工人員的「暫住證」制度。不過，個人蹲 

點訪談過程中，上海的受訪者卻表示，該證撤銷後增加了城市治安管理上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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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環繞「GDP」神話而出現的高汙染、高耗能生產模式 
 

    為求快速積累資本，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各地方政府在以「GDP」作為考核

官員政績的最主要指標驅策下，紛紛在吸引外資方面下足功夫。土地、勞工、稅收

等優惠短時間內固然為中國吸引了大量外資，也因此贏得了「世界工廠」的封號；

唯於此同時，降低環保要求的作為也導致許多高汙染和高耗能外資企業的出現。

根撽大陸本身的統計，1995 年，前赴中國投資的高耗能、高汙染外商產業即高

占外資企業總數的三成；2005 年時，此一數字更上升至八成。 

 

    2007 年迄今，在「節能減排」大氛圍下，中共透過加徵出口關稅並取消渠

等出口商品退稅等手段，逐步加強相關產業的監督；對列名「世界五百強」和「中

五百強」的汙染性企業甚至採取「大量曝光」方式以形成對彼等環保方面的壓力。

此正所謂中國已由「招商引資」邁向「招商選資」階段。然回顧過去 30 年大

陸的發展進程，各地方曾出現過之「開發區熱」、「圈地熱」、「房地產熱」暨因

應而生之「相互攀比」與「重複建設」現象，不得不承認，為達快速經濟成長，

整個社會確已付出相當高的「社會」甚至「政治」成本。個人蹲點研究過程中，

不僅於天津濱海新區見證了超大面積的地方級「開發區」，在長三角麗水、衢州

一帶同樣觀察到一望無際卻似乎招商有限的「工業園區」，而在土地資源已日趨

緊俏的珠三角廣州、東莞一帶依然劃出廣大無垠、並以高科技作為訴求的「高新

技術園區」。部分受訪者因之語重心長地指出：「搞得不好，這些將來都可能成為

另一項『房地產開發案』，圖利的是誰那就不好說了！」 
 
 
第三節         「區位」vs.「產業」間之競合關係與空間分工體系之建立 

 
     過去 30 年，中國的發展某種意義上言是一次又一次「產業」與「區位」間

競合關係的演繹過程。初始階段，入列政府優先開發地區意味著發展「機 遇」，

在各項計畫指標加持下，分別享受著「特區」、「國家級開發區」、「高新 技術園

區」等種種優惠待遇。如深圳特區、浦東新區、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 蕭山下沙

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新加坡蘇州工業園區等。唯隨改革開放的深化，當「特區不特」

後，深圳遭遇了「深圳，誰拋棄了你」的質疑，上海不斷升高的商務成本（如房

地產價格）也難逃週邊城市昆山和蘇州在吸引外資方面的角力。2008 下半年金

融海嘯以來，上海的 GDP 成長率甚至落入全國各省末位（3％上下）。以出口導向

為主的江、浙兩省（3.4％左右）亦然。另一方面，歷經 了 20 多年來經濟持續快

速的成長，昆山、蘇州、東莞等外資聚集城市已然面臨了土地日益稀缺的困境。

即使是民營經濟表現突出的溫州，在數年前時任市 委書記王建滿企圖引進外資策

略啟動後，當地民企，除創收和納稅大戶外，也都經歷了擴廠土地難求的限制。 
 
 
    在追求成為「全球城市」或至少是「國際城市」進程中，上海首先採取了「退

二進三」的發展路徑，也即退出二級產業（製造業）而進入三級產業（服務業）；

然因此一度遭遇 GDP 迅速低於蘇州情境；如前述，在以 GDP 為最主要衡量地方首

長政績考量下，上海迅即調整原先策略，在城西與江、浙兩省接壤處掀起所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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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工程」，也即開發嘉定、青浦和松江三處合計 173 公頃面積的新城以吸引/圍

堵外資可能前往江蘇和浙江兩省之去路。此一舉措看在一方面強調「區域一體化」

的長三角其他城市眼中，為十足的「兩面手法」；即一方面談合作，另一方面卻仍

在競爭。但無可諱言地，上海產業的空間重新佈局，明顯塑造出市內以商業為主

（浦西），或生產性服務業（浦東陸家嘴地區）及高科技園區（浦東張江科技園區）

為重心的空間格局。製造業則呈逐步往嘉定（汽車業為主），青浦、松江（電子製

造和大學城）遷移態勢。近期將浦東新區面積延伸包括南匯區的決定更透露出上

海落實金融和航運中心的決心；蓋因浦東機場接近南匯區且相關之物流、石化等產

業均聚集該地區。對做為中國 T 字型發展中心的上海而言，2013 年 9 月 29 日當中

國國務院正式宣佈將建成涵蓋外高橋保稅區等四處面積達 28 平方多公里自由經濟

貿易區計畫時，上海成為中國制度創新城市地位益形鞏固。事實上，浦東機場完

成之初，所有國際航線均由原來虹橋機場轉往浦東營運時頗有微詞，高科技產業相

對密集的蘇州、無錫等曾揚言將自建新機場；然相對未如江蘇省鄰近上海幾個城市

具較明顯反彈情緒的浙江省，尤其是環杭州灣的幾個主要城市，如杭州、寧波、

紹興、嘉興、湖州、海寧等則似乎自始即務實地表達了「接軌上海」的心理準備。

靠上海僅半小時車程的嘉興，承接了不少由上海外移的二級產業；寧波的港口條

件不亞於上海，唯在中央拍板發展上海並借道浙江的大、小洋山港後，寧波也只

能更務實地與附近的舟山港整合成組合港；而為「力用上海」逐步形成的國際大市

場條件，寧波一些民營經濟主更大手筆的籌資完成了迄今世界上最長的「杭州灣跨

海大橋」（將於 2016 年完工的「港珠澳大橋」據悉長度將超越「杭州灣大橋」），以

縮短過去必頇取道杭州方能連接上海的交通劣勢。其實，自古寧波與上海即存在

著頗密切的關係，由買賣方面言，過去甚至有「寧滬幫」說法。前述發展不囿更

加確立上海於長三角區域的中心/主領性，在較小的空間範圍內，也改變了不同城

市的區域內定位。譬如寧波與杭州之於浙江省，上海（直轄市）與南京之於江蘇省。

更具體點說，寧波與上海 更緊密的接軌使其工商城市之地位益形彰顯；相對地，

浙江省會城市杭州既使也發展工、商業，但就長三角浙江這一翼而言，杭州更趨向

於政治、文化中心，而在產業發展方面則更強調動漫、文化產業而非如寧波的航運、

物流、化工等產業。曾為六朝古都的江蘇省會城市南京，在體認無論在區位或政策

規劃面向都難以和具直轄市身份的上海市抗衡情勢下，除擬爭取在江蘇「沿江開

發」藍圖中扮演龍頭角色外，以其地理位置，更擬於長三角區域外，發揮「泛長三

角區域」中結合安徽省蕪湖、馬鞍山等地之中心城市地位。 
 
 
    其實，類似長三角區域的「產業」與「區位」重組也見諸於近年來珠三角地區

的發展。作為省會城市的廣州和中國第一個特區深圳間，毫無疑問地存在著孰方為

珠三角龍頭城市的心結。儘管兩地的產業類型不盡相同，前者著重於汽車，後者則

以電子、通訊產業為主軸，近二年走紅的山寨機幾乎即與深圳劃上了等號。平均

年齡 27 歲和擁有極高比例外來人口的年輕深圳，不但因鄰近香港而早即懷抱「國

際化」之憧憬，「中興」、「華為」兩大通訊公司，號稱可以 30％世界一流通訊大

廠的成本，生產接近 70％一流廠商的品質更是深圳人的驕傲。唯近年來亦苦於發

展腹地之日窘而亟思與週邊城市結盟，除已醞釀 多時之「深港一體化」外，在甫

於去年底方公佈之「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8
中，深圳、東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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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已被賦予一體化任務；而為吸收香港在金融發展方面的經驗，2012 年始，中共

中央更正式拍板深圳「前海地區」的開發。廣州、佛山通過地鐵暨兩地產業和生

活之聯結，也業已朝「廣佛一體化」邁進；區內另一特區珠海則被賦予和澳門共構

更緊密發展關係之任務。澳門大學最近之移址橫琴島可謂最佳註腳。預計 2016 珠

港澳大橋完工正式通車後，香港、珠海和澳門間的關係勢將更加緊密，粵東和粵

西間的經濟整合亦勢必加速。只是做為中國改革開放排頭兵的廣東珠三角，尤其

位居前沿的香港，在上海急起直追後，仍否繼續保有其亞洲金融和航運中心的龍

頭地位，則待觀察。這自然也再一次驗證中國空間既競爭、又合作之博奕從未或

歇。換言之，誠如長三角區域中之江蘇可被細分為蘇東、蘇中和蘇南三大次區域

及浙江部分之被規劃為環杭州灣產業帶，溫台產業帶和金、衢、麗產業帶外，珠三

角區域在行政區上雖僅涉廣東一省，然若論與香港的關係，粵東與粵西間因交通屏

障始終存在著某種程度的鴻溝。經這一輪「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劃綱要」之推

動，未來區內除上述三個次區域－廣佛，深、莞、惠，和珠、澳外，甫於日前開

工的「港珠澳大橋」完工後更被期待可徹底打通粵西和粵東間之交通鴻溝，使順德、

中山一帶也能像深圳、東莞般接受到國際大都會香港的幅射
9。於今以家電（微波

爐、電扇、空調）和燈飾、摩托車製造為主的順德、中山會否因此取得向科技產

業方向發展的契機固然有待觀察，區內不論在產業和區位發展的競合關係勢將更

加白熱化則無庸置疑。 

 

    至於環渤海區域因實則由京津唐、山東和遼東半島三部分所組成，京、津因具

直轄市身份且北京又為首都，2008 年奧運的舉辦更大大改變了北京的產業和空間

面貌。一樣是懷抱著走向「世界城市」的雄心，北京在奧運前將首都鋼鐵和燕山

煤礦遷出的決定，某種程度上成就了唐山的曹妃甸。中央政府雖然將「中國金融中

心」和「北方金融中心」的招牌分別頒給了上海和天津，然位居首都，北京仍然

大手筆的將朝陽區 CBD 闢建為「金融區」。為避免過去攤大餅式的無限制向外擴

張，北京在規劃理念上採取了英國「新鎮」的構想，在城 市外圍規劃了 11 個新

市鎮。其中更將接近新機場附近的亦庄、順義、通州三地規劃為高科技園區，以

吸引國內外年產值高之企業為標的。未來亦庄期能發 展出以「Nokia」為龍頭的

通訊產業集群，以「京東方」為龍頭的顯示器產業 集群，以「中芯國際」為龍頭

的微電子產業集群，以「GE」為龍頭的醫療設 備 產業集群 ， 以「 拜 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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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於 2008 年 12 月底由中共發改委正式頒布，該綱要除再次強調 

加快珠三角地區改革發展的重要意義和總體要求及目標外，在構建現代產業體系、提高自主創新能 

力、推進基礎設施現代化、統籌城鄉發展、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加強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加快社 

會事業發展、再創體制機制新優勢、構建開放合作新格局、規劃實施保障機制等各方面均有詳盡的 

說明。 
 9  

根據「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在訪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規劃署官員時亦得知香港方  

    也研擬了「大珠三角洲區域合作及交通基建發展」計畫，針對港珠澳大橋、落馬洲河套地區和其他  

    跨界基建項目等提出若干努力的方向。此外，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廣東省產業結構轉型工作小組也  

    就「廣東產業結構轉型對香港工商界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提出相關的研究報告。 

 

 



9  

（Bayer）」為龍頭的生物醫藥產業集群及以「Benz-Chrysler」為龍頭的汽車產業

集群；近年來，該區亦和台灣的趨勢科技、工研院等共同發展雲端科技。位居區

內來自台灣的鴻海主要為芬蘭的「Nokia」代工。或許，係因位居首都關係，各國

主要廠商莫不趨之若鶩，唯不盡然以「量產」為宗旨。田野期間，受訪的亦庄管

理處處長即語露不滿地指出：「德國的『Benz』圈了那麼大一塊地，每年才生產 

8,000 輛車，如果再如此下去，我們打算收回它們一部分的圈地。」於此可見，前

進中國的外資並不一定與大陸官方「同心」。 
 

    另一方面，為吸引更多北京人才來此工作，北京市規劃當局已通過地鐵線

連通本處，且於該園區興建住宅，此一作法與新鎮「自給自足」初衷似有明顯違背，

且因區內房價遠低於市區內已如天價住宅，日後會否演變成另一種城裡人的「宿

舍區」自有待觀察。由於有全國最集中的科研隊伍，尤其海淀區的中關村附近除

聚集著中國北大、清華等名校外，全球知名的「Google」，「Microsoft」，「IBM」，

「HP」，「Oracle」等莫不於此設立科研總部。而作為文化古都，除高科技研發

總部、高科技工業園區外，近年來北京市政府亦頗能善用其文化遺產，大力推動

「文化產業」，以展現 Joseph Nye 所稱之「軟實力」。單是文化產業據點就有 

20 餘處規劃，與上海不相上下，其中北京的 798、宋莊和上海蘇州河畔廢棄倉庫

的再利用和田子坊等更早已名聞遐邇。 

 

    雖同為直轄市，天津在奧運前似乎一直都處於「有志難伸」的地位。拜奧運

之賜，僅半小時車程京津高速的開通，無形中縮短了京津間距離，天津已名符其

實和北京形成了中心－衛星城市關係或云「同城效應」。長久以來即享有「北方

工業中心」美譽的天津，基於各項工業發展的良好基礎，在「濱海新區」規劃經

國務院審批後，天津集港口、物流、工業基礎於一身的條件，在空客 A320、大乙

烯項目、東疆保稅區、中新生態城等國家/際級投資項目陸續到位，尤其這二年，

國務院更將天津濱海新區列為新一輪「綜合配套改革詴驗區」後，天津上下似擬

急起直追，和南方的深圳及上海的浦東一較長短。就連天津人對此一快速的轉變

似乎都有點兒不適應。曾受訪的天津綜合規劃院蕭院長即告以：「改變的速度太

快了，不免顯然急躁了些，思考就很難周嚴。」不過，對照五年前，天津人還在

感嘆：「北京有二個名字，一個叫『北京』，另一個叫『首都』；不管叫哪個名兒，

天津都只能當老二，事事得讓著它（北京）點兒。」，天津這二年的「機遇」似乎

一直是致力於實現已年過八旬中科院院士吳良鏞所最樂見的「京津冀北」或云

「大北京」計畫。誠然，京津冀北和珠三角與長三角區域最大的不同乃在於此區

雖有二個超大直轄城市，卻不似另兩區域已形成相對完整的「城市群」，更談不

上「產業帶」。或許這也正是「京津冀北」規劃中期許不論是天津濱海新區抑或曹

妃旬工業區未來的產業發展能輻射三北（東北、華 北、西北）的原因所繫吧！ 

 

    就像長三角和珠三角區域一般，山東半島也被規劃成三大次區域－濟南城市

圈、膠東半島城市圈和魯南城市帶。其中又以青島為首之「膠東半島城市圈」 經

濟活力與實力均最強，青島除了「五朵金花」－「海爾」、「海信」、「奧克瑪」、「青

島啤酒」和「雙星輪胎」外，青島周邊的即墨和日照於近年來更成為民企近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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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商除前來設廠外，更有為數不少的商業和服務業來此落腳。在即墨、威海等地甚

至已出現了「韓國村」。近年來，山東省政府亦欲積極爭取台資企業入駐。除以

各種名義派遣招商團直接訪台外，受訪的當地外經貿官員告以：「我們會先去台

商聚集的珠三角和長三角尋找中意的台資企業，了解它們的上、下游配套關係，

先說服那些企業轉移基地到山東來，再去和這些主要企業 談，由於配套產業均已

到位，它們很自然地也就沒有不跟進的理由了！」在煙台，「鴻海集團」即有一

獨立的工業園，單是「鴻海」常駐該地員工即高達 200-400 人之譜。山東省各

級政府招商之積極尚可由其毫不吝嗇於以廠商名號做為道路命名見諸一斑。不僅

青島有海爾路，在煙台週邊的蓬萊亦可看到於該地設廠台商「冠軍磁磚」的冠軍

路。此外，為帶動產業發展，在濟南、煙台和青島等地均有國家級的大型工業園

區，濟南的「齊魯軟件園」，企圖結合山東 大學齊魯學院的科研隊伍，已有知名

軟件公司「浪潮」涉足其間。煙台的經濟 技術開發區占地極廣，該市相當比例民

眾與該區存在著雇傭關係。青島除海爾工業園區外，目前也遭逢土地不足，而需

造橋連通西島的壓力。相較於京津唐區域，山東半島得力於豐富的農、工、礦產

發展條件，除魯西地區發展稍嫌落後外，魯東一帶不僅已出現相對成熟的城市群

（濟南－淄博－濰坊－煙台－ 威海－青島等），且因過往重工大型工業基礎不弱，

包括「中國重汽」，「濰柴動力」、「福田雷沃」等一批重型車輛製造、海洋生物

醫藥、家電產業著有績 效。而 9,000 多萬人口的經濟規模更提供服務業發展良

好的潛在市場。雖然 位於濟南之「齊魯軟件園」的接待官員明白表示他們握有批

自中央的「國家資 訊通訊國際創新園」、「國家服務外包基地城市」和「國家軟

件出口創新基地」三塊金牌；不過，無論產、官、學、研受訪人士均感嘆：「中

央高官中缺少山 東老鄉，以致迄今沒有能爭取到中央層級任何一塊牌子

（指特殊規劃指標）！」。（按：在中共新領導習、李上台後，任命曾擔任山東省長的張

高麗擔任國家副主席，情勢或有改觀。）相似的感嘆也同樣可於訪談溫州企業時聽聞，

這似乎意味著，「人治」或地方與中央間的「社會資本」對各地發展仍然扮演著某

種積極的功用！其實，隨改革的深化，就在前（2011）年，中共中央陸續頒布了沿海三大

「海洋經濟開發計畫」，其中以青島為首的「山東海洋經濟開發計畫」除了為青島帶來新的

發展機遇外，位處沿海的威海及煙台同蒙其利。另一方面，三市固然存在著或多或少的競爭；

惟隨青、煙、威快速動車之開通，三市「同城化」的特色已然日益彰顯。 
 
 
    至於被稱為「共和國長子」的遼東半島，「三線建設」時期算得上是對該 

地區的第一次工業轉移，1990 年代初朱鎔基總理負責推動的「國企改革」政 策，

在減員增效前提下，不僅造成大量下崗職工問題，更因產業轉型，遼東半 島一

帶城鎮也因資源枯竭而出現若干「資源枯竭型城市」，「鐵西區」可謂其中 典型

代表。部分城市在「振興東北」策略推出後，得力於外資的引進，固然可 於過

去工業的基礎上得以再發展，惟產業類型的單一化卻也使該等城鎮蒙 

上”vulnerable”陰影。長春市的「長春汽車廠」在和德國「Volks Wagon」汽 車

合作後，員工幾乎涵括了該市相當比例居民便為一例。 
 
 
    誠然，遼東半島亦不乏較為幸運的案例。大連在甫遭判刑的重慶市長薄熙來擔

任該市市長期間，大力推動城市改造與美化，使其成為最具歐洲風味的中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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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地近日本，成功引進日資並大步發展軟體外包業務，二年前在「Intel」投資了

25 億美元後，大連軟體和外包業務之蓬勃發展更如虎添翼。遼寧另一重點城市瀋

陽近年來亦擬藉高新技術園區，賣力招商引資，企圖快速轉型其過往倚重國有大、

重型工業的發展模式，預料在最近中共中央拍板定案的「遼寧沿海經濟區」－包

括大連長興島臨港工業區、營口沿海產業基地、遼西州灣經濟區、丹東產業園

區、大連花園口工業園區、及大連、丹東、錦州、營口、盤錦、葫蘆島六市所

轄的二十一縣、市、區逐步開發後，瀋陽－大連城市軸線將益形確立。總之，在

積極轉型經濟過程中，瀋陽借助城市改造，一方面企圖擺脫「老工業基地」形象，

另一方面亦透過高新技術產業和包括房地產在內的服務業之引進，落實產業升級

和提升地方風貌目標。歸功於宜人氣候的大連，近年來不只已成為達沃斯夏季峰

會城市，更致力於朝動漫、軟件外包、船舶修建等產業發展，擬充分掌握並實踐

李克強總理擔任遼寧省長期間即已提出之「五點一線」規劃構想。 
 

 
    總的來說，歷經 30 年的改革開放，珠三角和長三角區域已然形成了較完整

的「城市群」和「產業帶」。且各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之主領性亦日趨明顯，如上

海之於長三角，香港、深圳、廣州之於珠三角，北京、天津之於環渤海京津唐

地區，濟南和青島之於山東半島以及大連、瀋陽之於遼東半島等。對發展程度

高的珠三角和長三角區域言，產業的地域分工似乎也已形成。中心城市如北京、

上海、廣州、深圳等在產業結構方面已日漸擺脫二級產業（製造業）的束縛而邁

向服務業；既使仍與製造有關產業，也都逐漸走向研發總部或「總部經濟」路徑，

北京的中關村、上海的張江科技園、剛剛開發完成的廣州「松山湖工業園」暨深

圳的「中興」、「華為」等。然而，二線城市間，不論在爭取外資、產業類別選擇

等方面不但未見明確的分工，彼此間或有或無的競爭仍時而可見。某種程度上言，

蘇州地區的台資電子業業已在蘇州、昆山、吳江間形成產業鏈，如蘇州，昆山多

半以電子製造為主，吳江則側重於光電產業。台資在跨域生產模式方面亦略有區

隔；大體上，即單拿電子業言，東莞一帶電子行業的層次不及蘇州或大上海地區，

而北方則以銷售為主，如天津的百腦匯（「藍天」投資）。這當然需要一個過程，

此或許也正是追蹤考察大陸產業和空 間發展有趣及關鍵時刻，隨中國產業不斷

的升級和轉型，產業垂直和水平的分工不僅將見諸於跨界投資（外資）者區位

的選擇上，更有趣的將不斷地反映在大陸本身資本的時、空移位過程中。本研

究期間所造訪之安徽「皖江城市承接帶」，即承接了不少來自上海和江、浙兩省

轉移出來的企業；而在承接這些傳統產業的同時，安徽亦透過與外資的合作，力

求自主創新，形成了以整個泛長三角為腹地的汽車、電子和家電等產業鏈。類似

的情形亦出現在蘇北一帶，尤其在「江蘇沿海開發計畫」公布後，連雲港、鹽城

和南通等市的發展亦一日千里。另一方面，廣東「雙轉移」政策之實施，不僅多

少均衡了粵東、粵中和粵西的發展差距，更無形中強化了「泛珠三角」的區域概

念。內資和外資如何律動再次舖陳了中國空間和產業發展的變化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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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基礎建設加速區域經濟發展 

 
    近年來，中國三大經濟區域的快速發展，毫無疑問地，和過去數載中共中 

央與各級政府在交通基礎建設的大力投入脫不了關係。以環渤海地區為例，除 

上節中已提到的京津高鐵外，京津間已有三條高速公路連接，此外，中共中央 

並擬於未來幾年內完成「中國第六次鐵路的大提速」，不僅是北京－哈爾濱、 

北京－瀋陽、北京－上海、北京－青島、北京－漢口、北京－石家莊、北京－ 

南昌和北京－福州平均縮短 1-3 小時車程，且配合高速公路之闢建，可基本形 

成綿密而便捷的交通網。個人田野訪問期間，山東的受訪者即相當自豪道：「我 

們這兒有『同三』線
10經過，一直可以通到海南島的三亞。」煙台在 Intel 投資

大連 25 億研發中心後，亦亟思改善大連至煙台雙向的水運交通，以利山東半島

和遼東半島甚至京津冀間之產業關聯建構。大連區域經濟專家即明白表示：「若台商有興趣

投資該區域，則打通大連、煙台和天津三地之海底隧道會是件受歡迎的項目。」另一受訪的山東

省政府外經貿官員更明白表示：「北京直通青島鐵路和公路網陸續完工後，必然

對長久以來相對不發達的魯西地區發展注入活水。」另對長三角區域而言，第六

次鐵路大提速亦計畫興建上海－長沙、上海－南昌、上海－鄭州、武昌－杭州、

武昌－上海、成都－寧波等地快速鐵路，完工後平均可節省運程 7--30 多個小時

不等。作為中國航運中心，近年來上海不但致力於區域內城際交通的改善工程，

如在現有高速公路外，興建第二條高速公路以方便滬寧和滬杭間之聯結，另亦大

力拓展滬寧與滬杭間的高速城際鐵路以落實長三角區域追求的「三小時生活圈」。

此外，一方面為紓解 2010 年 5 月舉辦的世博會可能出現的交通壓力，另則亦盼

能營造真正的「同城效應」，上海本擬興建經嘉興到杭州的磁懸浮鐵路（全程僅

需時 27 分鐘），然卻因嘉興一帶沿線居民的反對而暫已擱置。位居中國“T”字型

之中心，上海打造的「虹橋樞紐」概念，於 2010 年三月底前完成了集鐵路、高

速公路和航空於一役的轉運中心。事實上，上海的此一舉措正符應中央打通區域

脈搏的總體規劃構想。蓋因年前中共中央「四橫四縱」
11 規劃正擬連接北京－

上海－廣州－香港，於大大縮短區域間交通時間前提下，貫穿東部沿海三大經

濟區域的人流、物流、資金和資訊流。其實，本（12）月 19 日，上海－重慶

的滬渝高速公路已經連通；幾乎同時也已開始運行之武漢到廣州（武廣）高鐵，

配合於 2011 年始實施的十二五計畫中縮小各區城發展差距目標，中共中央擬藉

區域間更緊密連接的意圖似已昭然若揭。若非鐵道部劉志軍和張總工等因貪腐

事件而紛紛落馬暨溫州的高鐵事故，中國高鐵的全面提速或許會更快些！不過，

就在最近，習近平和李克強再次重申中國繼續擴大興建高鐵的決心；且先後前

往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等地推銷中國高鐵，為已規劃多時之泛亞鐵路暖身；

又，在擘劃之「歐亞大陸橋」藍圖下，中國尚期完成由新疆烏魯木齊經中亞連

通德國之中亞線和透過俄羅斯進入歐洲的歐亞高鐵。做為大國，高鐵已不單純 
 
10 

同三高速公路始于黑龍江省同江市，終點為海南省的三亞市，全長 5,700 千米，一般簡稱「同三線」。 
11 

「四縱」係指：北京-上海，北京—武漢—廣州--深圳—香港，北京—瀋陽—哈爾濱，杭州— 

寧波—福州--深圳；「四橫」則指：徐州—鄭州—蘭州，杭州—南昌—長沙，青島—石家

莊— 太原，上海—南京—合肥—武漢—重慶—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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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交通運輸工具而已，更成為其外交和國防戰略的重要環節！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大跨度的交通基礎建設外，為發揮區域內/城市內便捷之

聯繫，不論是環渤海、長三角或珠三角的主要城市近年來均強調軌道交通（地鐵）

之重要性，北京、天津如此，上海、杭州、南京、廣州、深圳等更不例外。各主

要城市亦陸續建構連通週邊城鎮的公路網；浙江杭州近日與的工程便為一例。而

為坐實「接軌上海」構想，「大橋效應」似亦連番發酵。江蘇南京的長江二橋、

三橋（以聯繫江北）；蘇州－南通間之蘇通大橋、鎮江－揚州間之潤揚大橋、迄今

仍為世上最長的跨海大橋：寧波慈溪－上海間之「杭州灣大橋」及聯繫舟山和寧

波鎮海間之舟山跨海大橋（金塘大橋）均為明例。事實上，除寧波外，浙江的海寧、

紹興及杭州的餘杭亦均有興建連接上海跨杭州灣大橋的意圖。而連接香港－珠海

－澳門論辦多年的「港珠澳大橋」亦終於本（12）月 15 日動工，預計 2016 年後完

工時將明顯改變粵東和粵西對外聯繫狀況，為珠三角區域新一輪發展注入新機。

誠然，論及珠三角區域內的「一體化」，如「深港一體化」，自然也不能不提羅湖、

皇崗等口岸 24 小時的開放。 

 

    總之，2008 年 9 月全球金融海嘯的發生讓中國一方面深刻體認到內需帶動

發展模式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明確認識經濟結構必須升級和轉型的迫切性。

這或許也正是在海嘯發生後，中國政府義無反顧地砸大錢於交通基礎建設上的

理由；而接著的四兆救市方案暨隨後提出的十大振興經濟產業
12 及日前（11 

月底）再行追加的七大新興產業方案 13以迄「李克強經濟學」的提出，在在透

露出中共高層深化改革其生產方式的堅定意圖。 
 
 
第五節 產業升級和轉型過程中政府職能改變之必要性 

 
    如前述，向「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靠攏一直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 政

府標舉的旗號。然而，改革開放 30 年後，似乎有更多研究「中國發展模式」的學

者發出：「過去 30 年中國究竟是用強而有力的權力在支配著市場，抑或形 成一完

全的市場模式？」之質疑。南京大學海外教育學院的一名教授更直截了 當地以

「權力市場經濟」來總結改革開放迄今中國的發展模式。他認為「『中 國模式』

是指國家主導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故其基本要素之一 為『權力』

的作用，其次才是『市場』的作用。」事實上，改革開放固已歷經 30 餘載，「民營

經濟」的發展仍然受限；中共中央雖先後頒布了「非公 36 條」及「新非公 36 條」，

然無論是融資、准入資格等依然存在甚多荊棘。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規模、資金、

人才、技術、市場等在在難以比擬，此由中國每年公佈之國有和民營百大企業名單即

可見出端倪。由於國家掌控著主體經濟且 對其他經濟領域也可下指導棋，是其他 
                
12   

十大振興經濟產業計畫係指汽車、造船、裝備製造、電子資訊、鋼鐵、紡織、石化、有色金屬、

輕 工和物流。 
13   

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計畫係指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產業、新醫藥、生物育種、節能環保和電動汽 
車。 



14  

 

國家無法學也不能學的一種發展模式。尤其前 30 年搭上以已發展國家為主要市場

的出口外向型經濟便車，某種意義上，中國成為全球的「世界工廠」乃犧牲弱勢群

體利益而造就出的結果。不 過，此一模式的「發功」也僅能在恭逢歷史機遇下方

有可能。
14 

 
  

    大陸知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2009）則以「投資、消費、出口」三駕推動 

中國經濟增長的馬車為切入點，指出：「中國未來的發展必頇要從依靠投資、依

賴自然資源的投入之發展方式轉化為依靠尌業的增加、依靠技術進步的路徑

上。」他也頗直率地點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之所以緩慢，主要乃因『體制性

障礙』尚未消除。也即很多地方政府依然視 GDP 的增長為重要政績，而鼓勵創

新機制的不健全更導致了技術發展面臨眾多的障礙。」
15或許這也正是在展望中

國未來經濟發展進程中，學者們不斷呼籲必頇改革「體制和機制」的理由。更具

體言，「權力市場經濟」至少涵蓋二項更深層的課題。一為市場的主導力量是

「權力」，在經濟體制上，「國進民退」自屬必然；也即易出現國企壟斷和掠奪，

民企倍受壓抑，然國企所獲得國家投資愈多卻又未將其巨額利潤回饋社會時，

「官權大於民權」又不受監督和制約的結果，各種尋租、舞弊、腐化而公共福

利付諸闕如等怪象也就不足為奇，「國富民窮」也就極為自然。另一方面，建立

在低價優勢上的中國發展模式於國內是以犧牲弱勢族群利益為前提，對外則依

託於已開發國家的超前消費，一旦這些國家或地區不 願降低工資水平和社會

福利，又不想經濟被擠垮，最直接採取的對策便是「貿易壁壘」，歐盟、美國、

甚至印度、阿根廷、台灣等對中國商品近年來所採取 的一連串「反傾銷」動作
16便為鮮活的例證。 

     

    對中國的「反傾銷」，最早始於「紡織品」、「打火機」、「鞋類」；繼

之，逐漸擴大到「玩具」、「成衣」；邇來更擴及「緊痼件」、「不銹鋼管」、

乃至「通訊設備」等；早期對象主要為民營企業，近期也鎖定若干大型具軍工

背景者，如華為。 
 

 
 14    

詳請見「專家解讀『中國模式』前景，需進一步深化改革」，人民論壇雜誌 ，2009/12/4 ， 

http://news.sina.com.hk/cgi-bin/nw/show.cgi/9/1/1/1349426/1.html 此外， Lauence J. C. Ma 
（馬潤潮）於 2009/2/24 在 IDPR，第 31 卷，第 1 期， Viewpoint 發表的 “China’s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growth, elitism and legitimacy” （pp.1-12）一文中也提出類似觀點。 
15 

此係本（12）月 18 日在北京召開之「2010 財經年會: 戰略與預測」上，吳教授以「應反思轉變經 

濟增長方式的執行力」為題發表之專題演講的一部分內容。詳請見 

http://finance.sina.com.cn/hy/20091218/15017124234.shtml 
16 

從歐盟對浙江祭出打火機、鞋子、紡織品到美國對鋼鐵、阿根廷對輪胎、台灣對毛巾等一連串的「反  

傾銷」似乎未曾斷過。 

 

 

 

 

http://news.sina.com.hk/cgi-bin/nw/show.cgi/9/1/1/1349426/1.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hy/20091218/1501712423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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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彌足珍貴的「民營經濟/企業」 

 
     儘管中國不少知名學者大膽預言未來 30 年，大陸國有企業對 GDP 的貢獻將

降為 10％；然而，基於社會主義「一大二公」17的立國傳統，改革開放以來，民/

私營企業的發展固然逐步放開，然而，於產權變革過程中，民/私營企業卻也先

後歷經「戴紅帽子」、掛靠國企、承包制、股份制等階段。改革雖已過了 30 個

年頭，民企和國企在諸多方面仍然遭遇著不公平的競爭。中共國務院參事官特

約研究員保育鈞的研究即具體指出
18：「這些年每回宏觀調控，民營企業都感覺

國進了，民退了。」他以為追根究底，問題仍出在「資源配置」上。蓋因宏觀調

控後，往往採取「權力配置資源」而非「市場配置資源」方式，例如海嘯後所提

出的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在提高產業集中度、兼併、重組的大方向下，民營企業

的主體未得到應有的尊重。又如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不是鎖定在外企即以國企、

央企為標的。凡此皆使民企投資更加謹慎；據 其統計，2009 年中國民營企業

的總數固有增加，然投資增速卻是 1992 年以來最慢的，註冊金額的增速也為 

1992 年以來最慢者 19。 
 

    保育鈞並指出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將國有企業範定為三個行業和兩類企業。

前者係指涉及國家安全行業、自然壟斷行業和重大基礎設施和公眾服務行業。後者

則包括支柱產業及高新技術產業兩類。他發現國企與民爭利的情況依然嚴重。「准

入」問題普遍，前幾年政府雖然公布了「非公 36 條」20，2009 年更公告了「中小企

業 29 條」21，而在民營經濟特別發達的浙江省，杭州市政府還特別頒佈了「非公  

24 條」22；但無論如何，民/私營企業的融資難，准入條件嚴確為不爭的事實。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一大」係指人民公社的規模大，「二公」則指人民公社的公有化程度高。 

 18
詳請參見新浪視頻「保育鈞稱國企與民爭利現象確實存在」， 

    http://video.sina.com.cn/finance/hy/20091219/191924085.shtml 

 19
同註 18。 

 20 
指政府針對開放民營企業准許進入經營行業項目暨提供融資等相關規範的 36 條條文，正式公布於 

   2005/2/25 日。2011 年，全球金融海嘯後，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前赴民營企業集中的廣東

和浙江一帶進行調研。不少民營業主大吐苦水，而為配合中共總體「穩增長、調結構、促平衡」政策，

溫家寶除提出（1）保持出口政策的基本穩定；（2）積極擴大進口；（3）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

（4）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及（5）積極穩妥實施「走出去」戰略等五點指示外，「非公 36

條」乃脫胎於配合當時中國產業結構轉型和升級的大環境下提出的「振興經濟十大方案」和「七大新

興產業方案」；易言之，政府允許民營企業進入以下行業：（1）節能環保；（2）新一代信息技術；

（3）生物；（4）高端裝備製造；（5）新能源；（6）新材料；（7）新能源汽車；（8）保險業；

（9）創投業；和（10）基金業。此即所謂的「關於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實施

意見」。（非公 36 條）具體言，該意見之推出意在貫徹落實 2010 年「國務院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

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第 13 號）及「國務院關於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第

32 號）。 
21

指中國國務院今（2009）年 9 月 22 日針對中小企業，其中不乏民營企業，所提供之關於准入、融資 

等 8 大項、29 條條文。 
22
浙江為民營企業大省，故除國家頒布的非公有制企業經營的法規外，浙江省政府還特別為杭州民企 

於 2006/6/30 提出「非公 24 條」以協助其發展。 

http://video.sina.com.cn/finance/hy/20091219/19192408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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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鈞在為民營企業爭取發言權的過程中，特別語重心長的表達了 23：「…在共產黨

執行條件下，私營企業、民營企業本質上是人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創造財

富的一種積極組織，民營企業的實質就是人民經濟，與國有經濟一道都是共產

黨執政的基礎，那有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限制民營經濟發展的道理呢？」此外，

現任中共國資委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的劉東生也主張
24
：「國有企業的母

公司應當實現股份制，而且絕大多數企業應當實現整體上市。」中共招商局集團董

事長、博源基金會理事長秦曉更直率地指出國家資本「社會化」的當然性。也即

「通過劃撥社保、在資本市場上減持、轉讓等多種方式把政府持有的財富轉移到

民眾手中。」
25
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則更露骨道：「…財政的壓力會變成

國家轉讓國有企業很重要的壓力。」
26  

 

     其實，早在人們為姓「資」還是姓「社」爭論不休階段，浙江溫州一些較 大

膽 的地方官員甚至在改革開放前即對「家庭小作坊」式的民企睜一隻眼、閉一隻

眼。當年處在「窮山惡水」的「家庭式小作坊」搖身一變成為改革開放以來遠近馳

名的「溫州模式」，其影響日後更延伸而成「溫台模式」暨變種成為「義烏模式」。

個人蹲點研究期間，首次目睹由「大虎」設計的百餘種不同形式的打火機暨其背

後上百道的工序；也頭一回見識溫州「康奈」鞋業業者致力於國內、外產銷體系建

立之艱辛；更深刻掌握如「Degre 箱包」、「報喜鳥」等傳產業者大手筆延聘海外

技師長期駐廠指導之格局；在分享廠商如何取得生產原料、土地、精算生產成本

（「鄭升鍛造」、「隆大銅業」）之餘，更聆聽了不論是打火機、鞋業、紡織業/服裝

業於應對歐盟、美國等地祭出的「反傾銷」策略暨自我轉型（如「東藝鞋業」）。此

外，這些民營企業家還慷慨地道出彼等「國際化」佈局的考量與實踐。他們也驕傲

地展示了其產品膺選為神天七號火箭低 壓電器的喜悅（「德力西」）。誠然，溫州

不過是「民營企業」的發源地罷了，整個浙江省十一個地級市幾乎均可捕捉到

「民企」的蹤跡，難怪大陸有些學者要以「浙江現象」名之。義烏八大優勢製造

業
27
分區，幾天幾夜都看不完的各類「小商品市場」暨個人和助理搭板車趕客運

回杭卅的經驗和商務旅館一應 俱全的 e 化設施固然令人記憶猶新；紹興柯橋全國

最大的「中國輕紡城」、南潯「建材與傢俱市場」、織里「童裝市場」、嵊縣的「領

帶市場」等同樣令人印 象深刻。這或許也正是浙江贏得「小商品、大市場」、「小

企業、大集群」封號 的背景。2008 和 2009 接踵而至的金融危機確實重挫了以民

營企業見長的浙江經濟，一時之間，溫州企業主跳樓者有之，逃亡海外者亦不少；

好在中國政府反應夠快，除快速推出「浙江省海洋經濟區」規劃外，尚賦予義烏 
 
  23

同註 18。 
24 
整理自劉東生於「2010 財經年會: 戰略與預測」大會上的發言，詳請參閱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y/20091218/15107124307.shtml 
25
秦曉主張「國家資本的社會化是國企改革的方向」，詳請參閱 

  http://finance.sina.com.cn/hy/20091218/11187123227.shtml 

26
張維迎院長認為中國國企對 GDP 的貢獻比重，未來 30 年應降到 10%。詳請參閱 

    http://finance.sina.com.cn/hy/20091218/16277124707.shtml 
27 
係指襯衫、襪業、飾品、拉鍊、玩具、小五金、印刷和毛紡業。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y/20091218/15107124307.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hy/20091218/11187123227.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hy/20091218/1627712470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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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第一處「國際貿易港」的地位，且為了幫溫州民營經濟脫困，特准溫州成立 

民營金融機構辦理企業融資業務。總之，歷經上述舉措，浙江經濟儼然晉升至新

的台階，由早期偏重地域的「塊狀經濟」蛻變成「產業鏈」甚至「全球產業鏈」。 
 
    地處浙江的民營企業規模普遍不大，然幾乎均能掌握各自之「核心競爭力」並

善用政府政策以力求壯大。金華的「星月集團」、「鐵牛集團」和「飛鷹集團」如此，

均以五金行業起家，如今於摩托車、汽車和園林器材方面均已各擁一片天；同樣

位於金華的「東晶電子」不僅先後與台、日技術合作，更善於利用類 似台灣「科

專」經費從事研發和產業升級，就像位居嘉興的「正原電器」，日後甚至打算以

“賣技術”為主業。他如地處湖州的「久立集團」，於創業之初專注於防火電纜的

生產，成功地影響了國家標準之訂定。人民大會堂的電纜即由該公司承包，現雖轉

攻不鏽鋼水管，以技術精良排名全國第三。靠傳產起家的寧波「杉杉集團」，除貼

牌生產國際名牌村杉外，近年來似乎更有興趣於資本市場的經營。杭州、紹興一

帶成功的民企，如「傳化」、「精功」和「天聖」集團現均已發展成為多角化經營

企業，唯似乎都不願意放棄本業。規模相對較小的「中緯公司」亦難以忘情當年五

位留法「愛國」學生返國投資製造的「六一牌衛生衣」。年來不斷追蹤前述企業發

展概況時發現，若干受訪企業業已更名，有些益形狀大，有些持續萎縮，甚或消

失。誠然，大陸部分產業是具有國際定價條件的，其需求亦足以左右世界其他地

區的經濟發展前景，這幾年大陸總體經濟成長腳步的放緩，即衝擊到澳洲礦產、

鋼鐵業的景氣即為例證。 
 
 
    相對於江蘇省聚集了大量台商，浙江的產業結構對台商似乎較不具備吸引 

力。然嘉善木業的發展不得不歸功自當年台資「中興木業」的帶動。嘉興前台 

商協會蔡會長經營的「晉億螺絲」不僅為同行業中的翹楚，蔡總一樣驕傲地道 

出該公司生產的螺絲提供青藏鐵路使用之驕傲。除致力於擴大經營規模並已於山

東德州設立分廠外，其嘉善廠房中有河流可直接運輸材料入內之安排也突顯其與

當地政府良好的關係。事實上，田野研究過程中發現做為中國四大商幫
28 之一

的浙商不只在中國富豪榜中所占人數、比例最高，且經營成功的民企負責人幾乎

少有例外，不是擔任各該地區的人大代表，即為政協委員。由於政商關係良好，

在取得政府政策資訊管道上較為暢通，而在實際批地等措施方面也較順利。浙企

雖大半仍屬家族企業，但隨經營模式與項目之擴大，也有部分企業開始延用

「專業經理人」，若干企業更早已習慣邀請知名人士作為其產品的代言人。溫州

「報喜鳥」先後邀請任達華和任賢齊即為一例。總體言，受訪浙商雖亦有「小富

即安」典型，然絕大多數第一代民企企業家均強調「四千精神」
29 和「白天當老

闆、晚上睡地板」的企業家精神，在挖掘了「第一桶金」後，絕少因此而怠惰者。

由於本身知識水平不高，不少還是「洗腳上田」的農民企業家，故大部分均竭盡

所能栽培第二代，盼多半在國外求學的後輩學成歸來後能更具國際視野地接班， 

 
28  

中國四大商幫係指晉商、徽商、浙商和粵商。 
29  

四千精神原用以形容溫州企業家”千山萬水、千辛萬苦、千方百計和千言萬語”的打拚精神，現 

已廣泛運用在所有努力致富的浙江商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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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企業走向「國際化」。溫州的「康奈皮鞋」即為一例。然而，誠如台商一般，

陸資企業負責人也漸感接班人難尋的壓力，有些遂不得不僱用專業經理人，部

分台商在感慨之餘，甚至打算賣給私募基金，位居鹽城的汽、機車配件供應商

喬勝即為一例。 

 

    山東半島有不少民企係由國營或集體企業轉制而來，規模一般較浙江地區來

得大，且從事重工產業的比例亦較高，除似乎仍保留「人民公社」色彩的「傅山集

團」外，「濰柴動力」、「雷沃福田」、「東岳化工」等均為明例。「東岳化工」甚至

還涉足軍工相關企業。訪談過程中，受訪書記即透露其與神天火箭間之關係。

「濰柴動力」一度在香港上市，二年前經中共中央召回，其與德國「Borch」有技

術合作：而以生產各類農業運輸機具知名度的「雷沃福田」和國外廠商亦有合作

關係，且和前述幾家均知道善用政府政策的企業一樣，「雷沃福田」成功地掌握

了「三農政策」契機，得到不少研發相關的經費資助。至於以生產大型運輸工具

為主的「中國重汽」，這幾年和瑞典的「Volvo」有不錯的合作關係。不過，就

像位於無錫的「威孚」企業一般，當國際知名廠商看重渠等不差的技術水平，更

覬覦中國廣大的內銷市場時，「技術換市場」自然成了是否與外資合作的主要考

量之一。環渤海區域與歐陸企業的合作，尤其德、法兩國的投資似乎相當頻繁；

日、韓、港、台亦日益不遑多讓；惟年來中、日因釣魚台主權紛爭，加以工資

的節節上升，不少日商已有遷離中國的打算。 

 

    改革開放 30 餘載以來，若干中國企業日益狀大，不少已名列世界前沿，如

總部在廣東佛山的「美的」、「格蘭仕」已執世界微波爐製造之牛耳；總部位於

廣東珠海的「格力電器」，和轉型做空調及白色家電的「美的」，在中國國內暨

第三世界市場亦引領風騷；而當發展至一定規模後，中國企業也開始進軍國際市

場，如位於山東青島的家電業「海爾」，很早便已布局海外；近年來，中國企業

購併海外企業的案例更時有所聞，前已提及之浙江民企「吉利」汽車之購併瑞典

「Volvo」、四川「騰中」之欲購併美國休旅車「悍馬」及位於深圳的通訊業龍

頭「華為」擬購併美國同業；前者因中共中央考量在節能減碳時代，該車並不符

經濟效益而被喊停，後者則遭遇到美國官方以涉及國家安全為由被拒；既便如此，

經濟實力的增強仍然可由近日中國商人成功的購買紐約大廈見出一斑。總之，做

為經濟強國和大國，其經濟的戰略布局必然是全方位的，此不難由其區域/空間

經濟的思維得到印證，近年來廣西北部灣對口東協、新疆喀什對口中亞均為明例。 

 

    另值得一提的是，這幾年相對發展較早地區的企業，在土地擴張不易或擬 擴

大市場考量下，有部分已採跨區設廠作法。前已提及「晉億螺絲」的在山東德州

興建第二廠。另一台資「冠軍瓷磚」，在昆山設有基地，也因擴展困難而另覓山

東蓬萊附近土地設廠。而浙江相當知名的「吉利汽車」也已在濟南近郊覓地蓋廠，

一方面解決家鄉用地不足問題，另也看好山東濟南周邊汽車配套產業發展條件，

這當然也是山東省政府所樂見的發展趨勢。此外，不論是製藥、海產養殖（如

海參），類似「海爾家電」之大型企業則多半係由原早期國營企業改制而來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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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民企；至於中小企業型的民營企業除集中於魯西荷澤一帶外，相對也密集於靠

近青島的即墨附近。田野訪談過程中不但見識了類似台灣六 0 年代資本積累初期

階段廠房異常簡陋的「假髮製作廠」，也參訪了名列世界第三製造 king king 蠟
燭的「金王」，生產電毯的「琴島」、寢具的「華美集團」、被指定為奧運服裝製

作的「紅領集團」和以生產修正液為主的「亞坦文具有限公司」，更拜訪了跨足

房地產、畜牧業的「歐美投資集團」和打算由製造皮鞋邁向品牌貿易之「亨達集

團」等相對成功的企業家。 

 

    天津規模較大的民營企業也多半轉制於「國企」或「集體」企業，如「天津

糧油集團」；這家自民國時期即已存在的企業，目前除以生產麵粉暨週邊產品

（如冷凍饅頭等副食品）為主外，尚經營房地產和酒店。另天津招牌企業之一的

「天士力」製藥亦脫胎於國企，目前除中藥生產外，亦頗重視研發。此外，和台

灣部分企業一樣，因有打算發展「觀光型」產業，而也部分投身於化妝品 相關

行業。真正稱得上民企的除已賣給港商，號稱生產出中國第一支手錶的「海鷗鐘錶」

外，就屬「大橋焊材」的銅錠鑄造；受益於中國奧運，「大橋焊材」 老闆娘也

頗驕傲地告知其產品曾被北京鳥巢所採用。至於由鄉鎮企業轉型而來的「太平洋

製藥有限公司」，在技術和資本水平相對不高的生產模式下，不時還會對中央藥

務管理規定略吐微詞。至於另一家總部位於新疆的皮製沙發廠商--「美克國際傢

俱製造有限公司」，在勞力密集與通路兩方面較感憂心。總體言之，類似「海鷗」

一類的廠商最掛心「人才」和「設計」，以外銷為主較擔 心通路的「美克」再三

強調最大的競爭對手即台商；此一擔心在位於珠三角的「台升」和「亞力山卓」

兩家傢俱廠商談話中亦可感受得出來，唯台商或許踏 入本行較早，故早已以併

購國外品牌來確保通路而達避險目的。其實，以皮革著稱的浙江海寧兩家最大的

受訪皮沙發廠商--「蒙努」和「卡森」，一方面與美商合資，另一方面也以購買

國外品牌而確保通路，當然隨生活水準的提高，廣大的國內市場更有待開發。

事實上，「美克」在北京已設有銷售點。而位於溫州的「頂峰傢俱」則以採「差

異化」策略，專製英式傢俱以和其他廠商做出「市場區隔」。 
 
 

或因城市定位和屬性關係，北京的民企除大多為服務業性質外，層次似亦 

較高。由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和台灣與美國花旗銀行合資設立的柯萊特資訊公司，

除提供資訊相關訓練外，主要以金融機構的電訊系統設備設計為訴求。和稍具技

術成分的製造業一樣，該公司最苦惱的在於政府不瞭解其產業的屬性，故所能

提供的優惠/協助往往並非是該產業最需要者。受訪的馬總裁就曾告以：「我們不

需要土地，而是人才和培訓的補貼以及穩定的客戶。」他如物流業需要的是合法

的土地、倉儲和停車設備，這往往卻是寸土寸金如北京一類大城市所欠缺的。至

於餐飲業和內衣業屬性固有不同，卻同樣需要做大規模以 確保銷售數量。廣告、

活動的主辦和對消費者品味的掌握也就顯得格外重要！ 
 
 
    產業分布和城市與地區屬性間關係之密切於珠三角區域更可一覽無遺。科技

產業密度高的深圳與附近的東莞似乎形成了某種協力生產關係。如設廠於東莞

的台資企業「金寶電子」目前也接深圳「華為」和「中興」兩家電訊公司單子。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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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附近的「金發科技」亦然。至於「志高空調」、「步步高」家電、「美的」和「格

蘭仕」則分別以生產電扇、計算機、微波爐、電視和冰箱等家電用品為主，由於

主要訴求海外市場，在仍有一定需求存在前提下，現雖亦講求技術創新，然壓力

尚不明顯。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後，中國改採「內需帶動」的發展模式，得力於

中國的「市場規模」，不難發現若干企業於國內市場中逐漸狀大，且已呈現連鎖

化態勢，如蘇寧、國美電器；專司電線、變壓器的正泰、德力西亦然；而原訴求

外銷的美的之市占率亦不低。田野工作過程中，雖觀察到不同企業或仍有營運之

區域區隔，惟企業若不斷茁壯，以中國之大，或許有一天也會出現類似美國

coast to coast 似的自東而西全覆蓋的企業。廣州以西的民企，勞力密集色彩濃，

如「大長江 摩托車」甚至是以中國廣大的農村市場為銷售標的。有趣的是，中山

的燈飾產 業已形成類似浙江多處的產業集群，在政府大力鼓吹「節能減碳」政策

下，LED 燈具之大量需求為其生存發展提供了另一契機。而區內受訪廠商對近日剛

動 工之「港珠澳大橋」完工後可能帶來的新機遇也均寄以厚望。換言之，目前

中山雖有船隻連通香港；然由於交通的限制，整個粵西必須借道廣州方能與香港

聯繫，對急於接收最新信息和創新理念者言，多少總是隔閡，故 2015「港珠澳大

橋」的通車，象徵的不僅僅是交通的通路而已，更被粵西業者解釋為一種對外思

想的對接! 
 
 
第七節 政府規劃、產業集群與內、外資聯動下的空間格局 

     

    大體觀之，中國現階段區域經濟的總體發展乃集政府規劃、產業集群和內、

外資聯動的產物；且重工業基礎愈強的北方環渤海區域，政府規劃對模塑空間發

展特色之力道似乎愈深。而愈往南方，在地方發展方面，政府規劃 若非與民營

產業之影響帄分秋色，即略低於習慣抱團民企之作用。 
 
 
    具體而言，北京的城市發展和格局大半由政府主導，尤其奧運前後，無論是

新鎮開發，國家級工業區之佈建，新 CBD 擘劃暨重大建設項目之區位決定，政府

幾乎無役不與。而不論是中關村科技園、亦庄工業區和上海浦東的金橋、外高橋

和張江科技園一樣，多以全球五百大企業為主要訴求。且在產業類型的 選擇上，

政府的規劃亦有一定置啄空間。亦庄期能朝通訊、汽車、生技等方面 發展而浦東

張江科技園區卻多以半導體等為目標。知名的「Nokia」、「Benz」、「京東方」因

此落腳北京亦庄。而「中芯半導體」則選擇座落在上海張江。於此情勢下，兩市

的一般民營企業很自然地只有朝服務業方面發展。 
 
 
    同樣位居北方的天津，中共不但將「濱海新區」列入國家重點開發議程，隨

之而來的東疆保稅區計畫、大乙稀計畫、空客 A320 計畫、中新生態城計畫甚至改

革初期最先成立的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計畫無一不屬政府牽頭項目。甚至天津各

行政區內的工業區（如西青區）多半也由政府主導，且為達國家層級標準，吸引

投資對象多半也以知名外資企業為主。「Motorola」、「康師傅」、「LG」、

「Samsung」不說，空客 A320 即中德合作項目，而「中新生態城」更是除新加坡

蘇州工業園區外，中、新兩國的另一合作事項。於此前提下，民營企業不是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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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即只能為上述大企業配套。政府規劃對未來天津發展動向 的影響，還見諸

於前年方獲准之「北方金融中心」定位，前已提及之政府授與天津在金融和土地

兩方面的「先行先詴」權，肯定會創造出一些包括相關人才 和產業的需求。 
 
 
    位處於長三角核心城市的上海，如前述，自 1992 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確立「浦

東新區」地位後，上自中央下至地方，幾乎傾全力建設和推動上海的各項建設，除

已論及之外高橋、金橋和張江科技園區外，上海浦東機場，大、小洋山港和數座

跨江大橋、聯絡機場磁浮列車、崇明島生態區以迄「虹橋樞紐」和甫獲准未幾於浦

東川沙將設立之狄斯奈樂園等方案皆為由上而下的規劃項目。已閉幕之世博會更

給了上海市政府大手筆進行城市改造的合法性基礎。誠如北京為奧運而大量拆遷

老胡同所引來之非議及「公平」Vs.「效率」爭論般，上海舊城改造帶來的大量動

遷，姑不論對傳統石庫門式建築的破壞，也同樣涉及發展過程中「公平性」的議論。

今天北京和上海形同天價的高房地價格不囿困擾著擔心房產過熱可能引發通膨危

機的中共高層，上海人：「講英文的住在城中心，講普通話的住在離市區稍遠處。而

真正講上海話的，就只有住到郊區去。」的形容所透露的發展過程中社會不公平的

訊息似乎更值得吾等深思。或許，這正是追求成為「國際/全球城市」的代價和

必經過程吧！而北京及上海若一心追求「總部經濟」，製造業也就只能朝周邊城

市和地區轉移，在這方面，廊坊之於北京，一如松江、青浦、嘉定甚至稍遠一

些的浙江嘉興，江蘇昆山和蘇州之於上海，某種型式的產業關聯和配套已然或

有待努力達成。 
 
 
    誠然，長三角的江蘇自改革開放迄今已歷經好幾次產業結構的變革，八 0 年

代建立在費孝通所倡導之「小城鎮」和「鄉鎮企業」基礎上的「蘇南模式」使江

南城鎮--蘇州、無錫、常州聲名大噪，「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容更刻畫了這些

魚米之鄉生活的富饒。隨改革開放步伐之深化，「招商引資」成了各級政府的首

要任務，蘇州得力於新加坡蘇州工業園區之開發，其 GDP 一度超越上海甚至名

列全國第一，「外資帶動」經濟發展模式的比喻也從此和「蘇南模式」劃上了等

號，尤其台資 IT 產業大量聚集於蘇州、昆山的結果一度還被台灣電電公會選為

最適合台資企業前往投資的城市。無錫在自認落後蘇州五年後，這些年也以投

資「開發區」和「工業園區」方式急起直追，台資比重遠不及蘇州來得高，但對

日、韓電子產業的吸引力卻不可小覷。相形之下，常州近年的發展不及蘇州和無

錫，兩年前更因「鐵本」事件
30
而受傷不輕。 

 

    如果說江蘇發展係採以外資帶動模式，浙江則正好相反，係建立在「塊狀
經濟」基礎上且多半屬民營經濟性質的企業可謂浙江發展的瑰寶。除前已論及
溫州類似「第三義大利」活力充沛的民營經濟外，紹興、南潯、海寧、嵊縣、
永嘉橋頭、義烏等地之紡織城、建材城、傢俱城、皮革城、領帶城，鈕扣城和 
 
30  

常州「鐵本」以生產鋼鐵為主，為一典型官商勾結案例，並不真正具備經營條件和能力的地方人士竟  

  然可驅使地方政府為其徵收大片農民土地辦廠，後經中央查辦勒令停工，此案常作為官商勾結及不自 

  量力民企之負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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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商品城等訴說著和外資帶動完全不同的產業發展故事。學者如浙江大學民營經濟

研究中心主任史晉川即曾指出：「現在再去爭論究竟『蘇南模式』 抑或『溫台模

式』，何者較優、較劣已不具太大的意義，未來或許應該發展出 一套截兩者之長

而捨兩者之短的綜合性模式。」此外，民間力量的蓬勃發展當 然並不意味著政府

角色的完全削弱或消失；以省會杭州為例，政府在蕭山國家 級的下沙經濟技術開

發區和杭州濱江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規劃過程，對引進產業類型和地區依然有著

難以撼動的作用。而由「西湖時代走向錢江時代」的空間規劃配置、西溪濕地開發

等方面，政府著力尤深。至於浙江第二大城寧波，從寧波和舟山組合港到大榭工業

區，石化、電廠、物流產業之發展，以迄沿寧波、舟山、象山等城市發展之浙江海

洋經濟區規劃等，政府更是當仁不讓地居於主導地位。惟浙江人務實、靈活的個

性在寧波人身上也可一覽無遺。寧波商人為了「接軌上海」，自己出資蓋「杭州

灣大橋」，最近更在商議如何利用上海新一輪的「自由經濟試驗區」以狀大自己；

年來不少 500 強企業的進駐，益使寧波的發展一日千里；總之，寧波聚集著不少

傳統產業的龍頭，如「雅戈爾」、「杉杉」，而這些企業近年來也涉足「資本市

場」，難怪研究區域經濟的大陸學者總認為：「浙江其實有兩個省會，杭州是政

治、文化中心；寧波才是真正的經濟中心。」 

 

    至於位處東南沿海珠三角的深圳，改革初期即以吸引外資以達快速積累資 

本為目的，外資於該區發展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自不言可喻。而除港資外，台

資如鴻海--「鴻富錦集團」，在 2012 年未發生 13 起廠內工人自殺事件，所謂 「血汗

工廠」事件前，幾乎即等同於整個龍華工業區。深圳往高科技，尤其通訊設備系

統及相關產品的發展大方向，不僅造就了「中興」和「華為」兩家大型民營企

業（受國家政策扶持深），近一年來爆紅的「山寨機」更與台灣「聯發科」所提

供的矽晶片息息相關。田野工作期間，深圳社科院樂正院長更告以台灣的「威盛

電腦」正提供深圳廠商核心技術，準備生產山寨版「上網本」，因此已引起

「Intel」的緊張而展開與「威盛」間的人才薪資大戰。近日更因兩岸 關係解

凍，「中國移動」老總王建宙造訪台灣，擬與台灣通訊大廠（如友達、 遠傳等）

發展進一步的合作關係。其實，兩岸通訊業者早已有標準化設備模式 的計畫與

行動。年來，台灣趨勢科技（Trend）老總和北京奕莊工業園區合作開發「雲端

科技」為另一兩岸高科技深化合作的案例。台灣向來以 ICT 產業見長，惟近年

來大陸急起直追，我政府若無法快速地找到下一個明星產業，台灣高科技的光環

遲早會消失。此外，外資與中國資本間的競爭可由台灣「鴻海」控告「比亞迪」

電動車王傳福事件及「宏碁」與「聯想」在筆記型電腦方面的拼膊得到印證。 
 

 

    至於空間規劃方面，如前述，中共中央去年方通過之「珠江三角地區改革 

發展規劃綱要」除確立「深港一體化」方向外；作為改革開放前沿城市，深圳 

除強調高科技、城市綠化、發展文化產業外，更冀通過與香港河套落馬洲地區 

的共同開發，拓增科技發展腹地。只是香港自實施「一國兩制」迄今，與內陸關係

未漸全面融合，香港一方面企圖做「亞洲」甚或「世界」的香港；另一方面，又似

乎不得不做「背靠珠江三角洲」的香港；基此，深圳對與香港共同開發河套落馬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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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似已失去耐性，近來在深圳方的「前海」地區另起爐灶，且直搗香港的強項—

金融業，對香港商人而言，這固然是機會，但對香港當局而言，立刻感到對「中

環」的威脅，有以「那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房地產投機」帶過者；卻也不乏有

識之士，在上海、深圳陸續推出金融中心規劃後，擔憂起香港金融中心寶座可

能不保，甚或香港城市整體競爭力的問題。無獨有偶，當台灣亦正思考有無可

能發展成除倫敦、新加坡、香港以外的另一人民幣交易中心時，有學者專家即

建議台灣應與香港攜手合作。可見大中華區的城市競爭已日趨白熱化。 

 

    另一方面，在深圳、東莞、惠州發展珠三角次區域的同時，港台資本亦相

對集中之東莞，部分台資在電子通訊相關行業上，也不得不和「中興」、「華為」

形成代工關係，尤其在海嘯後「內需」帶動發展之態勢日益明朗後更然。前已述

及之台灣「金寶電子」和「中興」間之關係即為一例。至於傳統產業外資，如台

資的「寶成鞋業」、「興昂鞋業」，在珠三角「雙轉移」政策
31 驅使下，不是應改

走高端生產路線，即需由製造逐漸轉向銷售合一（如「寶成鞋業」）。這兩年在

政府主導下，省會城市廣州的空間/產業面貌也起了不小的變化。除南（廣州高

新區）、北（花都）各一之汽車城外，「松山湖高科技園區」之關建以吸引 ICT 為
主產業及為配合亞運等新建之白雲機場、電視塔、會展中心等在在亦透露出邁向

大城市之用心。於此情勢下，中、小型傳統產業，不論是當地民企抑或外資也只

有向佛山、順德、中山甚至更偏遠的肇慶等地轉移。事實上，去年金融海嘯發生

後，至少已有數千家的外資企業倒閉，除因而導致兩千萬民工提前返鄉外，競

爭力不強的中、小型外企不是往內陸省分，如湖南、江西、廣西一帶遷移，即

轉往越南、柬埔寨一帶投資。當然，對類似「志高」、「美的」、「格蘭仕」等家電

業甚或已有明確產業集群的中山燈飾業者來說，或許因國內/際訂單尚稱豐沛，

一時還未感受到產業升級或轉型的壓力與迫切性。 
 
 
    2010 年，「長三角新一倫的區域發展規劃」亦正式公布，歷經 30 年的改

革開放，長三角的區域一體化似業已初具雛型，惟蘇北、蘇中地區的發展與蘇

南地區似仍有段距離，故除「長三角新一倫的區域發展規劃」外，2010 年前後，

中共中央並先後公布了「江蘇沿海開發計畫」、「皖江產業轉移區規劃」、

「浙江海洋經濟開發計畫」、「義烏國際貿易港開發計畫」等，為長三角區域

的深層改革開放再次鋪路。蘇北的連雲港、鹽城和南通因此而得以快速發展。

以鹽城為例，台灣的台玻企業與當地悅達集團共同投資太陽能板及汽車玻璃；

南緯紡織與悅達紡織合作生產絲光棉；喬亦涉足當地汽機車零組件之配套；蘇

中地區的淮安、徐州不僅因高鐵路過而得到發展契機，近年來與台資企業亦有

更多合作的機會。而在上海、蘇州、無錫、杭州、南京等蘇南城市轉型升級而

不得不「騰籠換鳥」之際，安徽「皖江產業轉移區規劃」承接了許多由這些城

市轉移出來的企業，於此同時，安徽不僅在產業、同時在空間上均逐漸融入了 

 
 

31 「雙轉移」是廣東所提出的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統稱。具體是指珠三角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東西 

兩翼、粵北山區轉移；而東西兩翼、粵北山區的勞動力，一方面向當地二、三產業轉移，另一方面 

其中的一些較高素質勞動力，向發達的珠三角地區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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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長三角」。向以民營經濟見長的浙江，在經歷了初級積累後，亦擬藉多項

新的規劃達成產業升級和轉型。 

 

    總體而言，環渤海區域正經歷南開大學吳浙教授所稱的「第二次工業革命」，

基礎、大、重型工業為產業發展主軸。國家/政府規劃承擔遠遠超過賦予民企責

任。大型/發展態勢良好和外資自然成為被吸收對象。長三角的上海，在「一

個龍頭，四個中心」
32
大戰略方向下，以落實「全球/與國際城市」為標竿，高科

技，尤其是 ICT 相關產業較受青睞，全球五百強相關企業在這一波發展過程中

再度成為「招商選資」標的。且過去以出口為導向的台資高 科技廠商固然和矽

谷及台灣的新竹、台北形成「IT 成長三角」，然為未來更長遠的發展，如何向內

看而思尋找中國合作夥伴以開拓大陸內需市場似已刻不容緩；對中國言，這也

給了他們「技術換市場」的良好契機。至於改革前沿 的珠三角地區，「產業結

構與勞動結構的雙轉移」改革勢將逼使傳產在地域和組織方式上的蛻變，而民營

企業集中的浙江及粵西，一樣需要快速的轉變其「生產方式」。浙江省推了多年

的「騰籠換鳥」和「走出去、引進來」似已屆 深化落實時刻矣！ 

 
第八節 文化底蘊與深化發展：  
 
    中國幅員廣大，各地發展不同的背景之一乃繫乎文化底蘊之差異。以三大經

濟區域言，由北而南涉及了「京城文化」、「衛（天津）文化」、「東北老工業基地的等、

靠、要文化」、山東的「魯文化」與「齊文化」、上海的「海派文化」，蘇州、杭州

一帶的「吳越文化」，廣東的「嶺南文化」及香港的「殖民文化」等。北大地理系

退休教授胡兆量
33 曾為文分析中國區域發展與文化背景間關係，指出大體而言，

北方人豪邁、南方人細緻，由於在社會主義時期，北方聚集著國家主要重工企業，

改革開放後，習慣於「大鍋飯」的北方，尤其是東北人一時間難以適應市場競爭

機制，經濟發展程度遠不及土地和天然資源都不豐富的南方。田野工作過程中，

瀋陽社科院專家即曾告以：「東北人普遍還存在著『等、靠、要』的心態，大生意

作不了，小生意又看不上眼，這兒修鞋、作小買賣的多半是由南方上來的人。」

對照之下，「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溫州不僅早早即有同鄉到外地發展（歐州華

人十之八九為溫州人），捲起袖子幹活的比比皆是。所謂「一方土養一方人」，或許

天然條件不佳，又處「前線」地區，靠自己比靠天、靠政府都有用，反而成尌了老

闆的家鄉--浙江民營企業。入圍胡潤富豪榜
34 中的浙江人比例最高也或許不是沒

有道理。胡兆星甚至將中國歷代出狀元最多地區亦作了分析，得知江浙，尤其蘇 

州一代人數最多。相對地，廣東雖有較高的招商意識，唯對教育似不如江、浙一 

帶來得重視，這大概也是在比較珠三角、長三角孰優孰劣時，不少內地學者常以 
 
32
「一個龍頭」指的是上海不但要做長三角的龍頭，也要做長江流域的龍頭；「四個中心」則冀望上海 

成為金融中心、航運中心、經濟中心和貿易中心。中共中央於近期內已將上海正式定位為金融中心、 

航運中心。 
33 
詳請參閱其大作「中國文化地理概述」，第二版。

 

34
胡潤為英國人，目前長居北京，每年均對中國進行財富排行；過去幾年資料顯示，浙江富豪比例不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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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多寡作為指標之一的理由。珠三角迄今除中山大學外，無其他重點大學，而

長三角的南京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交通大學等均為國家重點大學。香港

背靠珠三角，對此有極深刻的體驗，故在落馬州河套地區，除高科技園區外，準 

備發展大學城
35
，香港科技大學亦已在佛山設立分校。北大、清華、哈爾濱工業

大學也均在深圳設有分校。北京則得天獨厚聚集了全國主要重點大學、科研單位，

在知識經濟時代的競爭實力雄厚。上海、杭州、南京得文化背景之賜，也較易吸

引到優秀人才。這些年，中國各大城市/區域也都強調擬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硬

體易為，軟體，無疑地，將有賴人才等軟實力之齊備。「人才」為發展之本，處

於發展的浪頭上，更感覺「人才」之重要，近年來，中國政府陸續推出「長江學

者」、「千人計畫」、「紫金計畫」，甚至擬發給外籍人士「綠卡」等規劃之用心可

謂昭然若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5 
於香港進行田野期間，香港都市發展局官員告以，香港政府有意在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高科技園區、    

   文化產業及大學城。初步規劃包括香港科技大學在內的三所大學分設於此。訪談中，受訪官員透露， 

 珠三角未來發展與人才息息相關，「教育」會是該區未來很大的一項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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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國大陸區域發展戰略演進階段 

第一節 中國大陸區域發展時期暨各主要區域範圍 

    近年來，有關中國大陸區域發展的著述真可謂「汗牛充棟」，惟學者們的研

究大致同意，由戰略演進的觀點出發，大陸的區域發展約可區分為以下三個時期： 

壹、1949—1978 中共建國初期至改革開放前：工業布局由沿海向內地推進時期 

        資料顯示，1952 年時，中國內地工業產值占全國的比重為 31.9﹪，改革

開放之 1978 年時，該比重已上升至 40.1﹪。若以計畫時期區分，「一五」計

畫時期，又稱「蘇聯援建」時期，內地投資占中國總投資的比重，東北區域

即高達 37﹪，西北地區占 22﹪；到「三五」的「三線」建設時期，該比重更

高達 64.7﹪。 

貳、改革開放初期到 20 世紀 90 年代中後期：沿海地區率先發展時期 

        此時期之戰略思想為：「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逐步落

實『共同富裕』和『兩個大局』構想。」也因此，〝八五〞計畫期間，東部

地區生產總值之平均增幅較中西部地區平均高出 5-7 ％。具體而言，1978—

1995 年間，沿海地區吸引外資占全中國吸引外資的總額比例高達 84.7﹪；沿

海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達 11.6﹪，平均較內地高出 2.1％。 

參、20世紀 90 年代中後期迄今：著重區域間之協調發展，「四大板塊」戰略之 

    提出 

 

        除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外，此時期中共中央陸續於 1999、2003 和 2006

分別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和促進「中部地區崛

起」計畫；2006 年時，更推出「主體功能區」基本思路和方向，將各區域區

分為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四大類。也就在同一時期，

一批經濟區、經濟帶和經濟增長極次第形成，大大增強了區域發展的協調性。 

        總之，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區域發展呈現「向東傾斜」態勢，故有以

「梯度發展」格局加以闡明者。又因改革開放首先發軔於南方的廣東，渠後

方逐步向北推移，是以，「八十年代看廣東、九十年代看浦東、二千年後看

環渤海」之說亦不脛而走。值得一提的是，隨中國總體與區域經濟的不斷深

化發展，經由區域合作深度和廣度的持續拓展，各區域內亦已形成若干功能

互補的次經濟區。如「深莞惠」、「珠中江」和「廣佛肇」之於珠江三角洲；

「南京城市圈」、「環太湖城市圈」、「環杭州灣經濟帶」、「溫台經濟

帶」、「金衢麗經濟帶」、「舟山群島新區」、「江蘇沿海經濟區」、「浙

江海洋經濟帶」之於長江三角洲區域；「天津濱海新區」、「曹妃甸區域」、

「山東半島城市群」、「遼中城市帶」、「山東藍色經濟帶」等之於環渤海

區域，甚至晉陜豫黃河金三角、成渝地區、鄭汴地區、西咸等地區的「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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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  

    本研究著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沿海三大經濟區域的發展，涉及範圍主要包括： 

壹、珠江三角洲（見圖一） 

一. 廣東珠三角（含廣州、深圳、佛山、珠海、東莞、中山、惠州等） 

二. 大珠三角（廣東珠三角加入港澳） 

三. 泛珠三角（廣東外，加入福建、江西、廣西、海南、湖南、四川、 

    雲南、貴州等） 

 

 

圖一 珠江三角洲範圍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貳、 長江三角洲（見圖二） 

 

一. 大長三角（江、浙兩省與上海市） 

二.三個小長三角 

1.以南京為中心的小三角（鎮江、常州、揚州、泰州、滁州、馬鞍山、蕪湖） 

     2. 環太湖圈的小三角（以蘇州為中心含無錫、常州、湖州、嘉興） 

     3. 環杭州灣的小三角（涵蓋四萬平方公里的浙江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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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長江三角洲範圍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參、環渤海地區（見圖三） 

   一. 京津唐 

   二. 山（膠）東半島  

      三. 遼東半島（東北）     

 
圖三 環渤海區域範圍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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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論及沿海三大經濟區域涵蓋的主要城市則大致包括： 

壹、 珠江三角洲：香港、深圳、東莞、惠州、廣州、佛山、順德、中山、江門、 

珠海、澳門等。此為一般人所熟悉之「9+2」概念，即廣東省境內的九大城

市加上香港和澳門。 

 

貳、 長江三角洲：上海、蘇州、昆山、無錫、常州、鎮江、南京、揚州、杭州、 

嘉興、湖州、寧波、紹興、溫州、台州、義鳥等。在 2011 年以前，一般習

以上述 16 個城市界定長三角的範圍，惟 2011 年下半年後，蘇北的鹽城、淮

安，安徽的合肥、馬鞍山，浙江的金華、衢州陸續加入，使長三角的主要

城市數達到了 22 處。 

 

參、環渤海地區： 

一. 京津唐：北京、天津、唐山等。 

二. 山東半島：濟南、淄博、濰坊、煙台、威海、青島、日照等。 

三. 遼東半島：大連、瀋陽、長春、哈爾濱等。 

 

 

   圖四 長江三角洲由 16 個城市擴增至 22 個城市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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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推出 

    值得一提的是，除沿海三大經濟區域發展外，由 2005 至 2010 的五年中，為

深化改革，中國大陸陸續推出了五大「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其中包括三個過

去以「特區」身份出現過的城市區域—上海浦東、天津濱海和廣東深圳。透過

「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塊新招牌，期許三個地區分別於金融和自主創新、區

域協調和宜居社會及科學發展模式的深化改革等方面做出成績。又，為配合「中

部崛起和開發大西部」，亦分別推出了「武漢城市圈、長株潭城市群」和「成都、

重慶（成渝）」兩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前者著重於「資源節約型」與「環境友

好型」之社會建設，後者則側重城鄉的統籌發展。此外，2010 年，瀋陽亦提出

「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申請，惟迄未正式獲通過。可以肯定的是，大陸各城

市暨區域的發展都期盼獲得中央頒發的「牌子」，蓋因有了中央的認可，象徵的

或許是各種資源的挹注、「先行先試」的權利等。圖五和表一分別標示出「綜合

配套改革試驗區」區位暨基本資料。 

 

圖五 中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地理區位分布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第三節 九 0年代迄今中國大陸城市與區域發展研究面向 

    1978 年，鄧小平揭開中國改革開放序幕時，國內並非全民皆已達成共識並全

力支持，就連他本人也沒有改革一定能成功的把握；復因中國幅員廣大，擬一舉

完成全方位的改革不僅不切實際，於當時中國一窮二白的社經環境下也幾乎毫無

可能。鄧小平後來常以「摸著石頭過河」追憶那段艱辛歷程；後人也經常用他的

「貓論—無論黑貓或白貓，會抓老鼠的就是好貓」闡明鄧氏務實的作風。實際上，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採取的乃西方學者 Albert Hirschman 所云之「不均衡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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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balanced growth strategy）。他「讓少部分人和少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主張可

謂此一策略之最佳註腳。 

表一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回顧中國九 0年代迄今之城市與區域發展軌跡，大體可區分為以下幾個主要階段: 

壹、由「特區」到「三沿政策」（Three-along 沿海、沿江、沿邊） 

    前已提及，由於中國幅員廣闊，因此，改革開放係由南方的廣東開始

「先行先試」。又由於鄧小平「引進來、走出去」的主張，在看好香港、澳

門、台灣和南洋華人為主的資金前提下，中國最初的開放係選擇深圳、珠海、

廈門、汕頭和海南島五處試點，待這些「窗口」取得一定的績效後，才由點

而線到面，陸續開放沿海的 14 個城市及三大片區域（珠江三角洲、長江三

角洲、環渤海區域）以至邊疆貿易等的更大幅度開放。此即後來所稱之「三

沿政策」。 

 

貳、 由鄉鎮企業（Township/Village Industry）帶動的小城鎮（Small Township）到

融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講求世界/全球城市（world/global city）的形構 

     

    基於長期存在於中國社會的「二元結構」事實，當大陸展開其工業化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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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後，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很自然地便會往城市集中；而不論係因考量

「戶籍制度」暫時難以全面鬆綁抑或多數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之各方面承載

能力有限；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政府採用了知名社會學家費孝通之建議，大

力倡導「小城鎮」的優點，並以積極發展鄉鎮企業落實「離土不離鄉、離農

不離村」之目標。然而，隨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中國經濟融入資本主義世

界經濟體系日深，姑不論鄉鎮企業「村村點火、鄉鄉冒煙」所導致的污染和

生態破壞，缺乏經濟規模的鄉鎮企業也難於國際市場中競爭，尤其 2001 年

中國加入 WTO 後，大陸不少的專家、學者，包括中國入世的總擘畫師龍永

圖先生也不再避諱談論大城市的好處，加上 2000 年前後，國際上興起一股

對「全球城市」膜拜的思潮，迄今吾人雖不能說「積極發展小城鎮、適度開

發中型城市、有效扼止大城市」的發展理念已完全被推翻，但由中國人口千

萬以上城市已逾七座之事實看來，大城市甚或超大城市已然成為事實，且中

國爭取若干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廣州等列名「全球城市」的企圖心

正昭然若揭。 
 

參、 由放權讓利（Decentralize Power/Profit）激發地方積極性到城市競爭力排名 

    （Industry & Urban Clusters--產業鏈與城市鏈之模塑） 

    為快速的達成資本積累，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中央數度下放若干決策權

力，如投資審批權，予地方政府以激發渠等「招商引資」的積極性。事實上，

一直到近二年，中央政府方才鬆口，不再以 GDP 做為評估地方官員政績的主

要指標。然而，基於大陸城市與區域發展的主要經費來源仍繫於「土地財政」

暨與之密切相關的城市建設項目，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城市與區域研究的觀

察焦點仍然會是各地方政府如何吸引產業投資並形成足夠強大的產業集群和

城市群。 

 

肆、由城市競爭到區域競合/治理（urban/regional governance） 

        在前述前提下，未來中國區域間之競爭將不僅侷限於城市間的競爭，

還包括主要城市與週邊腹地所構成的區域間之競爭。此即 UCLA 教授 Alan 

Scott 所云之城市-區域概念（City-regions）。具體言之，中國沿海三大經濟區

域間之競爭將不會只是上海和香港間之競爭（如金融中心）、東莞和蘇州間

之競爭（如電子業中心）、或北京與天津間之競爭（如北方經濟中心）等，

而是要看珠江三角洲 vs.長江三角洲 vs.環渤海區域，甚至環渤海區域和東

北亞經濟圈間（中、日、韓）之競爭。至於最終那一個城市和區域會勝出，

亦端賴該城市或區域治理能力的高下。 

 

第四節 中國大陸城市/區域發展面臨之挑戰 

    吾人若更細緻地探討中國大陸城市與區域發展現實的共同介面，則不難發現下

述問題： 



33  

壹、 中央與地方間關係—政府與政府間（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一.諸候經濟：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爆發前，中國經濟走的是一條「出口導向」驅動的道

路，中共中央為激發各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採取了「放權讓利」的做法，

允許地方政府以更務實、更具有效率的方式，儘可能地完成「招商引資」

的目標；甚至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官員的考績亦建立在「創造了多少 GDP」

的基礎之上；而 GDP 之產出，往往又繫於吸引了多少的外來投資。做為

「先行先試」地區之一的廣東省，因每年上繳中央的利稅龐大，若干地方

官員因此出現驕縱、雄霸一方的習氣。 
 

二.尋租行為（如圈地、批地）（Rent-seeking Behavior）： 

為更有效地落實「招商引資」目標，不少中國的地方官員亦熱衷於「開發

區」、「高新區」等之闢建，一方面以之做為招商引資的標的；另一方面，

也成為地方政府「土地財政」的金雞母，隱藏著或明或暗諸多的「尋租」

利益。 
 

三.重複建設： 

由於官員的考評標準與其「招商引資」績效暨各項實質建設息息相關，在

相互攀比情境下，各地方官員莫不全力展開諸多大型規劃與建設案，以致

同一區域內同時擁有數個國際機場、或每個城市競相推出大型廣場、歌劇

院、博物館、音樂廳等硬體設備之事實也就屢見不鮮矣! 

 

貳、 國家與社會間關係—政府與民眾間（State vs. Civil Society） 

 

  一.上訪事件 （如拆遷戶賠償、進城農民工）： 

在各地大肆開發和建設過程中，老舊及城市邊緣土地被強制徵收情事時有

所聞；且除極少數地區，如蘇州的被拆遷戶獲得相對合理的賠償及安置外，

大部分地區的拆遷戶不是淪為「失地農民」，只得進城打工；便極端不滿地

成為「釘子戶」或進京「上訪」。近年來，隨民意的日益抬頭，諸多地區零

星的抗爭事件亦時有所聞。 
 

二. 社會排除 （如外來人口工作証制度）： 

基於中國社會長期存在「二元結構」之事實，城、鄉不僅有著地域間之鴻

溝，還透露居民「身份」上的差異；農民那怕已進城十數載，「身份」上依

然是「農民工」，欠缺城裡人視為理所當然的各種社會保障。在孫志剛事件

發生前，在城裡務工之農民（或廣義所稱之「外來人口」），隨身還需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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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住證」暨「工作證」，他們本身遭遇到各種不公平的待遇不說，就連他

們的子女，不是成為農村中的「留守兒童」，也僅能進入位在城裡各方面條

件較差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就讀；即使是外來的白領，也形塑出類似北

京唐家嶺「蟻族」的群體現象。這些均為中國社會注入一股不穩定的元素! 

 

 參、全球/區域經濟一體化 vs.在地化—國家與國家間的政治經濟關係  

    （Global/Regional Integration） 

 

     儘管中國的領導人不久前曾謙虛地表示：「任何問題乘以 13 億人口，都會 
        是大問題；任何成就除以 13 億人口，均微不足道。」然而，兩年前，當中 

     國的 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來，全球已很少地區或國 

     家會忽視中國在世界經濟的影響。此由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IMF和  

     WTO中，中國籍領導數之增加即可見一斑。而年來 G7→G8→G20→G2之發 

     展態勢更彰顯了崛起中大國—中國在世界政經舞台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尤 

     其隨全球/區域經濟一體化之日熾，可預期的未來，中國在 10+1、10+2、10+3、 

          10+4、10+5、10+6等逐步成型之 RCEP 組織中必將扮演龍頭角色。對區內之政 
        經發展影響自不在話下。其實，做為大國，中國區域規劃的視野早已跨越國 
        界及至東南亞、中亞甚至歐洲，如歐亞大陸橋、連接東南亞越南、泰國、直 
        至新加坡的高鐵規劃和經新疆喀什聯絡中亞等。惟「全球化」的另一面則為 

     「在地化」；在延伸其對外影響的同時，如何妥慎處理好內部「國家」和 

    「公民社會」間的關係乃中共新一屆領導人最大的挑戰之一。 

 

第五節 中國區域與城市經濟發展的特色 

    綜上，吾人大致可將中國區域與城市經濟的發展歸納為以下幾項特色： 

壹、 由均衡到不均衡（向東傾斜的梯度發展）再到均衡發展的強調 

貳、 由強調「小城鎮」發展之城鎮化道路逐漸步上「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       

發展路徑 

參、 由倚重「鄉鎮企業」發展的「小城鎮」向創造 GDP 的「製造業」為主城市以

迄「高端服務業」為導向的大城市過渡：由著重「招商『引』資」力度以

GDP 衡量首長表現轉而強調「招商『選』資」暨除 GDP 外的綜合指標（GDP 

含金量）以評估地方首長的業績。  

肆、 由過往「單一城市」發展的強調轉而關心「同城效應」之形塑 

伍、「同城效應」形塑過程中，中國各區域內之「龍頭城市」日益浮現，於此同   

時，「城市群」暨「產業群」效應亦次第發酵中  

陸、城市間的競合關係不僅見諸於同一區域，更因中國全方位發展由外資帶動以 

    迄內需觸發戰略的改變而擴及跨區域範疇 

柒、崛起中大國的思維和戰略高度亦充分體現於各相關的區域規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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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中國城市化水平 

    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的城市化比重是遠遠滯後於其它國家的。以 1950—1980

的 30 年間來看，中國的城市化比重僅 11.2—19.4﹪，而同一時期，發展中國家

和世界平均的城市化比重則分別為 16.2—30.5﹪及 28.4—41.3﹪。細言之，1980

年時，即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城市化的水平僅 19﹪，2010 年時，中國城市人口為

6.4 億，占全國 13.6 億中之 47﹪；預計 2020 年時，中國的城市人口將達 8.1—
8.4 億，占全國 14.5 億中之 56-58﹪，往後城市化人口還將續增至 65﹪以上。由

於新一屆的領導已將「城鎮化」列入施政重點，故學者們預估中國城市化之進程

可能較上述的預估還要快速。表二為 1949--2050 中國城市化水平之整理。 

 

表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隨城市化水平之不斷提升，中國城市暨地級市總數亦起了相當的變化。具體

而言，1949 年，中共建國之初，僅有 132 個城市；1991 年時，城市數已增為 479

個；2008 年時，該數字更上升至 655 處。若以地級數言，1978 年時，總計有 111

處，2007 年時，增至 287 處，2009 年時，更上升至 655 個。此外，根據統計，迄

2010 年止，中國共有 500 多個百萬人口城市，六處常住人口在千萬以上城市，依

次分別為重慶、上海、北京、成都、天津和廣州。而據福布斯對未來十年全球快

速增長城市之預估，中國的成都、重慶、蘇州和南京分列前四名。專家們還預測，

隨中國「城鎮化」政策的深化，未來 20 年，中國將有 3 億人口從鄉村進入城市，

221 個城市人口可望超過 100 萬；而整個歐洲只有 30 多個城市達到百萬人口規模。

相對於其它地區和國家，中國空間發展除規模較大外，另一較突出的問題為「區

域發展的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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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國區域的不均衡發展大凡有以下幾類問題：（1）.地區差距問題；

（2）.落後地區發展問題；（3）.產業轉型和資源枯竭地區問題；（4）.過度開

發地區問題；和（5）.全球化背景下發達地區的競爭力問題。至於中國大陸的區

域發展則尚有下述幾項特殊問題：（1）.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差距過大；（2）.落

後地區發展仍然面臨諸多困難；及（3）.區域無序開發依舊比較突出。 

 

    表三和表四分別呈現中國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 GDP 占全國的﹪及各

區人均 GDP 比值、中國三大經濟區域暨三大城市群之經濟規模。可知東部區域

GDP 占全國的﹪明顯高於其它各區。可喜的是，由於一連串政府政策逐漸轉移重

心至中、西部地區，近年來，東、中、西部的差距已縮小中。（見表五） 

 

表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7  

                                  表五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七節 中國區域與城市發展的未來展望 

    經由上述各節之分析，不難發現，未來中國區域與城市的發展走向大體如下： 

壹、 發展的「後發優勢」明顯 

  貳、城鄉「二元結構」依舊；短期內完全鬆動的可能不大，事實上，類似北      

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已公開宣稱，由於城市人口規模已過大，勢難再

容納新增人口。 
  參、「和諧社會」旗幟下的「調結構、促轉變、謀發展」：逾 30 載高速的經 

       濟成長，中國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制約日益加劇，以往高耗能、高污染 

       的生產模式亟待改弦易轍；而在「和諧社會」旗幟下，無論是「調結構、 

       促轉變、謀發展」，均應秉持「以人為本」精神為之。 

  肆、全球經濟丕變，催促經濟發展「三匹馬車」比重之調整：2008 年以來，國 

 際市場需求變化的負面影響不斷顯現，中國由「外向型」經濟逐漸往       

「內需驅動型」經濟邁進，以往依賴「出口」和「投資」，尤其是外資       

帶動之發展模式，需漸轉型為以「消費」驅動方式；如何建構有利於       

「消費」的制度條件，如社會保障制度之改革誠屬刻不容緩。 

   伍、新發展形勢下，「國家資本主義」、「民營企業」和「外資」間的博奕 

 陸、經濟生產方式和結構的轉型與政府職能的轉變應並行不悖 

 

    儘管深化改革的困難依舊，研究中國空間發展的學者卻也樂觀地指出，「十

二五」期間，中國區域發展具有以下幾方面的機遇: 

壹、 綜合國力進一步增強，有利於統籌區域發展能力之提升 

貳、 區域政策的調控作用逐步加強，有利於發揮各地區的比較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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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國內外產業轉移步伐繼續加快，有利於推動區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肆、 科技創新日益加速，有利於促進中西部地區實現跨越發展  

   伍、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不斷深化，有利於營造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制度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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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沿海三大經濟區域之產業發展概況分析 
 
 

研究改革開放 30 年來中國大陸的發展，尌某一角度言，即在探索過去 30 

年 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歷程。一方面固然必須關心其如何完成經濟發展

的「原始積累」，另一方面更需留意其如何達成整體經濟結構的轉型。也就在

這樣的軌跡 中，「資本」投入的產業和區位就格外顯出其重要性。 
 
 

改革開放 30 年，在十七大「和諧社會」概念提出前，中共秉持的「梯度發展」 

戰略可謂根本基調。是以，「八十年代看廣東，九十年代看浦東，兩千年後看環

渤海」的提法原則上是正確的。資本的流向大體也是順著這樣的軌跡運行著。在

「不均衡發展」策略下，2000 年前中央政府的最主要角色即在於擘劃國家整體

發展的藍圖，除沿海、沿江、沿邊的「三沿政策」外，包括特區、開放城市及各類

開發區、工業園區等改革開放的試點選擇暨具體「招商引資」措施大體概括了其

主要職能。地方政府領導在 GDP 掛帥前提下，同樣也致力於「園區經濟」，其

「築巢引鳳」的急切感有時更甚於中央。各地的「圈地熱」、「房地產熱」、「城市

建設熱」在極短時間內固然大大改造了中國城鎮的風貌，「千城一面」、「相互攀比」

和「重複建設」卻也時有所聞，已如前節所述。作者於蹲點期間不止一次被告以：

「每個城市都想 搞個廣場，而且每個廣場都想作到天安門的規格。」過程中，已

有不少研究指出，官員和開發商的「尋租行為」；而在八 0 到九 0 甚至迄今不在少

數城市相當長時間 猶如「大工地」的發展背後，更藏著無數「不當拆遷」、「失地

農民」等令人鼻酸的 故事。 
 

外資某種程度上決定了特定地區的可否和如何發展，外資也決定了為數可

觀 的中國人民移動之方向，「民工」聚集處大多是外企或更明白地說「勞力密

集型」 產業集中所在。然而，經歷了八 0 年代和九 0 年代大半階段的「民工

潮」，2000 年 貣，在中國加入 WTO 後隨「勞動合同法」、「兩稅合一法」實施後，

仍然具備大量農 村剩餘勞動力的中國卻迎來了極具諷刺意味的「民工荒」。過去

中國引以為傲的「世界工廠」和「東莞模式」瞬時間成了被撻伐和檢討的對象。

由企業面看，學者如北 大地理系退休教授王緝慈於其多篇著述中
36 一再提問：

「『築巢引鳳』所形成的外向 型加工區域，僅僅是外來企業暫時落腳的『飛

地』，還是能夠持續發展，成為培育當地新企業的『苗床』？」她對台資 IT 企

業在東莞、蘇州兩地投資的實證研究側重的除外資對中國地區發展的實賥作用

外，更具體的貢獻乃擬由「全球商品鏈」或「產業生產鏈」角度，探討「產業集

群」和地域開發間的關係暨意義。台灣學者夏鑄九、楊友仁
37
、徐進鈺

38
等亦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6
其中較重要者包括朱華晟、王緝慈，「論產業群內地方聯繫的影響因素—以東莞電子信息產業群為例」   

  和朱華晟、王緝慈，「外商投資對東莞經濟發展的影響及其戰略思考」，分別登載於經濟地理，第 22  

  卷, 第 4 期, 2002 年 7 月，頁 385—393 和人文地理，第 16 卷，第 4 期, 2001 年 8 月，頁 49--52。 

37
其中較具代表性者為其和學生楊友仁於 2005 年發表於都市與計劃，第 32 卷，第 3 期，頁 277--301 

     之「跨界生產網絡之在地鑲嵌與地方性制度之演化:以大東莞地區為例」。 

 38
較 具 代 表 性 者 為 Hsu Jinn-Yu,2006,"The Dynamic Firm-Territory Nexus of Taiwanese 

   Informatics Industry Investments in China”,Growth and Change, 第 37 卷,第 2期,頁 23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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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類似的嘗試。社會學者陳介玄微觀面「協力網絡關係」39 的討論亦可類歸於

此。而也在相同基礎上，人們產生了對「蘇南模式」、「東莞模式」及「溫台模

式」進行比較的濃厚興趣，這些模式同樣帶有產業和空間性。更重要的，這些模

式的論辯還意味著外資與內資，由上而下（國家驅動）及由下而上（市場驅動）

發展模式之優劣。於此，「勞動合同法」、「兩稅合一法」不單要從回應 WTO 規範

的角度來解讀，搭配「非公 36 條」和「允許民營企業家入黨」等新規定看來，

它們也對國企、外資、民企的競爭機制是否公帄做出回應，那怕這種回應傴傴具

備象徵性意義。2000 年後，國家戰略的北移至環渤海當然透露出崛起的中國對

在北京召開奧運的重視，重工、能源（石油、煤、鐵礦石等）企業的重組給北方

的唐山、天津都帶來了難得的機遇，如前述南開大學吳浙教授除將之稱為中國的

「第二次工業革命」外，於訪談時更直言：「未來環渤海發展勢頭必然超越珠三

角與長三角，蓋因不論新能源、新材料等，北方的條件先天上都比較足。」  

 

         不論如何，吾人若將 2008 年 9 月全球海嘯發生後中國的發展分為兩個主要時 
期，1978-2000 年的基調在於「商品化」、「市場化」，也尌是嘗詴由「計畫經濟」 

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這段時間政府治理的密碼是「招商引資」、「築巢引鳳」； 

2000 年迄海嘯發生前，「調整產業結構」、尋求「體制和機制轉軌」的苗頭已然

冒出，政府治理的密碼遂逐漸轉向「招商選資」及「和諧社會」。 

 

     2008 年 9 月全球金融危機似乎為改革開放 30 年的中國開啟了另一階段發展 

的新契機。外資的急遽減少和出口市場的萎縮給了中共高層重新思考發展路徑 

的空間。2008 年下半年中國啟動了「內需導向」的發展戰略方針，除重砸 4 兆投 

入泰半為基礎建設的發展項目外，中國祭出的「家電下鄉」和「汽車下鄉」甚或

「電腦下鄉」的政策似乎有一石三鳥的目的；即：讓農村居民得以享受和城裡人

一樣的基本民生消費，讓構成現階段中國不少地區的支柱產業--家電、汽車和

日益重要的電子通信業得以持續發展，進而維持勞工一定的就業機會。而 2009

年中國「全國經濟工作會議」再次確定 2010 年度中國政府仍將繼續執行前述計畫。

此外，海嘯後，中國官方還提出十大振興經濟產業計畫，繼之又公布了七大新興

產業計畫，觀乎這些計畫的內容，不難發現中國似乎站上了產業升級和轉型的重

要轉捩點。這些計畫倘一一落實，2020 年時，中國的產業必將脫胎換骨，而伴隨

以快速軌道交通為主的東西、南北高速運輸網的完工，中國的區域/空間經濟也必

將呈現出有別於以往的格局。中共國務院前曾公佈的七大區域新佈局似乎也透露 

2008 年後的中國將逐漸捨棄過去「不均衡發展」策略，而朝較「均衡」方向邁步。

本（2012）年習李上台後所提出之「城鎮化」發展策略更展現了新一屆領導人對

縮減城中差距之決心。總之，由這一連串的舉措不難看出中央政府仍居主導地位，

唯經 30 年的改革開放，海嘯過後的中國，歷經 G8、G20 而至 G2，不但愈來愈

和國際接軌，且在世人目光中，中國的發展甚至扮演著主導或左右未來世界走勢 

的功能。哥本哈根氣候會議或許即為此最佳註腳。中國未來的發展顯然不可能完

全不要外資，唯可以肯定的是在 2000 年後「招商選資」的基礎上，中國短期間 
 

39  
如於 1994 出版之協力網絡與生活結構：台灣中小企業的社會經濟分析，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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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必將更強調「技術換市場」；和美國簽訂的減碳技術轉移如此，近月來不絕其

途的訪台採購和商務團急於尋找台灣高科技合作的對象亦復如此。當然，發展

迄今，中國已有輸出資本能力，近年來中資對外一連串的併購案即為例證。於

此過程中，日益壯大的國有資本不僅讓中石化名列全球五百強前茅，中國四大

銀行也已高鋸世界最大銀行的榜首，然除少數游資過剩的地區，如溫州外，國

家資本的過於龐大對比出過於渺小的民間資本，「國進民退」現象在過去一段

時間中 似乎未現退燒跡象，「效率」有餘，「公平」卻不足。此可由政府出手整

頓山西煤礦見出一斑，在火紅太陽能產業的重組和整頓鋼鐵產業方面亦露鑿痕。

觀察中共過去 30 餘載的治理模式，有所謂「一放即亂、一亂即收、一收即死」

的循環，由此不難看出改革開放 30 餘載中共「宏觀調控」的正、反辯證定律。

而其年來對若干產能過甚產業之整頓、治理，透露出中國「計畫經濟」色彩依

然濃厚之事實。上月甫閉幕的中共中央十八大三中全會固然提出「計畫」和

「市場」熟重熟輕的議題，亦擬重新定位「國營」及「民營」企業角色，然冀

於 2020 年邁入「全面小康」的中國，於面對國內、若外諸多挑戰情勢下，

「強政府、弱社會」恐仍將持續相當一段時日! 
 
 

基此，本書擬於前述宏觀框架下，探索中國政府（計畫）與市場關係暨其 

投射於空間（區域/城市）和產業發展/佈局之情境。所涉及的課題除中國本

身的產業政策、空間規劃（城市/區域規劃）外，必然關照到外資、民企於政

府強勢主導下的角色。牽涉到的理論，在產業發展/佈局方面包括全球生產鏈，

產業集群，產業國際分工等；在空間規劃（城市/區域規劃）方面，則包括

「全球城市」、「全球-城市-區域」、「城市-區域治理」等。他如發展理論中 

Peter Evans 提及外資與投資國政府、買辦間的關係 40，「經濟效率」和「社會

公平」間關係等議題。 
 
 

另為更生動暨如實地爬梳宏觀戰略對三大經濟區域空間和產業發展之影響，

本書並將以過去五年深入訪談的產、官、學、研，近 600 人深入訪談資料為基礎，

佐以適切案例之剖析。具體言之，方法上，除次級資料的分析外，先前五年一

手訪談資料的內容分析和新一輪發展資料之補遺將為下節撰述之主要根據。 
 
 
 
 
 
 
 
 
 
40  

詳請參閱其大作 High Technology and Third World Industrialization: Brazilian Computer Poli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與 C. Frischtak 及 P. Tigre 共同編著，係 1982 年加州大學 Berkeley 

分校國際與區域研究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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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田野工作發現之內容分析      

    早在 1992 年我政府正式允許台商前赴大陸投資前，即已有不少台商大膽西進，

據經濟部投審會統計，迄今前赴大陸投資的台商已逾 15,000 家，投資金額至少數

千億美元，占我國所有海外投資的七成左右。而兩岸間除經貿往來外的其它各類

接觸，在 2008 年兩岸直航後愈趨頻繁，符應了「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渡萬重

山」的隱喻。 

 

    事實上，改革開放 30 餘載以來，中國大陸的經濟業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目前已超過日本，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分析指出，若無意外，2016-2017

前後，中國的經濟總量即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去（2013）年，

習進平接掌中共總書記，提出「中國夢」時，做為中國長期發展追求的「超英趕

美」標竿似已提前落實。於此同時，中國的人均 GDP 也已翻了好幾番；沿海的廣

東、江蘇、浙江和山東不僅經濟總量增長快速，廣東的 GDP 更已超過台灣，直逼

南韓；預估不久的將來即將超過日本，致中國儼然已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 

 

    其實，學者們早有「每隔 20 年，世界就會出現新的『成長極』（growth 
pole）」的提法；具體言之，1960 年代的日本、1970-80 年代的亞洲四小龍，和

1980-1990 年代的中國沿海城市。中國由點而線到面的發展模式無可諱言地，積

極扮演著中國「成長引擎」的角色，直至 2008-2009 年，先後遭逢全球金融風暴

和歐債危機，出口嚴重受挫，中國政府乃不得不改弦易轍，轉以刺激內需帶動經

濟的成長。 

 

    若由「全球化」的觀點出發，不難發現知名的「雁行理論」至少相當程度地

反映了 1970 年代前後亞洲區域的發展格局。日本做為區域經濟的龍頭，掀起了大

規模的海外投資，尤其是將勞力密集型產業向東南亞各國轉移；而隨中國的改革

開放，日本投資中國的腳步亦不落人後，若非日本政治人物挑起釣魚台主權和罔

顧區域內其它國家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之觀感，繼而衝擊了渠於中國的投資，日

本若干企業，如汽車、電子等行業領頭羊的角色恐將持續相當時日。然，無論如

何，隨生產的跨界轉移，吾人同時已可領會全球/區域空間的重構，進而亦可觀察

到產業群聚效應的跨界複製和益趨普遍的產業跨國/跨區域的垂直與水平分工。誠

如華勒斯坦（Emmanuel Wallerstein）於其巨著「世界經濟體系」一書中所云，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存在著資本與勞力、需求與供給和政治與經濟三組主要的

矛盾。那一個國家有能力克服此三大矛盾，該國即能於世界體系中維持著核心國

家的地位，否則即有可能掉入「邊陲」或「半邊陲」國家的行列。 

 

    2008-2009 全球經濟危機後，中國一改過去「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代之以

「內需趨動」策略；然於此情勢下，中國卻迎來了其經濟結構轉型的一連串新課

題。人們不禁會問: 

 

1. 「內需帶得動嗎？」亦即，「出口」、「投資」和「消費」三匹馬車中的「消費」，  

   在海嘯後「出口」和「投資」弱化前提下，真帶得動中國新一輪的發展嗎？ 

2.  與前項議題相關之「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三資企業」比重究應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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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會面臨「國進民退」抑或「民進國退」？ 

3. 「經濟結構轉型」和「政府職能轉變」間之關係為何？ 

4. 未來中國如何由「梯度發展」過渡到較「均衡之布局」？由「重經濟」到 

  「顧民生」，並避開「中等國家的陷阱」？ 

5. 強調和平崛起的中國，如何以「大國戰略思維」，防杜「國際強權的圍堵」？ 

      

    過去十餘載，個人長期鑽研中國大陸沿海三大經濟區域的發展，數度走訪

「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區域」的工業區/開發區、各類市

場及各類代表性企業，試圖理解此三大區域政府和企業、計畫和市場間的博奕關 

係。今臚列參訪明細如下，並試擬以「泛長三角」為例，爬梳其間關聯。 

 

表六  本研究田野工作參訪工業/開發區、各類市場暨各不同行業企業一覽 

類別      區域 珠江三角洲 （泛）長江三角洲 環渤海區域 

工業園區/開發區 松山湖科技產業園 上海漕河涇工業區 

上海外高橋保稅區 

新加坡蘇州工業園 

蘇州新區 

吳江經濟開發區 

南京江寧經濟技術開發區     

南京技術開發區 

鹽城高新技術開發區 

杭州高新技術園區 

杭州經濟技術園區 

寧波望春工業園區 

寧波空港物流園區 

無錫高新技術園區 

馬鞍山高新技術開發區 

合肥高新技術園區 

合肥新站開發區 

北京奕莊工業園區 

中關村科技園區 

天津技術開發區 

天津東疆保稅區 

濟南高新技術園區 

青島海爾工業園 

唐山曹妃甸工業園區 

大連軟件園 

瀋陽技術開發區 

瀋陽高新技術園區 

瀋陽鐵西工業區 

煙台高新區 

煙台養馬島開發區 

各類市場 佛山家電城 

中山燈飾城 

上海襄陽市場 

海寧皮革城 

織里童裝城 

南潯建材城 

紹興輕紡城 

嵊縣領帶城 

義烏小商品市場 

雲和中國木製玩具城 

玉環傢俱城 

瀋陽五愛市場 

北京秀水、越秀市場 

 

各 養殖漁業   好當家海上牧場、赤

山集團、東方海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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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代

表

性 

企

業 

紡織服裝 長豐（台）等 杉 杉 、 報 喜 鳥 、 南 緯

（台）、紅豆、巴貝領

帶、麥地郎領帶、恆達、

中緯等 

歐 迪 芬 內 衣 精 品

（台）、紅領集團、元

茂 紡 織 有 限 公 司

（台）、煙台美光金銀

絲有限公司等 

製鞋業 寶成（台）、裕元

（ 台 ）、 興 昂

（台）等 

東藝、康柰等 亨達集團等 

箱包業  Degre 等  

食品業  蒙牛、統一（台）等 天津糧油集團、天福

號、甲舖甲舖（台）、

康師傅（台）、歐美公

司、興泉海蔘館、萬

家香醬油（美）、安德

利集團、張裕葡萄酒

等 

文具業   亞坦文具公司等 

印刷業   景美（台）等 

玩具業 光晟（台）等   

塑膠原料 金發科技、愛迪威

等 

華亞（台）等  

化工業  華峰集團、傳化集團、天

聖控股等 

東嶽化工、蓬萊華茂

精細化工、金王集團

等 

鋼鐵/金屬業  統一馬口鐵（台）、久

立、精功集團等 

海鷗手錶集團（港）、

傅山集團、福興鋼構

（台）、大橋焊材等 

機械製造業  威孚、華朋、友嘉、晉億

（台）、鄭升鍛造、隆

大、飛鷹、升鴻（台）等 

晉德（台）、美利達自

行車（台）、中德科技

等 

打火機業  大虎牌打火機等  

汽摩暨配件

業 

大長江 悅 達 、 江 淮 、 福 臻

（台）、瑞祥（台）、、鐵

牛、喬勝（台）、、台玻

（台）、星月、俊達儀表

等 

中國重汽、濰柴動

力、福田雷沃、華晨

金杯、金亞汽車傳動

軸、永茂機電科技、

雙福機械（台）、吉利

汽車等 

輪胎業   固鉑輪胎 

房地產業  信義房屋（台）、經緯等 歐美投資集團、坤

泰、天屹碧海莊園等 

木業  龍森地板、民升木業等 松億等 

建材業   健暉複合建材（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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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龍億建材（台）、大谷

建材（台）、冠軍磁磚

（台）、山東愛迪建材

等 

傢俱業 亞力山卓（台）、

台升（台）等 

頂峰、蒙努、卡森等 美克國際傢俱等 

家居用品業   琴島熱電毯、華美集

團等 

燈飾業 光藝燈飾等   

電子通訊業 華為、中興、金寶

（台）、步步高等 

中達電子（台）、固鎰

（台）、啟耀光電（台）、

濱川（台）、誠創（台）、

欣大、正原、東晶、藍天

百腦匯（台）等 

柯萊特資訊系統、泰

進電子（韓）、東鑫電

子（台）、HP（美）、

九星控股、品茂、浪

潮、Is 等 

電器業  正泰、德力西、格力等  

家電業 美的、格蘭仕、志

高等 

 LG（韓）、海爾集團、

惠佳科技等 

新能源、新

材料業 

  豪特太陽能、大連華

科新材料、皇明太陽

城、鑫廣綠環再生資

源股份有限公司等 

生技業 今日景藝（台）等  旭洋生物科技等 

醫藥業  老山等 天士力集團、太平洋

製藥、威高集團、三

株集團、永大製藥

（台）等 

金融業   國泰人壽（台）、九星

控股集團等 

造船業   黃海造船有限公司、

大宇造船（韓） 

物流業 民生、珠江等 浦東國際集裝箱碼頭有限

公司等 

大榮集團（港）、長榮

集團（台）、天津港集

團等 

珠寶業  富臣（台）等  

其他   大潤發（台）、中榮集

團（台）、佳新鹿業

（台）、長城飯店、鑫

昊包裝有限公司（假

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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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以長江三角洲為例之分析 

    做為中國最發達地區之一的「長江三角洲」，先後已歷經數度區域規劃，最

新一輪「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係以 2009—2015 為規劃期，2020 為展望期。

該規劃的具體目標是 2015 年時，「長江三角洲」應率先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而 2020 年時可率先實現現代化。此外，「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將「長江三

角洲」定位為（1）亞太地區重要的國際門戶；（2）全球重要的現代服務業和先

進製造業中心；及（3）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 

    吾人如由計畫觀點切入，不難發現對該地區而言，2008 年後，除「中國振興

經濟方案」、「中國七大戰略新興產業方案」、「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

五年規劃」、「全國主題功能區規劃」和「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推進國家創新型

城市試點工作的通知」等為「上位計畫」外，尚有「泛長江三角洲地區規劃」和

「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兩跨區域的規劃；其下依上海、江蘇、浙江和安徽

等地理範疇，又分別下轄了「上海浦東綜合改革試驗區規劃」；「南京都市圈規

劃」、「江蘇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江蘇省『十二五』

海洋經濟發展規劃」和「江蘇沿海地區發展規劃」；「浙江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

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浙江海洋經濟發展規劃」、「義烏國際貿易綜合

改革試點」、「舟山群島新區規劃」；及「安徽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

五年規劃綱要」、「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規劃」、「合肥經濟區城鎮

體系規劃」、「合蕪蚌自主創新綜合試驗區發展規劃綱要」和「淮海經濟區規劃」

等「中位計畫」；另，區域內各主要城市尚有個別之城市規劃，用以落實前述

「上位計畫」及「中位計畫」構想；如「南京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

年規劃綱要」、「南京市城市總體規劃」；「鹽城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

個五年規劃綱要」、「鹽城市城市總體規劃」；「合肥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

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合肥市城市總體規劃」；「馬鞍山市國民經濟和社會

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馬鞍山市城市總體規劃」；「蕪湖市國民經濟

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及「蕪湖市城市總體規劃」等「下位計畫」。

圖七和圖六分別顯示「長江三角洲」區域內牽涉之各項規劃範圍暨「上」、

「中」、「下」位計畫間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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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泛長江三角洲各層次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七  泛長江三角洲各主要計畫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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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中國區域發展者大都能接受「東部率先、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

起」乃大陸空間開發的總戰略；若由空間角度觀察「長江三角洲」區域的發展，

則不難發現該地區採取的是「一核九帶」之空間布局。圖八和圖九分別闡明「一

核九帶」位置暨各個空間之功能定位。前已述及，「長江三角洲」區域規劃除

「上位計畫」外，尚包括若干跨區域的「中程計畫」，以「南京都市圈」或稱

「南京一小時都市圈」為例，係指以南京為核心，周邊 100 公里，一小時車程內

的區域；南北跨越長江呈塊狀分布，東西連接蘇、皖兩省暨南京、鎮江、揚州、

蕪湖、馬鞍山、滁州、巢湖、淮安等八市，總面積達 5.5 萬平方公里，總人口約

3,300 萬。基於南京之地理位置，它除被定位為「承東啟西、承南接北」的門戶

暨「南北文化交融」區域外，經由該規劃，身為江蘇省省會城市的南京尚被賦予

成為「長江三角洲北翼的基礎產業、製造業和科教文化基地」，以及「長江流域

與東部沿海交匯地帶的樞紐型都市圈，江蘇省核心型都市圈，相容並蓄、開放多

元的文化型都市圈，和以上海為龍頭的長江三角洲的重要組成部分。」等任務。

為達成以上目標，「南京都市圈」特別著重下述產業之規劃，如發展包括金融、

會展、咨詢、商貿流通和物流等服務業；具地方特色、休閒度假和農業觀光之旅

遊業；車輛製造、石化、光纖電一體化和家電等產業集群；及軟體和 IC 設計製造、

網路、通訊、系統集成和數碼產品等信息產業。圖十和十一分別揭示「南京都市

圈」規劃構想暨與之配套的產業規劃方向。 

 

圖八  長江三角洲「一核九帶」格局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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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長江三角洲「一核九帶」功能定位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十 「南京城市圈」規劃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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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南京城市圈」產業規劃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長江三角洲」區域內另一「中程計畫」為「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範

區規劃」。「皖江（長江流經安徽段）城市帶」包括合肥、蕪湖、馬鞍山、巢湖
1、

滁州、銅陵、安慶、池州、宣城 9 市，以及六安市的金安區和舒城縣，共５９個

縣（市、區），土地面積為７．６萬平方公里，人口達３,０５８萬人。（見圖十

二）「皖江城市帶」是實施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戰略的重點開發區域，也是「泛長

三角」地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西部承接產業轉移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大

體而言，該規劃之產業空間佈局為“一軸雙核兩翼”。 

 
圖十二 「皖江城市帶」範圍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1 自 2011 年 8 月起，巢湖已走入歷史；蓋因其一部分併入合肥，一部分併入了馬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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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田野工作過程中發現，做為中國第一個承接產業轉移的區域規劃，迄今

「皖江城市帶」一方面相當成功地承接轉移了來自「長江三角洲」，尤其是上海

和蘇南地區的勞力密集型產業；另一方面，透過產業分工，「皖江城市帶」也緊

抓若干有利於自身產業發展的難得機遇，形成與「長江三角洲」對接之汽車、家

電和電子業等產業鏈，也即走一條「承接」和「自主創新」並行的路徑，容後再

述。於此，本研究擬先簡略回顧中國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發展階段和空間演變。 

       總的說來，（1）經濟全球化；（2）信息通信技術的長足進步；和（3）已開

發國家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和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的低端部分大規模轉移到新興工

業化國家和地區等事實被公認為國際產業轉移至中國的幾項重要外部因素；至於

（1）改革開放以來，採取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和（2）利用低勞動力成本、市

場容量大等方面的比較優勢則被視為國際產業轉移至中國的最主要內部因素。單

是 2000 一年，中國大陸即承接了 28% 左右的國際產業轉移（聯合早報）。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中國應對國際產業轉移的戰略研

究”課題組並分析了國際產業轉移的三個階段： 

1. 第一階段（1979—1991） 

（1） 引進的外資主要是對外借款，對外借款金額是外商直接投資（FDI） 

額的 2倍。 

（2） 處於承接國際產業轉移起步階段，承接的產業主要是以輕紡工業 

為代表的輕工行業，如服裝、玩具、鞋帽及家用電器等，主要資金和產 

業來自亞洲“四小龍”。 

（3） 廣東省在承接國際產業轉移方面占得了先機，促進了廣東經濟的騰飛。 

2. 第二階段（1992—2001 年）： 

（1） 引進外資的重點轉變為 FDI，實際利用 FDI 的金額達到對外借款 

的 3至４倍。 

（2） 此階段承接的產業以資本和勞動密集相結合的產業為主，承接國 

際產業轉移的方式也日趨多樣化，跨國公司投資逐漸增多。 

（3） 主要集中在華東沿海和環渤海地區，尤其是上海，但對華南沿海地區的 

  投資偏少。上海在此階段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步伐加快，極大地促進 

  了它的經濟發展。 

3. 第三階段（２００２年以來） 

（1） 發展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首選地之一，跨國公司更加重視中國的 

 戰略地位，２００５年，全球５００強企業中已有４５０家在中國投資。  

 ２００４年中國成為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 

（2） 從２００２年開始，進入承接國際產業轉移新的高速增長階段。 

 發達國家將已經發展成熟的技術密集、資本密集型產業，如電子資訊、家  

 用電器、汽車、石化產業等，向東部沿海地區大規模轉移，以產品設計、 

 研發和採購中心為代表的高端服務業轉移亦加快，中國承接產業轉移的來    

 源地已經擴大到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尤其以美、歐、日為主。 

（3） 承接區域由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延伸。東部地區由於近年來土地、能

源、勞動力、環境成本等的快速上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壓力增加，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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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主動調整承接產業層次，中西部地區投資的軟硬體環境不斷優化，對

國際產業轉移的吸引力不斷增強。在雙重因素的影響下，中國承接產業

的重點區域正逐步由東部沿海地區向中西部拓展。圖十三標示出以上所

描述的軌跡。 

 
    至於「皖江城市帶」究竟承接了那些產業？歸納而言，不外：（1）裝備製

造業（汽車、機械裝備）；（2）原材料產業（冶金、化工、非金屬材料）；（3）

輕紡產業（家用電器、農產品加工、紡織服裝和綠色、環保、新型日用化學產品

製造等其他產業）；（4）高技術產業（電子資訊、生物、公共安全）；（5）現

代服務業（金融及其他服務）；（6）現代農業；（7）基礎設施（交通、能源、

水利、建築及城市基礎設施）；及（8）環境保護與資源綜合利用等。而論及

「皖江城市帶」時，學者們往往也會連帶探尋被形容為「政治豐滿，經濟骨感」

的安徽省會城市合肥能否擔負「皖江城市帶」中心城市的重任一節，蓋因合肥於

泛長三角區域內，同時是「合肥經濟區城鎮體系規劃」和「合蕪蚌自主創新綜合

試驗區發展規劃綱要」的核心城市。不過，基於截至 2005 年“十五”規畫末期，

合肥的經濟總量僅 850 億，而周邊其它省會城市，如杭州的經濟總量為 2900 億，

南京的經濟總量為 2400 億，武漢的經濟總量為 2200 億，鄭州和濟南的經濟總量

已 2000 億，南昌的經濟總量 1100 億！此外，合肥所轄三縣依舊落後，長豐縣還

是國家級貧困縣。合肥的周邊城市，如六安、巢湖、淮南也沒有在合肥的帶動下

發展起來等事實，各方似有餘慮。所幸，規劃界專家指出若能以合肥、蕪湖為

“雙核”，發揮合肥作為省會城市、全國科技創新型試點市、綜合交通樞紐的作

用，強化蕪湖作為皖江開發開放龍頭的地位和重要節點城市的作用，進一步提升

兩市產業集聚和自主創新能力，增強服務功能，或能發揮其輻射帶動作用。而

2011 年 8 月，三分巢湖，合肥增肥的結果，對“白天看合肥，晚上看南京、上海”

現象已有所改觀，一般相信合肥與這些城市的距離會拉近，擴容後，發展空間亦

將增大。故此，又有人擔心「合肥經濟圈」崛起後，可能衝擊「南京都市圈」的

地位。不過，專家們認為中央對長三角的定位是蘇浙滬一體兩翼，發展後帶動中

西部發展。況且江蘇進入發展的後期，產業轉移乃必然的趨勢。事實上，長三角

仍然是皖江示範區利用省外資金的最主要來源地，2011 年 10 月時，安徽利用省

外境內資金億元以上及外資 1 千萬美元以上的省外項目共計 60 個，其中 42 個來

自長三角地區，占比 70%。更有學者冷靜分析道「南京都市圈」和「合肥經濟圈」

的產業分工已明確，南京的製造環節將加快向合肥等地轉移，騰出的空間應重點

發展研發、貿易、總部經濟等（騰籠換鳥）。至於馬鞍山、蕪湖直抵池州、銅陵，

這些地區一直是南京的“菜籃子”、大市場和旅遊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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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中國大陸承接國際產業轉移之歷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由於中國兩家重要的汽車廠—「奇瑞汽車」和「江淮汽車」分別座落於安
徽蕪湖和合肥，因此近年來吸引了不少海外相關企業，包括台資企業前往該地
與之配套。中台合作成立的「瑞祥工業」便為一例。換言之，安徽「瑞祥工業
有限公司」是奇瑞旗下的「瑞鵠汽車模具有限公司」與臺灣「偉祿工業有限公
司」於 2003 年 4 月共同出資成立，專事汽車焊裝夾具、焊接生產搬運線及焊裝
廠工裝設備的技術型企業。「瑞鵠汽車模具有限公司」則成立於 2001 年 12 月，
座落於國家級蕪湖經濟技術開發區，是一家專門從事汽車主模型，汽車鈑金件
模、夾、檢具開發與製造以及汽車小批量車身焊裝至生產製造的高新技術企業。
另一總部位於桃園平鎮的台資企業「福臻集團」，在安徽即有三處投資，分別
位於馬鞍山經濟開發區--「福臻（馬鞍山）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蕪湖經濟開
發區--「安徽福臻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和「安徽福臻工業有限公司」及合肥經
濟開發區--「安徽江淮福臻車體裝備有限公司」。圖十四至十七分別透露台灣
「福臻集團」和「瑞祥工業」的大陸布局暨大陸「奇瑞汽車」和「江淮汽車」
的全球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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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福臻集團」的大陸布局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十五 「瑞祥工業」的大陸布局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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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 「奇瑞汽車」的全球布局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十七 「江淮汽車」的全球布局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得地利之便，當安徽省的經濟逐漸溶入「長江三角洲」區域，成為「泛長三

角」的一員後，安徽本身也同時分享了「長江三角洲」區域的廣大市場，以家電

業為例，「美的」、「格力」和「海爾」這些總部分設於廣東和山東的家電業龍

頭也都不約而同地將位居華中的合肥或蕪湖做為「泛長三角」區域的生產暨銷售

基地。即便是食品業，如總部位於蒙古呼和浩特的「蒙牛」或台灣的「統一企業」

也分別在馬鞍山和合肥設立了生產和銷售據點，以拓增營銷範圍。而無論是汽車、

家電或食品業，大陸的企業在奉行多年「引進來」策略後，已呈紛紛「走出去」

態勢。圖十八至二十關於「美的」、「格力」和「海爾」等企業的全球布局係除

前述「奇瑞汽車」和「江淮汽車」資料外的另一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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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 「美的集團」中國生產基地分布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十九 「格力電器」全球生產基地分布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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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 「海爾集團」全球生產基地分布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隨中國各地企業的日益壯大，各種垂直和水平的產業鏈亦不斷衍生，且不限

於大陸內部企業，更包括了來自全球各地的外資。以個人最近一次前赴南京、鹽

城、合肥、蕪湖和馬鞍山的調研即發現，此五市的外人投資仍不斷增加中（見圖

二十一）；而若進行產業和城市交叉分析，則不難看出汽車、家電、電子、食品

等產業似已出現明顯的產業集群。（見圖二十二） 

 
圖二十一  南京、鹽城、合肥、蕪湖、馬鞍山接受 FDI 情形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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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二  泛長江三角洲汽車、家電與電子產業集群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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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平衡存在已久之蘇北與蘇南地區的發展差距，2011 年公布的「江蘇沿海地

區發展規劃」為「長江三角洲」區域中，另一「中程計畫」。該計畫地區總人口

為 1964 萬，陸地面積達 3.25 萬平方公里，與台灣總面積相當。連雲港、鹽城和

南通為區內三大核心城市，海岸線長達 954 公里。本研究期間曾造訪鹽城，了解

該市於「江蘇沿海地區發展規劃」框架下，擬秉持「三港聯動、海河並舉、灘塗

造地、產業興市」思路帶動該區的發展。具體而言，基於鹽城有廣大待開發灘塗

地之事實，「江蘇沿海地區發展規劃」擬打造該市成為灘塗綜合開發試驗區暨江

蘇省最大的土地後備資源開發區和新的經濟增長點，「十二五」期間，計畫開發

66 萬畝灘塗地；其次，因鹽城臨海，為落實「東向出海」戰略目標，將積極建設

鹽城組合港；再者，鹽城亦將藉由新興產業高端化、特色產業規模化和傳統產業

品牌化戰略，調整產業結構，以實現經濟發展方式之轉變。訪問鹽城期間，透過

當地台資協會會長和其他友人的安排，得以領略江蘇龍頭企業—「悅達集團」的

經營概況及其與台灣「台玻」、「南緯」在能源汽車、太陽能光板及絲光棉等行

業的合作關係。「悅達集團」的創辦人雖已於吾等造訪前一年仙逝，然由約略了

解其與韓國 KIA、現代汽車、東風汽車合作情形及涉足包括高速公路收費站、採

礦等多種產業的經營眼光和與政府間的斡旋能耐，留有頗為深刻的印象。事實上，

該企業半官半民的色彩見證了農民出身老董的無耐，但也突顯了有政府支持的企

業永續發展的可能。「江蘇沿海地區」亦為目前中國風力發電八大風場之一，然

而，在政府積極發展風電和太陽能光伏產業的同時，受訪的專家中亦不乏憂心忡

忡者，他們如此表達：「這裡頭可能還隱藏著西方先進國家的陰謀，因為目前大

陸的風能設備，除風扇葉片外，自製力仍不足，需靠德國等地進口，所以他們愈

鼓勵中國發展風能，中國對國外技術的依賴就愈大；太陽能亦然。」總之，鹽城

最大的優勢在於仍有廣大無垠尚待開發的灘塗地，而即便其發展程度落後蘇南甚

多，由該市市政府大刀擴斧開發經濟技術開發區的舉措看來，鹽城正發揮著它的

「後發優勢」；該市目前已有直航台灣班機且大豐港每週亦有商船往返於台海之

間，據當地台商表示，在江蘇省甚或長江三角洲，鹽城發展的後勁應可期待。圖

二十三即鹽城的空間規劃暨產業布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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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  江蘇沿海城市鹽城空間暨產業規劃布局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繪製。 
 

    綜上分析不難體察出，「長江三角洲」區域無論是上海、江蘇、浙江、安徽，

甚或同一省內的不同地區，如蘇南 vs.蘇中 vs.蘇北，浙北 vs.浙南或皖中 vs.皖

北 vs.皖南，莫不卯足勁力求發展；而隨高鐵及其它基礎建設的先後到位，地區

間發展的差距可望縮小，如蘇北的連雲港、鹽城、徐州和靠近上海的南通；蘇中

的淮安及浙南的麗水、衢州等亦將因各項規劃而獲益。就某種角度言，「長江三

角洲」區域正朝「一體化」大步邁進。然而，深入了解中國區域發展的學者、專

家不免會提醒我們：「政府的運作體制、稅收體制和政經考核體制」乃「長三角

一體化」的最大制約。蓋因 2008 年以來，「有很多計畫出台，只能說政府都會

說得很好、對於未來提出很棒的願景；可是，困擾『長三角一體化』最主要的問

題出在『行政體制』，即政府的整個運作體制、稅收體制和政經考核體制，都未

改變；儘管在蘇北地區提出『江蘇沿海地區發展規劃』，在蘇南地區提出『長江

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可是各地區所提出的計畫，並未做好整合這塊，『一體

化』方面，目前也僅限於旅遊、交通這幾塊，而凡是涉及到各地區利益的，則還

談不上，尤其是省跟省之間更為明顯，因為每個省都有隔閡，總不希望自家肥水

流入外人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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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以珠江三角洲為例之分析 

     一、「落馬洲河套地區」、「前海地區」規劃開發案抑或房地產開發案？ 

1. 淪為房地產投資案的「落馬洲河套地區」規劃 

 

           香港大學的趙曉斌教授在接受個人訪談時指出：「『前海』這個概念，真 

      的說起來，是我提出來的，只不過香港政府不認同；最早他們想用塊地、想填 

      海，要作物流，做一個所謂的保護區，就這麼簡單的概念，我就說別搞這些， 

      應該做所謂的『現代服務業』；我們當時說的就是『服務業自由港』（free  
            service trade zone）。現在談的主要也是金融。事實上，也就是在講服務業， 

      人民幣怎麼回流。好多東西現在熱火朝天，天天都有 news。」好幾年前，『河 

      套』公開諮詢的時候，趙教授也非常積極地參與；當時他就提出過 free service  
            trade zone 的概念，後來被否決了，他才到『前海』去提，但他認為：「『河 

      套』更好、更值得、更應該做，因為它位於香港境內。對香港而言，即所謂的 

      橋頭堡或者是敲門磚，可用這個東西打破國內障礙，進入國內市場做服務業、 

      金融業。」 

 

        「落馬洲河套」區域範圍很小，才一平方公里，之前也曾因這地方究竟

應該 發展什麼好有過很大的爭議；據悉，起初深圳有點想搞跟「前海」一樣

的金融區，香港方面卻並不怎麼認同，反而提出應該搞醫療、科技、教育等，

現在「前海」冒出來後，「落馬洲河套」的重要性相形降低，惟地還在那邊，

整完地之後可以招商，看哪些公司願意進駐。 

     「前海」完全屬於深圳，而且面積更大（占地十五平方公里），規格更

高， 香港反而不得不去迎合它。它也公布了很多政策，而且企業通常不管那

麼多，哪裡能賺錢就去哪，企業似乎很支持，尤其香港銀行所承接的人民幣

貸款，在「前海」有機會做得更大。趙曉斌教授即明白指出：「香港一大堆

的人民幣在這裡一點用都沒有，政府也沒給出路，那裡給他一個出路，銀行

就全都跑到那邊去了。」好幾位受訪的香港學者均表示：「新的特首梁振英

總體是支持中港合作的。」惟趙曉斌教授特別點名擔任梁振英特首中央政策

組的首席顧問邵善波先生，曾站在香港的立場，和他唇槍舌戰。香港怕這、

怕那的結果，只能妥協出產學研--學校、高教這類 least efficient 的東西；蓋

因培育人才、搞科園等，香港不會感到威脅。但實際上才一平方公里大小面

積的「落馬洲」根本是不可行的，香港七、八所大學若都要地方，只能蓋一

棟大樓各分一個樓層。所以，好幾位受訪的學者都說：「『落馬洲』應該是

已經荒廢在那裡，不了了之，廢了。」 

    另有學者指出：「『河套』土地污染很厲害的，清理也不容易，而現在

香港跟深圳的邊境已經開放了，很多地釋出來，與其在「河套」找地，其他

有交通更加方便的，何況『河套』的發展似乎並未跟香港整體開發相配合。」

研究過程中，吾等亦被告以「落馬洲河套地區」的土地是因整治深圳河而得，

原係屬深圳所有，所以香港想提任何發展意向，深圳是有聲音的，一般因此

認為：「深港的合作比珠澳的合作好像還要難一些。」有位受訪者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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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這邊的政治發展沒有澳門穩定，澳門即使換了特首，也沒有太多不同

的聲音。就像現在準備發展新界東北的時候，新的特首梁振英已被人質疑是

要把它變成深圳的後花園。於此大環境下，他自然不敢輕舉妄動這「河套」

地區。如果要規劃「河套區」，我個人的意見也不可能只規劃這一個平方公

里，應該是整個邊境禁區，邊境禁區是 28 個平方公里，目前已經開放一部分

出來不再做為禁區了。」 

   2.「落馬洲」的裹足不前，提供了「前海」開發案的契機 

     基此，幾乎所有受訪學者都異口同聲地表示：「『落馬洲』現在可以說

不了了 之，沒了，做不出東西，沒人關心，也沒人投資了…。」雖曾經有在

「落馬洲河套」地區興建一個邊境工業區的提議，甚至李嘉誠都有這樣的意向，

但是講了這麼多年，沒有什麼動作。這正好也給了積極想發展現代服務業的深

圳去搞「前海」的理由。目前深圳的態度是：「不管你香港要做什麼，我就要

做這個。」趙教授強調：「我就覺得如果你不搞，人家搞起來了，你不跟著人

家一起搞，最後累死你自己，最後被拋到後面…。」他再次提及：「香港方面

連『河套』都擔心了，那麼就更擔心『前海』，因為那不是香港的地。」 

    部分受訪者務實地點出：「我們國內很多都是用那個方法來洗黑錢，所以

這其實也是洗黑錢的一個方式，很多買樓房都是洗黑錢，他們不是用自己的錢

投資就是把他洗，所以某個角度來說，『前海』提供了洗黑錢的管道。但是從

深圳的角度來說，也希望能拿一個國家認同的項目，至少硬體可以做出來，爭

取一個發展的機會。」 

    據了解，深圳市政府設有「前海管理局」，發改委對「前海」的開發也很

積極。惟提到現況，去過現場者道：「現在什麼都沒有，還在頻增土地，土地

基本上新建完了，原來是一片海，有一片小島，用填海方式，現在土地是建完

了。2013 年 3 月份要建樓、蓋大廈，土地規劃要定下來，那些銀行已經完成第

一批的生意了，二十多個銀行要進駐，然後已經簽了多少億的生意，到底要用

在哪裡，現在還是個問題。我覺得：「越不用在那裡越好，用在那裡反而作不

了什麼大事，從前期很多人看，那裡有很大的市場，會有很大的基建，建樓就

要很多錢，譬如我們銀行在那裡建分部，招商銀行也在那邊建總部，什麼規劃、

建築都要錢，用上百億、上千億去做基建工程，對這些銀行就是不得了的事，

建完之後，怎麼做生意，那裡的企業要再活化，也需要再進一步的開發，建好

了更多企業，在那裡做生意，引進更多企業、我們的律師、會計、醫生全進去

了，讓第一層整個珠三角，第二層整個廣東就行，不用多，這些人能來這裡做

生意，這就夠了，對香港的企業就夠吃了，對那個地方也夠發展起來了，但是

我說的是，整個珠三角的人能否來這裡用你的服務還是個問號，更不用說廣東

省了，但是這個完全都是體制改革，而且這個東西最終是要做的，他現在的方

向就是這樣子，儘管他們進展很慢，到底還是個政治問題，也不那麼敢。」以

往每一任新的深圳市長上台，就會搞一個新的中心，「『前海』是上一個市長

搞的中心，已經做起來了，但是怎麼搞下去，就很難說了。做為一個新的中心

不容易的，要很多技術上的改革，深圳市政府、人大會不給，基本上沒有什麼

可能。」 



63  

  3.「前海」開發會成為另一個房地產開發案嗎？ 

    「落馬洲」開發提出的時程比「前海」要早，先後兩次田野參訪過程中理

解到「落馬洲」的項目談了很久，且它的情況正好和「前海」相反，「前海」

地是在深圳，香港要過去就是出境了，所以主導權在深圳；「落馬洲」的地是

在香港，「前海」出現以前，「落馬洲」是最熱的邊境合作項目。2012 年時，

港府已經有很明確的發展方向，後續的具體工程項目規劃也已諮詢過，且有明

確方案，不巧的是政府換屆，曾蔭權下台，梁振英上台，這也是香港特區政府

第一次較大的換屆，因據熟悉香港政治者云：「以前董建華跟曾蔭權之間，曾

蔭權本來就在政府裡，所以他們之間的交接很平穩；這次的換屆變化幅度很大，

因為梁振英是從外面進來，下面班底全部重組，以前的項目，一時間可能還沒

時間考慮到，但我相信他的準備工作應該還沒完全停擺，該做的還是在做。」 

    「前海」出自深圳的主意，並未與香港有太多的討論。參與 2012 年港府跟

前海、深圳聯席會的陳博士認為：「該規劃是有問題的，『前海』一部分是作

物流，另一方面是做金融的，兩個不知道怎麼會放在一起。物流應是離開城市

遠一點的，金融則應在城市中心，把它們放在一起，大概會做不好，我的看法

就是深圳可能是利用這個地方來拿地，深圳已經沒有什麼地，所以用這個理由

讓中央政府容許他填海，填海代表土地，土地就可以賣，賣就有錢，中央也可

能利用廣東省的「前海」做一點金融方面的試驗。就試驗言，我覺得有一點點

的價值，但不是太重要，前提是這東西已經存在了，因為香港跟深圳、澳門有

很大的黑市市場，所以現在「前海」搞這個等於是公開部分黑市市場，但反而

更不方便，我看不到對整個地方的影響有多大，上一年，我們跟「前海」的管

理局談，最後可能也是搞房地產，所以我不太重視「前海」的開發。」 

一、 珠三角金融中心: 香港 pk.深圳前海 

 
  1.「泛珠三角」框架下的「前海」先行先試 

    在「前海」開發準備階段即去過「前海管理局」兩趟的沈劍法教授分享了

他的觀察：「『前海管理局』自己的辦公大樓還沒蓋好，現在是暫用武漢大學深

圳分校的一個辦公室。因處規劃階段，『前海』現在還是工地，還在頻增土地，

但由其整體規劃構思可知，『前海』項目，可能跟廣東、香港的合作有關；因為

有段時間，整個內地的發展重點轉到了上海、北京、天津、華北，廣東好像有

點被冷落了，後來兩個比較強勢的領導人，張德江和汪洋，搞了『泛珠三角』，

讓廣東的地位提升，香港在其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2009 年時，最重要的是看

「發改委」是否支持廣東發展的態度，當時發改委搞了一『珠三角地區的規劃

綱要』，讓廣東能夠先行先試，可以嘗試一些新發展的東西，中央是會支持的，

而且因為鼓勵與香港合作的中央政策，我覺得曾蔭權做了很多的工作，也提出

了一框架協議，以合約的形式規範資金如何合作。深圳『前海』則又是另外一

個層次，是在城市的範圍上面，我的理解是『前海』應該是深圳想做，如果自

己單獨去做，中央會覺得為什麼要搞？中央不太會支持，所以便把它提到很高

的高度，說成是香港跟深圳合作的項目--『港深現代服務業合作區』，但主要構

思應是深圳提出來的，深圳的發展可以說已經到了必需轉向的時候，他的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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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不多了，剩下最後一塊地就是「前海」了，他想利用這個機會把『前海』

好好的發展一下成為新的市中心，野心比較大，希望把它的高度提高，形塑成

很強的金融中心。」 

 

  2.「前海」開發下的深圳 pk.香港 

    趙曉斌教授率直地指出：「以一句不好聽的話來說，深圳它一方面要 GDP、
要發達（中國各地城市全要發達）；然最大的背景是它要 copy 香港，真的要學

香港，甚至要挑戰香港。深圳一開始就希望『河套』是做現代服務業的，因為

做其他都不對，但是後來為什麼做不成呢？這就要看香港政府搞的 inside story，
也即香港方面認為若跑到那去做這玩意，那『中環』怎麼辦，就這麼簡單。儘

管是港府，實際上是各方利益博奕，那個地方最大化的利益是做金融服務業，

對深圳來講更好，對香港也好，只不過香港認為在那裡做了就威脅到『中環』，

所以不幹了，深圳是極想做這樣的東西，我也認為這個東西好，而且不認為會

威脅『中環』，因為如此才是真正的一體化、合作、free trade，而且堅信是

maximum production、maximum service，然後促進總體的增長，水漲船高大

家好，我們堅信自由經濟的概念來的，但是這邊就是保守，結果搞出了「前海」，

香港不做好像也不行了。」進一步說，「『前海』的目標很大，說是要學香港，

狗屁，它根本不把香港放在眼裡。目標大了，為了目標利益，它肯定要跟香港

合作，如香港不合作，它也不怕，也不管。」 

 

3.中央開放「金融國際化」的尺度拿捏 

    問到「前海」開發的阻力，陳博士的觀察是：「現在深圳很積極，香港政

府或社會應該很害怕，可是商界就不擔心，覺得是一個關鍵機會。如果商界很

積極去參與，那我管你政府，反正我跟你那邊直接合作，有需要性，那你就跟

我合作就 ok 了，還有什麼阻力？香港政府確實是管不了這事了，這是一，但是

這件事如有政府的支持就可以共贏，真的是搞大的，政府要暗地裡阻止也是可

以的，如要繳高稅，但一般政府是不會去阻止。更何況金融不是地方政府說怎

麼搞就怎麼搞，中國的金融國際化是很小心的，你看他金融國際化的方法不是

隨便打開的，要是在某一個地方開門，等於全國開門，所以金融跟其他工業是

不同的，工業區域是開放就可以了，但金融只要一開門，就等於全國開放了，

所以深圳很多的意見，北京是不同意的，還是很小心，因為北京中央銀行知道

有一很大的黑市市場，要有一定的管理，不是這麼快就能管理，有開放的好處，

但也有開放的缺點。這個做法改與不改是中央的，不是深圳、廣州、廣東省可

以決定的，所以你要是從北京的觀點，金融改革、開放也不是一定的，有些從

美國回來的學者以為金融開放是一定的，但是從例子來看是不一定的，現在金

融危機這麼嚴重，誰打開門是誰遭殃，所以北京他們很長期研究日本的例子、

經驗，日本 90 年代 big bang 對日本的金融、經濟造成很大的影響，他們很小

心，所以有些學者說過的東西跟政府考慮的面向是有些差別的。」 

三、「制度創新」之於金融中心 

 
1. 「前海」借鑑香港金融制度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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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及「前海」規劃的最終目標，多數香港學者答以：「大的哩！不知道有多

少百億的產值。」不過，學者們亦頗中肯的指出：「關鍵還是在人民幣能不能開

放，假設中國人民幣是要走出去的話，就要向外開放；假如這個方向不變、最終

要落實，那個地方起碼會比人家先走五年，只要先走五年就有很多戲了。因為最

終開放那個地方可能也沒戲了，但是現在用逐步性的開放，因為這裡面很多灰色

地帶，要做的東西更多了，整個學香港，學習這裡的法律、體制、甚至管理、稅

制、economic system，全要學，我的觀點就是全都要學，我是從完全為中國好

的概念出發，中國這套體制是沒法發展服務業的，尤其是『金融服務業』，要發

展就要更上一個台階，所謂更上一個台階，就是要跟香港學所有的體制、政府體

制、reporting system；reporting system 已經學了，可是學了也沒用，說是表面

事，但實際上搞什麼你一點也不知道，還有 law 不單只是 law，law enforcement
更重要，這一系列制度才能真正發展所謂現代服務業；而且我認為大陸是做不了

這事的，現在習近平上台真正要在這方面做，是要改革，政府改革到服務業，改

革後慢慢上到西方體制，才能發展服務業，我是由這個角度來看如何促進國內發

展，搞一個東西學香港，當時深圳特區學製造業，現在不是製造業了，是服務業

更要……，我是從這個角度支持，而且認為國內這方面越改革越進步、越接近世界

的制度，大家的生意就越多。」 

 

    言談中，趙曉斌教授並補充道：「這是一方面，但是金融服務可以很遠，譬

如香港的銀行服務北京，上海的銀行可以服務貴州，服務業確實形成相對一個中

心拓展很大的區域，香港在深圳服務「長三角」也可以，只要更多的是制度，錢

是哪都可以飛，一分鐘之內飛到哪都可以，關鍵是制度，制度能配合生意，我們

香港很多生意，其實香港很多人是炒美國股，這道理是一樣的，相對的，也有很

多美國人炒香港股，香港很多人炒上海股，因此從資本流動的角度考慮，這都不

是問題，距離、腹地、幅員這都不是問題，關鍵是這個中心提供的服務，中心是

關鍵，這就要學香港、新加坡來了，這點我相信台灣也要走一樣的路，台灣在華

人社會中體制已經算很發達、很民主，但是制度還不是 common law，還是大陸

法，現在有人說中國要走自己步伐，我們要搞好，就不信這個邪，我們要搞好，

走自己路，這也值得鼓舞，但當制度處於劣勢，沒什麼優勢，也可以搞，搞金融

中心，也還是能做。」他甚至具體地建議：「在那裡，我們可以共設股市，譬如

香港有『中小板』、『創業板』等，我們可以共建『創業板』，用香港的制度和方

法，不是很好嗎？透過類似合作，讓你分一杯羹，但是有這個去的話，他那裡就

更容易建起來了。」 

 

2.深圳與香港在「前海」試點金融國際化以共創雙贏 

 

    香港學者對深港攜手於「前海」先行先試金融國際化似乎頗具共識。他們一

致認為：「港府一方面去合作，合作過程中去佔領一些碼頭或者撈到好處，這是

一個。第二，就是你不去合作就事倍功半，如合作就事半功倍，你不合作，那邊

很難，但是人家肯定要走這條路，不管再難還是要做，等它真的做起來，儘管他

事倍功半也好，還是有很多生意，不合作不去做的話，不單是沒佔到碼頭，而且

就完全被拋棄了。」不過，學者們對中央可能的置喙，也都能了然於心。故也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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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當然，這個東西最終的成功確實還不在於深圳與香港，是在北京；深圳去要、

香港要去都不容易，兩個合起來去做就容易了，現在也要到一定程度，人民幣回

流、人民幣試點，中央也確實開地方讓你們做，應該是說現在取得突破性的進步，

但是進步會有多大，還要看後續。」或許也即於此架構下，「前海」的先行先試

就變得格外重要。陳博士即建議：「把香港法律、政策都可以用到『前海』，將

『前海』變成一個特區，但金融的很多東西都要透明，可是中國最不好的就是不

透明；『前海』能多大程度地做到這一點，也有賴中港合作、深港合作，至少香

港也有很多不同的聲音，您看葉劉淑儀 Regina Yee 也講，搞個『前海』對香港

的『中環』不也是很大的挑戰，但是如果沒有香港的合作，深圳自己也很難發展

『前海』，因為『前海』的關鍵行業就是金融。」 

     

四、製造業與高端服務業 

     基本上，服務業是要跟著製造業走的。相對來說，香港並沒有製造業的基礎。

「珠三角」也許還算有一些，可是從金融業角度看的話，香港企業就算去「珠三

角」，它在香港還是有總部的，一般辦公大樓也還是在香港，所以融資、高端的

仍然是在香港，那邊只是工廠而已，即它後面的製造基地，此即所謂的「前店後

廠」模式。 

1. 香港的強項在金融而非製造業 

 

       香港主要是做金融業。據陳博士表示：「香港去內地的金融業中，做得比較

好的可能是『東亞銀行』跟『匯豐銀行』，『匯豐銀行』是跟『交通銀行』合作，

占『交通銀行』約百分之四十幾的股權，但它也還進不到四大行裡面，拿不到，

只拿排名中國第五大的『交通銀行』；『東亞銀行』在內地的生意也很多，就企

業來講，若只服務港商的話，他不用到內地去，在香港做就可以；它主要是想在

內地攻占中國大陸的市場，因為內地金融業需求很大，但是怎麼做，困難度也很

大。因為國內的金融業很複雜，國有銀行只貸款給國有企業，主要是信任方面的

問題，因為私人企業信譽難有保證，借錢給一個很小的企業，錢回不來就麻煩了。

香港銀行如在香港做的話，非常明確的做法是，企業來貸款都是要抵押的，所以

風險相對比較低，而在內地，私人市場金融業還是有相當的潛力與風險，所以香

港的銀行是願意進到他的目標市場--內地企業跟內地市場，但跟內地如何

bargain，如何開放市場，如只服務自己港商，能夠做的則不是太多。」 

 

    受訪學者充分體認：「香港比較關注的是香港企業在『珠三角』能不能生存

跟發展的問題。」「香港工業總會」下面有很多的會員都有在「珠三角」有投資，

陳博士最近幫他們做了一項物流的研究，指出：「香港物流企業的很多服務對象

是『珠三角』的企業，如何運貨到香港然後出口到世界各地，他裡面會員都反映

了他們面臨的困難，如因『珠三角』的成本上升，很多的製造業如果沒有更新的

話，很難生存下去。當然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如有些企業會引進新的產品、技

術，包括環保方面都做的很好，倘若還是跟以前一樣，肯定不能生存，但是有部

分港商還是可以比較好的退出來，因為他很早進入中國，曾有過很大的工廠，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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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是不做了，但地很值錢，那時地很便宜，所以他可以全身而退，帶一大筆錢

退出來，現在慢慢轉型，土地利用在變化，但是香港的製造業是有一個問題，香

港製造業是很小的，原來從香港去『珠三角』的時候，在香港可以說是山寨工廠，

一個小老闆只知道怎麼做，也知道外面有需要、有訂單，在『珠三角』有一個比

較大的工廠，慢慢的累積資金發展出來，技術成份不是很高，主要是跟著市場需

要，不是自己發明一個東西再賣出去，而是外面已有這個貨品需求你幫他生產，

所以他主要是根據人家的需求來做，所以生存也是比較艱苦的，真正大型的製造

企業，香港沒有，都是在後面做，當然以前很成功的是物流業利豐集團，最近好

像也不行了，最近他在海外的市場做得也不是很好，他主要作的是中間人，這裡

有製造業，那邊有零售商，把他們之間連起來、安排起來，從商業角度看是最成

功的一家，物流外，也看需要什麼產品安排找製造商，中間也有自己的獲益，十

幾年作得相當成功，但金融風暴世界經濟大的變動之後，他的海外市場已出現很

多的問題。」 

 

2. 全球製造網絡（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中已出局的香港 

 

    長期研究珠江三角洲區域發展的楊春教授則直言：「香港自身整天說要產業

多元化，可是談何容易，大家都沒有長遠的眼光，香港人比較短視，但很多做產

業的要長期投資，而且要忍耐這個過程，我覺得香港人這種忍耐度不夠。我覺得

最有興趣的是做一個比較研究，四小龍裡，我們經常講香港是唯一不太成功的，

新加坡大學的 Henry Yeung 教授現在在做研究的時候，就經常把香港剔除掉，

因為其他三個（台灣、新加坡、南韓）都有共性，最近也有一篇我們一起參與，

在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特刊（Special Issue）發表的文章，

他們也搞了一個工作坊，請來任教杜克大學的 Gary Gereffi 教授，我們有一幫學

地理的人，也討論到 GP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近期也準備出特刊，

裡邊在講到 GPN 的時候，就發現香港好像已經出局（out of this network）了! 

  3.在「前店後廠」模式下註定需與深圳合作的香港 

    金融、房地產再發展的餘地不多，受訪學者表現：「香港跟『珠三角』很難

有合作的空間。本來香港在『珠三角』、在東莞、深圳都有投資，惟加工貿易很

快全部都會沒有了。『珠三角』的升級跟香港沒有關係，所以加工貿易的產業鏈

合作慢慢會消失，但是香港另外可以做商場，現在『珠三角』的深圳，什麼東西

都要到香港買，有些大陸生產的東西，到香港買還便宜有保障些，所以香港至少

一半的零售消費都是大陸來的，進口還有增長，因為人民幣升值、大陸的工資提

高，香港的稅收跟內地差別很大的，包括增值稅、進口稅、消費稅；所以同樣的

東西到香港買比在大陸買便宜，現在越來越多大陸旅客到香港買一般的日常用品，

所以去年來香港的旅客中，三千多萬是大陸來的，且 50%左右應該是不住在香港

的，係當天來回，這些來買一點東西就離開的比重越來越多，所以，這方面香港

可跟『珠三角』整合，方便『珠三角』的人到香港買東西，買進口東西和買大陸

生產的東西。」 

    如果以地理角度來看，珠江三角洲涵蓋了粵西、粵東或粵中，而金融中心不

可能說設在深圳，只服務深圳，因此好幾位受訪的學者均指出：「它（前海）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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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希望影響範圍至少包括整個「珠三角」、「泛珠三角」，甚至還可以擴伸出去，

這就要掌握你的東家在哪裡？現在的東家就是企業，所以講到底仍然是產業結構

的問題。廣東一定要有製造業，沒有製造業，只有服務業，那後面就缺乏發展基

礎了。」 

五、「一國兩制」下，政府與市場的博弈 

  1.「在商言商」對「前海」趨之若鶩的港商   

 

    部分學者分析到：「香港社會有兩個觀察角度，一是從商界，商人、銀行，

對『前海』可謂趨之若鶩，有機會嘛！他們把港府推到一邊，直接跟銀行、跟商

界簽協議。給你什麼好處，你進來免稅，像以前的開發區都免稅一樣，然後又給

你貸款到這裡來，就憑可貸款到這裡這一條，銀行就蜂擁而至了，再給你在這裡

設分行、機構，什麼都比在香港優惠，反正就是跟香港看齊。」 

 

  2.對「前海」「欲迎還拒」的港府 

    有云：「這一屆梁振英政府是支持合作的，但是我知道中央政策組織的頭(卲

善波)則否；我叫他『正宗香港仔』，意思就是算數算到盡、利益要到盡，特別是

斤斤計較要利益，當然也是特別能幹，完全是站在香港本土的立場，這主要是香

港政府對企業做什麼也管不了，人家也看準了，才不管你香港政府，香港政府支

不支持無所謂，他們要跟商會、企業合作，但錢真的到了這十五平方公里，也沒

多大用，真的還要出這十五平方公里；現在很多人已經簽了不知道多少億的合同

了，這些企業實際上也不在那，企業拿了這錢是不是真正用在那，還是用在別的

地方，尤其銀行之間就更難說了，這些東西在技術上其實是還沒解決的，但那不

管，他們就照去。」 

 

    至於香港政府對「前海」開發案究竟持什麼樣的態度？受訪學者答以：「做

法跟以前差不多，如果內地想合作，香港不會反對，但是香港政府要怎麼做，能

夠做的不多嘛!畢竟最後要投資的是企業，不是政府，政府不會說拿錢去投資的

嘛!所以從政府的角度一般會支持，曾蔭權也好，梁振英也好，從口頭上都是支

持的。當然，很多香港評論員也會講『前海』搞現代服務業，搞金融，是不是跟

『中環』在競爭，這裡頭會有不同的意見。總之，整個『前海』項目應該是深圳

想做，現在很清楚中央也是支持的，不管怎麼說，從香港政府角度也是支持『前

海』是香港和深圳合作的項目。」然而，多位受訪者亦強調：「這一屆政府的重

點應該是解決香港內部的矛盾，儘管他們說梁振英一開始跟中央關係非常好，但

是我相信應先把香港內部矛盾解決，如果內部矛盾沒解決，反而跟外面搞太多事

是不行的，曾蔭權比他有優勢的是，香港內部支持比較多，市民支持也比較好，

所以他可以跟內地做很多的工作，而這屆政府首要重點是做內部事情，上台半年

多，還在處理香港內部事情，又最近很多事情爆出來，跟內地市民之間也出現問

題，這些事情解決以後，才能夠照顧到其他，現在香港政府比較難做。」 

 

3. 必需優先處理「一國兩制」下「內部矛盾」的港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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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野研究過程中觀察到香港回歸十五年來，對「一國兩制」的負面反應和中

港矛盾，當下似乎達到高峰。港人現在普遍是對大陸人恨之入骨；趙教授就說：

「那是一個社會、政治各方面，在我眼裡還是政府搞成的，這個政府很壞，千方

百計拿好處，有點壞處就擴大，玩弄民間情緒，好處偷偷拿，拿了好處不說，有

點壞處就擴大，這個政府是這樣玩弄這種東西。」 

    其他幾位受訪的教授亦指出：「這幾年關係沒有處理好，加上中國這幾年富

得很厲害，富可敵國，來這裡買東西，但這群人修養不好，甚至搶東西阿、生孩

子把醫院的床全搶光了，引起社會反彈，再來買奶粉真把那些奶粉都買完了，本

地人都沒了；更早是買樓，把樓價買高了，引得當地人很不高興!此後，大陸有

很多產業來到香港，大陸很擔心不能控制這個地方，所以就千方百計控制社會、

控制選舉，搞的烏煙瘴氣，社會就更反他了，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高的反對。簡

單說，原因有二，一個是港府、一個是大陸。好在這件事情現在看來還沒有太影

響商業，但是以後是不是這樣就很難說了。以前沒問題現在問題來了，像一簽多

行，現在又想取消了，因為水貨客像老鼠、螞蟻搬家一樣，每天來回的搬，把香

港的奶粉、尿片、紙巾、肥皂水、啥東西都往大陸搬，搞的物價很高，而且這領

導人不受民眾擁戴，又沒智慧，要解決這東西，一要有智慧，二要有民眾擁護，

這些條件都不存在。」 

       浸會大學鄧永成教授更露骨地說：「現在社會大眾的情況，我們不是反共，

他們叫『強國人』，從北邊來的『強國人』，強大的強，變成了現在很多的市民

情緒都是這樣，有點反他們，所以對聯繫、接軌等都比較有意見。還有最近香港

政府在動手腳，因香港政府面臨行政問題所以挑起一些，比方說，買奶粉、房地

產、病房等。香港政府也在行政上沒有很多很好的政績，所以拿這個來轉移重點，

有一點火上加油。且現在香港新界、東北的發展都是為了『強國人』，但香港政

府賣一個廣告是『新界東北是香港人的新市鎮』。所以對『前海』這一塊，整個

香港大眾的情緒都不太好。 

    又，現在香港也有另外的一個流行名詞，叫『被規劃』，基本上都不是自己

計劃的，是被國家強大的『強國人』規劃的，所以變成情況、情緒是矛盾的。香

港政府現在做很多事，某個角度來說，是可以不公布的，程序、項目很多是不公

開的；『前海』部份在報紙上還有看到，但兩地政府的談判都是不公開的。」 

4. 香港的未來發展：與「制度」優勢並存之社會結構矛盾 

 

    總之，香港內部的問題影響著它和中國的關係，學者們固然認為：「香港沒有

怕什麼」，但咸認：「香港不看得很遠，就看目前的，香港也是比較難管的地方，

因為自由度、『一國兩制』，香港人要『兩制』不要『一國』，最近特首更換，有

很多的問題，年輕人、犯人就利用民主自由到極緻。」當請教香港的未來發展時，

有受訪的學者如是回答：「我相信『一國兩制』可能暫時不會變的，原說五十年

不變，我想五十年後應該也不會變。從香港角度看也好，從大陸角度看也好，我

相信從大陸角度都很清楚，因為’97 年以前，香港對大陸還是非常的重要，從經

濟上來說，是非常重要。發展到現在的時候，我想香港對大陸來說重要性還是相

當的，但是從大陸的角度看香港的話，希望香港能繁榮發展才行，所有政策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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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要把香港怎麼樣，支持他，成為一個領先的城市。什麼時候可以把『一國兩

制』取消，條件是內地是不是跟香港差不多了，各方面的制度，但我相信大陸再

過十年、二十年變化不會這麼大，如果兩地實力差別的時候，還是需要保持『一

國兩制』，所以我相信『一國兩制』應該會堅持下去，還是有一點不同。香港最

大優勢是制度，因為香港是一個城市，制度在這邊還是相對能夠堅持下去，內地

這麼大的地方，要有一個很好的制度是有相當的難度，所以我想內地要很長的時

間才能建立很好的制度，所以香港有這麼一個好的制度的話，應該能夠有相當的

競爭力。內地的話找工作要找關係，才能找到工作，香港就很清楚，所有工作都

在招聘，你去了，我們也是用 interview，誰也不認識誰，通過申請、面試，哪

個同學最好最合適，所以是很公平的，不會因為在香港誰都不認識，絕對找不到

工作，人盡其才，根據能力找到一個合適的工作，香港相對比較公正、工作制度

也比較完備，內地要達到這樣的制度，應該要很長的時間。香港現在的問題，因

為整個內地發展以後，內地對香港的影響也很大，包括企業進入香港，遊客也來

香港，也有很多人來這邊買樓、投資，來這邊居住、上學，可是香港需要做一個

工作就是有沒有能力增加我們的稅收能力，能有更多的住宅，這裡面是需要做一

點工作的，如果還是假設以前是 700 萬人口，他們進來，可是我還是提供 700 萬

人口的服務，那你當然後面很多矛盾就出來，這裡面政府要有很好的方法適應這

新的情況，因為香港跟內地有不同地方的話，我相信還是有很多的人願意到香港

生活、工作、創業、發展，因為香港畢竟是一個商業的地方，在香港比較容易開

公司，內地畢竟很複雜，如果能做起來，很快就能做出生意來，但肯定也會有問

題，可是我相信香港有制度將來這些香港人都有一定的適應能力，有危機的時候

如何應付，儘管有危機但是都能過去，但是香港能不能夠進一步發展，變成繼倫

敦、紐約之後的第三，可能都有一定的風險，不是這麼容易做到，但我相信香港

應該是往上走的趨勢，不會太差，但是也不會非常、非常頂尖，因為一個地方不

大，而且很多方面都有一定的壓力，當然，我們現在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政治改

革，因為香港政府的特殊選舉，最後會變成一個全民的選舉，整個制度安排還是

有很多爭議的，這可能是香港這兩年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政治上沒解決其他方面

都不能動，這跟內地是一樣的，政治家如何安排好制度，大家能夠接受的制度，

但這裡面有很大的矛盾。」 

 

    除制度優勢外，受訪的學者還提出：「現在香港還有很大的一個發展機遇就

是我的服務可以賣給很多內地的消費者，以前是保險、醫療、教育，這些內地需

求很大，可能不是賣製造業產品，但也有很大的潛力，所以從政府角度看，還是

跟內地有很大的關係。如果從市民角度，因為最近矛盾比較大，前一陣子把奶粉

買完，香港市民買不到奶粉，那是個非常大的問題，以前有雙非嬰兒，內地夫婦

赴港生小孩，生小孩沒有問題，但醫院病床就這麼多，他們很早就預訂完，香港

的婦女去生小孩就說沒有病床，這也影響他們的生活，醫院爆滿，這問題很大，

所以梁振英上台先把這問題解決，不允許來生小孩，這個就不存在了。然後嬰兒

奶粉問題，今天開始每人只能帶兩罐，把帶奶粉出去問題也控制住，把民生問題

解決，首先解決這些問題，再來慢慢把存在的矛盾消除，政府因為這些問題突然

冒出來，所以不知道怎麼處理，原本雙非嬰一開始是好的，因為當時我們有人口

問題，人口老化，出生率下降，而且這些人能夠來香港生小孩，要付十萬塊來生

小孩，可能都是很富的家庭，很富的家庭生的小孩以後對香港來說是很好的，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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蔭權是這樣說的，有一點鼓勵他們來港生小孩，後面醫院病床都不夠，香港人都

不能生小孩，老百姓都反感了!梁振英一上來，就先把這關掉了，所以很多時候

新的問題出現要看政府如何應對，第一要保證市民的基本需求，第二才是考慮如

何和內地有非常好的關係，但是現在應該還是比較緊張，也有時候因為內地遊客

多了以後，原本火車上不能吃東西的，最近很多人在吃東西，給小孩吃東西，市

民就有意見了，吵起來，大家更緊張了，香港跟內地分成兩派在那邊爭。現在又

有水貨客問題，水貨客其實也是有組織的活動，不是個人怎麼做，而是後面有些

很大的地下組織，引起兩地人的矛盾，這是政府需要重視、解決，對市民的影響

降低，否則最後大家意見很大。另外香港和內地的關係，有一批香港人從來不去

大陸，他所有的生活都在香港，對大陸完全沒認識，也覺得大陸是共產主義國家，

不是他希望去的，也有這樣的心態，所以一發現大陸對它有影響，會第一個反對，

然後有一批香港人是經常去大陸的，在那邊有投資、有好處的，他們當然不會有

很多反對意見，也有一批人可能對大陸有一點認識，但主要從政治上看，內地的

民主制度也不好、貪污，不喜歡這樣的制度、共產黨，他們比較反對的，所以有

這三種不同的人，所以香港對內地的關係是比較複雜的。」 

 

    談到「人流」，沈教授提供以下數據供本研究參考：「大部份是香港人，香港

人一年一億多，內地人一年只有兩、三千萬。香港人差不多是每個禮拜都要去的，

香港與深圳連在一起，有一批香港人是住在深圳的，大陸比較便宜，整個家住在

深圳，他如果在香港上班，也有可能住到深圳去，這批人每天都要通勤。也有一

批人是住在香港的，但是他在深圳工作，也有少數是來回跑的；現在也出現了一

大批，如香港小孩，但他的父母沒過來，，把家安在深圳，可是他要來香港上學，

上學多在北區，因為近一點，所以北區的家長現在很著急，因為這批從深圳過來

的小孩要上學怎麼進學校，位子競爭就很激烈，也有內地婦女生的小孩，以後也

會把他們放到深圳，來香港上學，因為小孩子是香港人，突然冒出來九萬個小孩

要上學，原本的規劃無效。政府若未能及早規劃，將來就會出現上學問題。」 

 

六、「珠江三角洲」各主要城市間之競合 

1. 「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擘劃「珠三角」發展 

 

    訪談過程中，已退休的香港中文大學楊汝萬教授回顧：「在 2008、2009 年有

兩個很重要的官方文件，其中 2009 年這個尤其重要，即「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

發展規劃綱要」，簡稱「珠三角綱要」。這是官方對此區域中期和長期發展的藍圖；

冀於 2020 年將「珠三角」，包括香港跟澳門，打造成為一個成熟甚至最強可以跟

世界競爭的新區，而該區域又是由主要城市帶動的。楊教授認為香港跟深圳的一

體化，並不容易。他說：「以前我們有過 2030 年的遠景規劃，理面也沒有跟深圳

一體化的概念，我是他的規劃顧問，基本上沒有考慮深圳，但是這 2030 遠景規

劃到深圳可能也沒有什麼用，新的梁振英政府希望有一定的合作，但也不一定是

『深港一體化』，主要是跟內地如何合作，香港現在有一部份聲音是反對的，所

以這方面我們新的政府也不敢說得太多，但是在財政預算案裡面有提一點，但具

體怎麼做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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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海」、「橫琴」與「南沙」：「十二五」規劃期間「珠三角」先試先行地區 

 

     事實上，中共中央的「十二五」規劃就訂了三個在「珠三角」做為先試先

行、做為進一步開發的三個地方。第一個推出的時候，沒有人看重的就是「前

海」，因為「前海」地方比較小，十五平方公里，不足以做發展中心，但是楊教

授認為：「不要低估深圳政府，深圳政府過去三十年從無到有，現在奇蹟都在我

們面前，所以我說深圳政府要做的，且得到中央政府認可的，他一定會做到，因

此也才會有面子。現在這十五平方公里要做什麼呢？不是很大，但是如果他們在

金融方面，人民幣國際化，就希望香港可以在這邊，可是香港也有人質疑會不會

影響『中環』，有多少要去跟他合作，有多少需要保留，香港銀行界、金融界都

有一點不知道要放多少、要投資多少，現在看起來他們好像都希望可以在那裡有

很多方面的關係。其實中國的人民幣也都想要香港幫忙，所以沒有香港，『前海』

就沒有意思了，但是香港做得怎麼樣？我在中央政策組小組談過了，我們有很多

金融界、商界的會員，討論的都是現在開一個門，可是不知道將來實際的情況。」 

 

    第二個是澳門的「橫琴」，楊教授細述：「『橫琴』是一個島，比澳門大十多

倍，這也是一個創新，他本來改了很久，思考怎麼樣可以幫澳門發展，因為澳門

真的太小，23 平方公里，什麼都不太可以發展，所以出了意見，在這裡可不可以

劃一點地給澳門，做為定期定年度的發展，第一步就是大學，大學搬過去了，但

是這是第一步，我想將來還陸續有其他的發展，這也是一重要發展，因為澳門我

也寫過一篇澳門跟香港回歸之後的文章，其中很大部份是澳門，澳門 2002 年公

開博彩業，完全沒有人能預測到澳門發展的那麼快，自由行、經濟完全都是中國

策略，我剛剛看完一本書，講了很多過去十年重要的發展，包括中國的發展，因

為 2001 年中國對外、對世界的影響完全改變，因為最初的時候，就怕中國製造

業、還有很多的生產因為打開大門，中國鬥不了就垮台，完全沒有，中國過去貿

易、出口都是每年雙位數字成長，所以外匯賺了很多錢，還有中國發展這麼快，

很多資源中國本地沒有能力自給，所以向世界各地買資源、能源、石油，特別是

在非洲，因為非洲在經過英國、法國、比利時的統治後，他們看不起當地人，但

中國人不會，所以中國和非洲合作關係好，夥伴關係提升。」 

 

    第三個，就是「南沙」。以上三個地方都是「十二五」中央政府特別放手的，

給它們很多的優惠、政策放手，先行先試。一來金融對整個國家來說，不宜馬上

放手，會亂，中國不可以亂，亂了就沒法收拾，但是要有新的政策就有這需要，

最初新的特區成立就是這樣子的，因為什麼東西都不可以全面的試，否則一旦失

敗，對整個國家的命運影響太大。所以有一篇文章就是寫這三十年的發展，也可

看出中國過去三十年就是因為很少遍地開放，一步步的，然後有這十四個沿海城

市，中國的發展看起來亂，但有整個藍圖，香港、澳門因為是特區，特別是經濟

就格外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視。」 

 

    據悉，「橫琴」就不一樣，主要是澳門往這個地方來做，澳門大學以外搞公

園，對澳門有好處，對旅遊也有幫助，讓澳門大學搬過去會發展，但有兩個問題，

一對澳門本體博彩業沒有什麼幫助；另，中央要求澳門朝多元化方向也未必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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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所以相對於「前海」對香港的作用不大，「橫琴」對澳門是有用途的。 

 

 3.「領導易人」與「軌道交通完工」衝擊「珠三角」的發展 

 

    整個「珠三角」又如何呢？楊教授個人的觀察是：「現在的情況有些變化，

主要是有兩個因素，一個是廣東省省委書記汪洋去了中央，政策會不會有變化，

新任的胡春華會不會這樣做，我不知道，因為大陸很多時候政策是跟人一起的；

第二，現在『珠三角』的城市有新的變化，一方面金融海嘯後，加工貿易不行了，

譬如東莞衰落的很厲害，所以加工貿易的產業鏈原來是把城市之間的關係連在一

起的方面會減少，其中最大的影響因素是東莞，第二是地區的軌道交通越來越發

達，這幾年廣州、深圳地鐵以外還有城市鐵路，還有高鐵，所以軌道交通會改變

『珠三角』城市的空間佈局和原來的城市關係；目前有一些數據出來，較明顯的

例子是廣州跟佛山，交通方便了，佛山的消費業就全部萎縮了，消費轉移到廣州，

其他的軌道交通起來，帶來城市間的功能轉變，應該是很厲害的，但沒有數據。

如上節所云，香港現在還有幾大內部結構問題待處理，故跟「珠三角」的融合並

非放在最優先，以致深圳、香港融合的發展究竟要怎麼做還不知道，所以外面說

得很好，但實際上沒有這麼好。」 

 

  4.「珠三角」一體化的虛實：香港、深圳、廣州、南沙、澳門、橫琴間之博奕 

    香港雖小，計劃似乎沒斷過。譬如過去的「數碼港」cyber，都沒什麼產出，

現在它成了一個房地產項目。很多都是這樣，如「科技園」的發展也不怎麼好，

最主要是香港的情況比較特別，因為房地產很貴，變成很多廠商都進不來。統計

資料顯示，80 年代初，房地產的收入占了香港政府收入的 30 %多，很豐收，所

以政府不願意做什麼。 

 

    香港因只是一個城市，需要睦鄰，80 年代，深圳要香港把他吃下去，現在深

圳不給你了，且深圳也與廣州搶龍頭角色。廣州畢竟是省會，深圳是特區，但只

在經濟上是特區，在行政上不是特區，所以省會還是贏面大些，會有比較多的資

源給省會。務實來看，許多規劃不過是給地方立個項，多一個立項都是好的，蓋

因立項之後，就可以去募款、招商，比方說在建「珠港澳大橋」過程就已有很多

矛盾，矛盾即出於香港的興趣是繞過深圳，但深圳不高興了，深圳希望從它那邊

過去，所以每個地方的看法都不一樣。 

 

    中央現在也給「橫琴」、「前海」、「南沙」很大的支持。受訪的香港學者

認為：「從廣州的角度看，『南沙』是重點；深圳則以『前海』為重心。每一個

城市都搞一個大的東西出來，『前海』把位階提得很高，中央也非常重視，但香

港方面是有保留的，去『前海』投資的是有一些真正的香港企業，但相當部份是

在香港的中資企業，如香港的中國銀行去那裡是很正常的--回歸。現在香港跟內

地的經貿合作，很多都是跟這些中資企業有關，因為現在在香港，中資比例很高，

上市公司裡有一半是內地企業，兩者之間已分不清。香港本土的企業百分之百是

自己的不多，兩地合作的時候，很多是和中資企業的活動有關，但也有其他公司

會過去，包括律師也有興趣去那邊，因為律師不太容易打進內地，『前海』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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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障礙比較少的。大家都是在看這樣的東西出來以後，香港可以用到什麼東西，

看哪些東西以前沒有，現在可爭取到，我想從『前海』的角度若要成功，拿一點

好處出來，希望你們能夠進來，所以現在應該是這樣的情況，而且肯定也是一個

很大的開發項目，很多的地變成高樓大廈都會產生很多的效益出來，何況離香港

比較近，所以有一部份活動可能會轉移到那邊，還是有可能取得一定的進展。」   

    如前述，整個廣東省和廣州的意向重點是「南沙」。因為深圳是一個副省級

城市，一半是他的，一半不是他的，可以管又管不到，所以整個廣東省也很清楚

廣州是他的中心，高鐵、所有的建設投資都先到廣州，而且規模很大，所以廣州

想由港口的發展角度，將「南沙」做為重點，以後把市中心往那兒遷。據云，

「南沙」的港口條件不及珠海、香港甚至深圳港，主要還是政府在後面推動，希

望跟整個地區有關係，因為廣州只能發展「南沙」，不能跑到深圳去。但是作為

一個城市，廣東省中，廣州的實力是最強的。總括來說，市中心往「南沙」發展

應該沒有問題，至於港口能做到多少，要看最後成效才知道。長期在「珠三角」

調研的楊春教授告知吾等：「『南沙』這幾年可能稍微好一點，有日本的汽車行

業在那裡。『南沙』真的談很久了，要自己搞一個港，因為深圳有港、香港有港。

『南沙』有一個不好的地方就是，他白天會有人來工作，晚上像是一座死城，因

為他成為廣州的一個區，你也知道官員的位置是不夠的，很多人被派到那邊，白

天會來上班，晚上會回廣州去，所以『南沙』的房地產價格起不來，沒一定以後

地鐵或者是……，因為汪洋在的時候提過綠道計畫，有點學高雄的單車道，高雄的

單車道建的很漂亮，廣州也想讓所有城市用單車連起來，從廣州市區可以一直騎

到『南沙』去，所以周末估計會有一些人做這樣的環保旅行，但是整個城市如餐

飲業等，晚上都沒客人的，配套做不起來。」  

    基於「2030 規劃」擬將「珠三角」分成三塊--深港一體化、廣佛一體化和珠

澳一體化，尤其「珠港澳大橋」完成後，原來比較發達的是珠江東岸，今後包括

中山、珠海等粵西城市，過去要透過廣州或深圳過來，現覺得有直接借鑑港、澳

優勢的可能；簡單說，「珠三角」9+2 主要的城市，未來發展態勢為何？廣州因

屬省會城市，深圳過去為特區，其他如珠海這些城市，因基本上還沒到達和廣州

及深圳競爭的檔次，就會去拉一些周邊城市，如深圳去跟惠州靠在一起、還想把

東莞拉過來。省會廣州自己也搞一盤棋，搞個南沙港，這樣子走下去，「珠三角」

這個地區未來到底會怎麼發展？競爭是必然的？合作是不得不的？還是？針對此，

楊汝萬教授指稱：「珠江三角洲一體化，現在沒辦法，比方說廣州和佛山基本上

現在都不行，都不允許。我覺得是都不會的，雖然從中央角度來說，希望你好，

又比方說西方概念中的中央、地方關係不一定能涵蓋、套用到此，因為東方人的

中央、地方關係比較複雜，很多東西都做不來的，很多都是為了自己的地盤。」 

  5.「珠三角」Vs.「長三角」的發展前景 

    另一受訪學者則表示：「在中國大陸，『珠三角』應該說是很重要的地區，我

的看法是他的發展潛力比上海還要好，因為這裡市場化程度比較高、錢比上海多、

社會各方面都比上海好，所以今後發展還有機會，但香港跟他合作不行。在『珠

三角』裡面，深圳跟廣州也很矛盾，他本身發展是有前途的，但要打到東南亞，

就說得太早了。現在香港跟東南亞關係退步了，廣州現在跟非洲、中東關係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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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現在有二十多萬非洲、中東人在那兒做生意，反而是東南亞沒這麼多。我

的看法是比較不同的，還有一個新的問題是緬甸的開放，中國跟緬甸簽了鐵路協

議，緬甸有鐵路通到昆明，現在還沒開工，但是協議已經簽了，鐵路通了以候，

對『珠三角』都會有影響，中國大陸的貿易不但跟東南亞了，還有跟中東、中亞、

非洲、歐洲了，從昆明下緬甸到印度洋，就不用經南中國海，這個會有很大變化，

但是短期還看不見，可能是幾年以後，因為鐵路要建二至三年。我的看法就是，

『珠三角』可能本身發展機會很大，但是跟其他地方合作關係就不太大。」此外，

他還補充道：「在社會方面，『珠三角』的社會開放度高，年收入高，上海人其實

沒那麼多錢，說自己有錢，但是廣東是真的有錢，這麼多年的改革開放基本上有

很多錢的。但是中央已經確定上海是做國際金融中心。」 

 

    對長三角較有感情的沈劍法教授在比較「長三角」和「珠三角」發展願景時

則稱：「我還是比較看好『長三角』，因為『長三角』有上海的基礎，相對比較

好，也可能是我對上海關心比較多，但我感覺上海整個基礎比較好一點，包括上

海市政府官員行事效率，根據有關規則來做，上海是作的比較好的，因為實行時

間比較長，比較成熟一點，我的感覺是這樣。『珠三角』的廣州當然還不錯，可

是有很多小城市，很多小鎮，那以前都是農村演變成城市化地區，我相信他們的

管理經驗還不是很足。」 

  6.「前海」：「國際金融中心」的試金石 

    香港學者對將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設在上海一節，均表肯定。至於「前

海」，他們認為：「一個是利用香港的條件，因為香港已經完全的國際化，可能

也有些是上海不能做的，可以在『前海』試驗，『前海』比較小還可以試；最早

廣東開放也是一樣，上海不要動，先把廣東拿出去試一下，失敗了也沒關係，上

海就不可以這麼盲目去試，我相信『前海』是一個試驗基地，可以有比較前衛的

政策，其他地方不能，但可以在『前海』試驗。現在做的工作是，香港有相當多

的人民幣，因為香港可以買人民幣，擁有很多人民幣但不能用，很多老百姓買人

民幣存在銀行裡，銀行拿這麼多人民幣之後他不能貸款出去，這人民幣怎麼循環？

『前海』的試點就是香港人民幣可以搬到『前海』去，在那將人民幣貸出去，這

是給香港銀行的一個機會，怎麼把人民幣業務做起來，否則不允許人民幣直接貸

款，最後香港人民幣是回到深圳交給中國銀行，給你一點點利息，他們也賺不到

錢，這存款是不能動的，所以『前海』做這工作讓人民幣能夠回去，這個香港銀

行是歡迎的，所以項目都是雙方博奕的過程，優惠條件給我，我能夠賺到錢，我

才會進去嘛!商家都為賺錢不管其他的，我想『前海』會說中央政府都有一些東

西在手，我希望你能過來，最後兩方面都能達到雙贏的局面出來，所以『前海』

是能做到一點東西。」陳博士亦提及：「做國際金融中心，人民幣不開放是很難

作的，人民幣的接收在新加坡都可以的，所以上海要統一，可是不是說要統一，

就可以統一的，這方面要很長的時間。上海比天津有優勢做國際金融中心，但是

要發展也不容易的，要在深圳、廣州做中國大陸內部的金融中心，除非我們以為

中國金融開放是很快的，我們的推論就會不同了，但我比較保守，不相信中國官

員是這麼隨便的，因為拍板開放的不是人民銀行，是政治局，他們要考慮安全問

題，現在安全問題越來越重要，金融安全、經濟安全，很多東西是要討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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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松山湖工業區」之於廣州和東莞產業的「騰籠換鳥」 

    研究過程中，也特別以占地頗廣，座落於廣州和東莞間之「松山湖工業區」

的最新發展請教香港學者，楊春答以：「我也有一段時間沒去了，但我估計東莞

的日子不會好過，因為『騰籠換鳥』就像汪洋走了，但是就算沒有這個政策，這

個大環境趨勢下是不好的。我最近做了一個比較研究，台商比港商在這方面做得

好，如遷走出去，港商還是不太願意動的，寧願留在「珠三角」，他們永遠講，

換個地方我們不熟，交通不方便，配套不好，這些因素其實台商一樣會面對的，

但是台商靈活度比較高，譬如「富士康」，「富士康」一動意味著很多動，我原

來認識一個在東莞清溪的台商，很靠近深圳，他都去了河南，去了好幾年了，跟

著「富士康」走的，我想香港或者可能還有一原因，即缺乏像「富士康」這樣的

企業帶他們走，沒有一個頭。」 

  8.「珠港澳大橋」與「珠三角」的區域發展 

    研究期間，亦針對即將完工的「珠港澳大橋」可能帶給「珠三角」區域發展

的影響就教香港專家、學者。有受訪者告以：「一開始的時候，澳門說他不要大

橋，抱怨這麼多人過去，我都裝不下，車子這麼多開過去…，現在卻很明確地要

求到了大橋都得下來，然後使用公交、巴士往澳門內去；當初香港的想法是，

『珠三角』的貨物可以到我的貨櫃碼頭來，不要車流，也不要人流，那時候原大

橋設計是要去深圳，香港就不幹，因為貨物會分去深圳，貨櫃去了深圳，不來香

港，結果『珠港澳大橋』來香港而不去深圳，深圳那時候很不開心，雙 Y 變成一

個 Y 型，珠海算是比較積極可以和香港連上。人流方面，一開始不是主要的考慮，

現在整個形式變了，從貨櫃業角度來看，香港可能也不是主要的考慮，貨櫃的數

量可能有一部份會到香港來，但在整個香港經濟海運部分，政府說要保留它，但

是我們的發展沒這麼快，因為深圳發展得也很快，而且這個大橋沒有一個分支去

深圳，深圳說要自己建一個，用另外的通道跟中山連起來，所以儘管沒有給通道，

自己也有辦法解決，所以『珠三角』的貨櫃，可以照樣去深圳。香港原想大橋開

通，這樣貨櫃去深圳很遠，都到我這邊來，但是深圳自己再建通道，這樣的效益

就不存在了。未來香港去『珠三角』西部會更加的方便，有好處就是現在深圳、

東莞的密度很高，差不多已經全部建完了，用地也很少，珠三角西部，人口密度

相對比較低，還有很多的土地是農田，不是說馬上去發展，但是他的潛力比東部

大很多，東部大部份已經滿了，深圳 1,000 萬人口，東莞 800 萬人口，廣州

1,000 萬，珠三角西部相對來說人口沒有這麼多，所以香港的商界要發揮的話，

西部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做，所以對香港來說，應該是有好處，可以比較靠近西部

這一塊，所以大橋應該會有一些作用，但我相信一開始的車流量不會太多，因為

收費會比較貴，去澳門的話，可能搭船比較經濟，汽車的費用不會低過船費，最

後就是從人流角度不一定更加划算，但是如到『珠三角』其他地方就方便了，是

可以直接去中山、去江門，所以對香港來說增加對西面腹地的可及性，應該對香

港有一定的好處，但主要看香港有沒有像上一屆那麼看重這個機會，去那邊發

展。」  

 9.貫穿沿海三大區域高鐵的通車與「珠三角」區域之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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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聯繫沿海三大區域的高鐵業已通車，當詢及香港對連接「珠三角」的看

法時，受訪學者答以：「香港的高鐵，整個九龍的高鐵站最理想的安排是高鐵站

內應該有中國的邊境人員，上了火車就進了內地的邊境，進了火車就可以到內地

另外一個城市了，下來就不用再安檢，直接進入內地了，但是香港有很多人對此

持保留態度，他們認為怎麼可以讓中國的邊防人員進入我們的地方呢！所以是否

可行，有很大的爭議，若這個不可行的話，香港的高鐵就很難發揮作用，比如現

在要去廣州南站的香港高鐵，由於廣州南站現在的設計是沒有邊境的，就算是內

地車站，所以香港出來還沒有進內地，火車到廣州南站以後先要讓廣州的邊境人

員查一下才能進到內地，整個的設計就重新改了，可以每個車站都搞一個嗎？廣

州搞一個、深圳、北京、上海也搞一個，香港出發的火車只能到這四個城市，其

他地方都不能去，而且這種火車從香港出發去北京，中間不能有人上車，因為他

還沒有進到內地，只能從香港裝滿了再出去，這種火車效率就會很差的，這是個

很關鍵的問題，很多只從表面上看，不讓內地邊境人員進來香港的國土，我相信

很多人會這麼想，可是高鐵的實際效果就廢掉了，這樣的高鐵怎麼能運作呢！如

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高鐵可以去全國地方，可以使我們的可及性增加很多，我

相信是一個頭痛的問題，但是一地兩檢已經在深圳施行了，深圳外的通道是設在

內地，這地租給香港，香港警察在那邊檢查，進來深圳以後，過了一關就是香港

的，但是這地還是內地的，過大橋，大橋一半是內地、一半是香港，然後再進來，

這就解決這問題了，但是內地的公安移到香港來，特別是九龍的市中心來管香港，

他們覺得過不去，所以很多人從情感上不容易接受，但邊境在這邊檢跟上火車檢

是一樣的，上火車已經離開香港，坐飛機也是一樣，飛機我們都有考慮過，是不

是可以在香港機場讓內地檢驗以後入了內地的國境，如進了這一塊，香港飛機可

以飛很多內地機場，現在不行，香港飛內地的機場都是國際機場，一定是有邊境

檢查的地方，也是限制飛機的網絡，但很多香港人還是說感情上過不去，怎麼在

香港機場、高鐵站有內地公安值勤，好像對他的自由是很大的威脅。」 

七、「前海」開發對台灣的啟示 

1. 台灣有可能成為除香港、新加坡外的另一「人民幣國際化中心」嗎？ 

 

     以現階段來講，不論金融或制度環節，台灣沒有香港這麼國際化是一個事實，

而以金融人才來講，香港也絕對比台灣多，但是這幾年大陸也來台灣挖像金融、

保險、證券這一塊不少的人才。2013 年初，大陸郭樹清先生造訪香港後，即刻去

了台灣，他也公布類似的政策，台灣政府很快地拍板了人民幣的自由買賣。所以，

台灣或許現在不是香港的對手，但不是不能成為對手，因為香港的地緣是跟大陸

挨在一起、又講同樣的語言，這是香港的優勢，但香港最大的劣勢是，它沒有製

造業，基本上它集中在金融跟房地產業，但台灣經濟結構很強的一塊是製造業，

所以將來要發展「現代服務業」，基礎在哪？深圳本身有製造業，但是深圳製造

業偏重在 IT 這一塊，IC 反而比較少，可是如果說「現代服務業」，如果人民幣

也可以自由買賣，加上保守的估計，台灣現在有百萬台商在大陸，所以一般認知

的金融中心，不只服務香港跟深圳，也可以服務到整個「珠三角」、「長三角」

或者是整個東南亞，台灣在這裡頭可以扮演什麼角色？前述分析顯示香港想要，

又怕受傷害，台灣這一塊反而沒有什麼好擔心的，因為我們本來就不是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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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們具備開始的條件，又有這麼多的台商在大陸，將來會用到金融服務，尤

其人民幣的國際化，有沒有這樣的機會？除了香港、新加坡以外，以華人社會來

講，是不是也有考慮到台灣，台灣可以找到什麼立基？此外，除了金融中心、台

灣也搞物流，台灣有好幾個港，香港、新加坡港口運輸一直是名列前茅，深圳也

跑得很快，可是台灣的服務不會比這些地方差，價格還比較低，利用這個優勢，

如果要做轉口貿易的話，台灣的 location 是不是有這樣的條件？更具體言，「前

海」不只搞金融、物流，還有高端製造業等，不可能所有單都給香港，有一些單

會給其他人，問題是台灣對這塊了解有多少？有少部分人擔心，「前海」確實在

搞什麼不清楚，可是如果人民幣的國際化是非常重要的，已經將訊息投給香港、

台灣，台灣過去也曾一度想做沒有做成，現在已讓人民幣可以自由的買賣、流動，

我們有沒有可能做一個人民幣的 offshore center？ 

    陳博士直截了當地說：「台灣在這方面自己埋沒了至少十年多、二十年，自

己埋沒自己的優勢；我看到過你說的前景，台灣企業這方面，尤其新竹 PC 股權

venture capital 就跟那些成功的科技公司混在一塊了，他不會亂跑，新竹這個優

勢很大，但埋沒了很久，他的優勢不只是科技，金融上也是，全世界 venture 
capital fund，尤其是成功的全在這上面，因為這個地方是科技的搖籃，而且很多

公司什麼都不是，但是有時候 venture capital 幫它成為巨人，因此你們的新竹，

包括現在也是比好多地方都有優勢，台灣民營企業家郭台銘、王永慶，這些東西

金融含量遠比製造業還要厲害，完全可以打造，不只科技的東西，更可以產生金

融的東西，包括你說的製造業，譬如說銀行就是跟著客戶走，有很多台灣公司去

了大陸，銀行也跟著去，但是大的生意，還是到銀行總部解決，意思說這邊是金

融總部，是有很好的條件去建構你說的金融中心，而且是很專業化的，從這一點

我覺得值得去研究，可是這個東西很政治，但因為資本是無國界的，邊界隔閡、

政治隔閡全部要打破，才會有你說的那些東西，因為台灣長期偏重製造業，沒有

太多的金融服務業，加上政治因素、金融因素都還沒完全到位，起碼埋沒了十年，

可以趕上的，從我的角度想當然一個區域中心是很重要，但是金融跟城市是相關

的，而且更加民主也是金融服務業基本的條件，台灣也具備這些東西，而且還有

企業、產業創造資產也比香港好，因為香港沒有這些產業，台灣有，制度你也比

人家好，而且這代表未來的競爭力，IT 企業、ICT、ITC 企業都是這玩意。我最

近有一很大港府的研究項目就是做金融中心的，我想台北在制度上，尤其這些創

新的，你說大陸便宜、人工、地方便宜，但他能創新出來嗎？創新不了的，創造

出來的東西才是最關鍵的，再便宜也創造不出來的，台灣確實有這樣的優勢。我

想前十年，台灣企業很多都進大陸了，但是金融可能是用中國、用香港，因為有

財政控制，如果全部用台灣的那更好，這個要研究。」 

    研究過程中，也特別就在 ECFA 的框架下，台灣最近兩三年金融業登陸暨發

展服務貿易情境就教香港專家。個人對終於在 ECFA 的框架下，允許中國來台設

銀行暨我銀行登陸做了背景說明。以大陸來台設銀行為例，第一年多是辦事處，

要有一些條件才可以設立分行，仍有很多看得見、看不見的限制。至於台灣赴大

陸設銀行，願意去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先去卡位，反正你遲早會開放，遲早市

場經濟還是會凌駕在計畫經濟之上，第二則因為在某些地區，如「長三角」其實

有一個台灣高科技的 concentration，他們就苦於沒有辦法在內地的中國銀行借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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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說可以借，但是利息非常的高，這些人還沒有去之前，也會跟本地銀行打交

道，現在只不過換個地方，找回老客戶，老客戶還是有信任關係，以這些廠商為

主，生意還是可以維持，所以銀行過去了，在過去三、五年，尤其昆山、上海，

東莞、廈門較集中。這些銀行很自然當然會形成一種分地盤，不踩彼此的線的勢

力範圍、市場區隔，然而，以銀行業來說，如果他有野心，一定不會安於開一家

只服務台商的銀行，這種思維和格局都太小，當然也希望有大陸的客戶，但心態

--信任就變得很重要，你來跟我借錢變呆帳怎麼辦，我們這邊一切按規矩來，所

以現階段還是會以台商為主，我借給大陸的，可能不一定拿得回來，尤其科技業

的資本，又涉及智慧財產，不單純是借錢問題，還有智慧財產權、專利等，當港

商憑藉 CEPA 進入中國大陸時，讓人聯想到台灣一樣也有 ECFA，即使有這樣的

東西可以保證……？舉我們最大的百貨公司新光集團的例子，他是一個財務非常健

全的公司，可以獨資的，可是當時大陸政府不允許獨資，要參股，最後被吃掉了，

帶了一堆資本去，卻空手而回。 

 

    受訪的專家回應：「這個在國內太普遍了，掙錢的公司遲早會被吃掉，不掙

錢的公司你就去揹吧，包括台商『康師傅』等品牌，當你成長起來就打你，他如

香港的『王老吉』，在國內比『可口可樂』還大，你說的這個東西是全方位的，

只要能賺錢的企業，都儘量給你吃了，這東西一體兩面，進入內地是一個很大的

市場、機會，但隨時被人家吃了，可是上哪去找這麼大的市場，這也是大陸牛的

地方，每戰每敗還是要去戰，還得想辦法去戰，指望中國、政策更進步。但這話

說回來就要靠政府了，靠政府去設代表處、領事館，怎麼去跟地方政府聯合保護

廠商。『富士康』，我知道的故事多了，很多東西都被深圳給偷了，『比亞迪』電

子兩個一模一樣的東西，人、技術都是『富士康』的，郭台銘跟他要打官司，在

國內根本就沒用，打什麼打啊!跑到香港打，也沒多大用，還有我對郭台銘也蠻

了解的，共產黨對企業產業好得不得了，雖然還有很多的規矩、規則，但郭台銘

把省長、省委書記一個人全搞定，而且體制是一直不變的，所以郭台銘喜歡共產

黨喜歡得不得了，企業跑到印度、越南，越南好幾個共產黨，他搞不清楚哪個管

事，收買這個、還有那個，搞得焦頭爛額，所以這基本上有各式各樣的東西，有

負面，但是也有這種好處，現在講得更難的是，要處理工資、達到環境要求，而

且人民幣升值對企業來說也越來越難，但是他的好處還是很明顯，好處是外人不

知道，基本上全是『關係』，沒有『關係』就寸步難行，一有『關係』就一通百

通，但這對中小企業是沒有用的，他們根本沒有能力去搞這個『關係』，沒錢去

搞這個『關係』，這是一個不合理、不公平的環境，但有些人很喜歡它，有很大

的市場，要跟他一起成長，就叫做『與狼共舞』，一塊起舞，但是儘量不要被他

吃了。你說台北發展金融產業，我覺得還是可以的，而且香港、新加坡是無厘頭

的坐享其成，他就是一個 financial system，很簡單就是這個，但人家錢就全來，

因為國內人大量移民，裸官、裸商，只要賺了錢、當了大官，賺了錢一定要往外

走，實際上不是人往外走，是搬錢、移錢，不是移民，而後把錢搬到外面去，只

要台灣搞的好，他也會投資到台灣，分一杯羹，但是要有一個很成熟的金融市場，

要不然根本沒有投資機會，香港目前還是最好的，香港現在就是吃這個，不會來

查帳，但香港沒什麼本事，就是『制度』而已，只要把制度搞好了，起碼也分一

杯羹。包括這些人買尿片、奶粉、洗髮水，甚至買蔬菜，蔬菜是大陸來的，牛奶

有些也是大陸來的，他們願意到香港買，因為大陸品管不嚴，同樣東西信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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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大陸的，這都是因為這個『制度』，這個『制度』讓你有信心就行了。但是

我們就慘了，什麼東西都資產架構，都往上漲，雖然看到他的負面，但不要太強

調他的負面。抓到機會，雖然最後可能被人家吃了，但是過程之中，可能還是賺

到錢，台灣很多企業，『康師傅』本來是做麵條的，現在『旺旺』還在香港上市，

這個東西在台灣是很難想像的，他在內地千辛萬苦處理好多『關係』，一樣封殺

他，但是台灣會玩這個，香港在這方面就差點，香港受英式很誠實、老實，中規

守法，可是台灣人不一定喔，香港跑到那去做這些東西，是做不成的，尤其是有

品牌的產業，香港只是做代工，代工是最簡單的，實際上跟當地一點關係都沒有，

保稅區封起來的，東西進去、工廠出來，唯一只是用了勞工，那塊地、那廠房，

跟當地的規矩、政府一點關係也沒有，那是最封閉的，你要說像『康師傅』內銷

阿這種，在香港還沒看到，可是台灣很多，在國內遍地是台灣品牌。至於台灣怎

麼做成金融中心還是要找我們去幫你們研究一下。」 

 

    陳博士並且認為：「新任領導人上台，他們對台灣的興趣會大過對香港，習

近平自己原來在福建這麼多年，他自己都對連戰說，他幾乎每天都要處理跟台灣

有關的事務，而且基本上香港回歸這麼多年了，我想它保持穩定就好了，不會像

以前一樣給那麼多的支持與讓步。現在香港人很爭論的 CEPA，實際上當初

CEPA 推出來的時候，如果我沒記錯，國內很多省份都有意見的，覺得中央太偏

香港了，中央政府不可能與任何一個省簽這種協議的，我想經過這麼多年，而且

因為 CEPA 還鬧出這麼多不愉快，差不多每天的報紙都有這些報導，我覺得在這

種情況之下，可能兩岸經貿互動還可能更成為政策的重心吧！我覺得可能台海關

係還會更好一些。」 

 

2. 強化台海產業鏈分工以加速經濟融合 

 

    在台海經濟融合方面，陳博士也開門見山地道出：「台灣沒有一條進一步很

好地和中國大陸經濟融合的管道，你就會孤掌難鳴；如能跟大陸進一步經濟合作

就大了，如交通、物流，自己運做都是比較小的，沒有很大的結果，但是跟大陸

結合起來，看的就是十三億人口，地域就大得不得了。」他繼之並強調：「因為

全球所有國家都要跟大陸打交道，不打是你笨，但是那是兩方面的，不能打開門

就算了，要做很多配套，把競爭力提高，我們香港沒有做這些事情，但我們本身

有一個好處，產品安全沒有問題，第二，我們稅收低，所以我們不做事情，他自

己會要來。台灣的稅收沒有我們這麼低，怎麼利用現有體制發揮優勢，還要做很

多其他的工作，不是打開門就可以的。所以現在大陸給全世界出新的課題，大家

要怎麼應對，一方面取得競爭保障，另一方面也要學會面對他的壓力。」 

 

    受訪的陳博士特別提醒台灣產業鏈跟大陸分工的重要性，他的具體建議是：

「一方面要利用大陸的市場，大陸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場，在很多的產業方面生產

的主力是在大陸，在產業鏈裡面怎麼分工，台灣這些年做的不錯，但是利用大陸

市場沒有韓國那麼厲害，韓國主要是靠大陸才起來的，作得很成功，一方面利用

大陸，一方面獨立發展，他利用大陸，但是沒有全面依賴大陸，他利用大陸做基

座，打其他市場，日本失敗是因為他放棄了大陸市場，所以 SONY 跟三星是愈差

愈遠的，以前是 SONY 比較好的，現在是 SAMSUNG 比較好，主要是因為日本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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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市場，長期研究韓國怎麼利用大陸市場，就像現在最新的韓國護膚品，這些

不是高科技，是文化產品，作得很好，大陸買得很厲害，怎麼利用大陸市場，是

要學的，你們以前主要是生產方面，現在要從銷售方面考慮。我的看法是參考韓

國三星、現代的方法，利用大陸市場，不是限於大陸市場，利用大陸市場打全世

界市場，像『旺旺』、『統一』都是進大陸市場不出來了。韓國三星則從大陸開

始打全世界，回去可以打大陸。也不是說中國大陸市場吃不完，大陸市場有了基

礎打出去再打回來，來回的，大陸市場升級是很快的。所以台灣太保守了，可能

是政治因素，韓國沒有這個考慮，應該好好學韓國大企業的做法。」   

3. 仍可放寬大陸觀光客來台和自由行 

 

    此外，在開放大陸觀光客來台和自由行方面，受訪的專家也透露：「大陸的

旅客對台灣造成的壓力不會像香港這麼厲害。香港這邊大陸旅客過來買了當日回

去，台灣不會有這樣的，所以你們這方面壓力跟香港是不同的，所以接受更多的

大陸旅客是沒有問題的。」 

4. 對中國未來總體經濟發展、國企與民企的看法 

 

    總之，大部分受訪的香港學者對未來中國的總體經濟抱持著很樂觀的態度，

但也都表示未來會有變化，最大的變化應該是 2020 年以後，中國大陸人口下降

得很快的時候（人口紅利消失），到時要看它怎麼調整。至於談到大陸企業強在

哪裡？受訪者直言：「它也不太強，因為本土化因素，大陸全國統一的品牌很少，

以前『茅台』主要是高消費，政府收了全部沒有了，都是地方化的，我的看法一

般說不是一個大陸市場，是很多個大陸市場，最簡單的是廣州跟上海不同，上海

跟北京不同，更不要說二線的市場，所以怎麼打進去，什麼方法，大陸現在是地

方分化很厲害的，很少有全國統一品牌。」在回答個人「民營企業還有戲嗎？」

問題時，學者們主張：「有的，這個死了以後，新的會出來，沒問題的，大陸的

好處就是比較關鍵的企業是國營企業，技術方面發展是靠國營企業，靠國防工業，

但是做經營的是私人企業，私人企業這個掛了，新的又起來，不要以為企業掛了

就是大問題，可能是好事，汰換，不停的翻新，這是他的動力。」 

    最後，在聆聽專家們對「國進民退」看法時，受訪專家回應：「是很明顯的，

有些地方是應該國家的，他現在政府的政策，城市是靠企業這是不可能的，哪地

方靠企業做創新的，主要還是靠政府的實力，就算台灣的 IT 產業，沒有政府，

一樣是不可能的，大陸的高鐵、飛機、工程都是靠國家、還有國防工業、國營企

業。但是很多學者以為，以前是不對的，但我看不到國際上哪一個國家是完全市

場化的，香港也不是，香港 70 年代以前，我們的房地產是政府、大財團在後面

支撐的，現在香港壟斷程度還是很高的，這市場是政府做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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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珠江三角洲區域移地研究期間受訪廠商特性一覽 

地區 

屬性 
廣佛地區 

企業 美的 格蘭仕 志高 今日景藝 金發科技 

工業區 廣東佛山 廣東佛山 廣東佛山 廣東佛山 廣東廣州 

行業別 家電業 家電業 家電業 生技類 塑膠原料 

創始日期 1968 1978 1994 1995 1993 

經營權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 台資企業 民營企業 

起始資金 208,017.7 萬元

(註冊資本) 

5000 萬元 

（註冊資本） 

99614 萬元 

（註冊資本） 
 

13.965 億元 

總資產

(RMB) 

900 億   
 

126.92 億元 

營業額

(RMB) 

1400 億 58 億  
 

 

研發投入 與日本東芝、

美國開利簽署

合作協議，製

冷產業實力提

升 

擁有 500 多項

專利技術 

設立研究中心 

俱備研發部門 

 

內外銷比例 內外銷均有 內外銷均有 內外銷均有 國外市場提供

蝴 蝶 蘭 大 、

中、小苗。主

要提供市場為

外銷荷蘭、美

國、日本、韓

國等，其他為

國內市場。 

服務中國企業，

產品原料用於家

電外殼和汽車 

主要產品/服

務 

各式家電 微波爐 空調 蝴蝶蘭種苗 塑膠、化工產品 

員工數   1500 技術人員   

核心競爭力 多條完整的產

業鏈 

完整的微波爐

產業鏈 

節能、靜音 
 

產量大、應用範

圍廣泛 

國內外佈局 在蕪湖成立製

冷公司 

  佛山市順德花

卉 世 界 兩 基

地 、 翁 源 基

地。 

在美國、加拿

大、印度、韓國

等 30 多個國家註

冊 

多角化經營 房地產、汽車 冰箱、洗衣機 抽油煙機、電

熱器、電磁

爐、冰箱、洗

衣機 

 

塑膠回收及再生

利用、日用機

械、金屬製品、

新材料、新產品

的開發 

老總擔任官

職 

方洪波 梁慶德 李興浩 
陳永得 

袁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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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一  珠江三角洲區域移地研究期間受訪廠商特性一覽（續一） 
地區 

屬性 
廣佛地區 深莞惠地區 

企業 長豐 經緯 亞力山卓 台升 興昂(台) 

工業區 廣東佛山 廣州 廣東深圳 廣東東莞 廣東東莞 

行業別 紡織服裝 房地產顧問 傢俱業 傢俱業 製鞋業 

創始日期 1971 1989 1993 1995 1982 

經營權 台資企業 民營企業 台資企業 台資企業 台資企業 

起始資金   2000 萬 

（註冊資本） 

  

總資產

(RMB) 

     

營業額

(RMB) 

     

研發投入      

內外銷比例 歐、美、日等

全球各大品牌

指定採購 

服務企業：萬

科地產、保利

集團、星河

灣、中海地

產、恒大地

產、光大集

團、新世界地

產、時代集

團、雅居樂集

團、奧園集團 

內銷/出口:北

美,南美 

 出口：歐美 

主要產品/服

務 

無塵室專用擦

拭布/清潔帶、 

房地產顧問

（投資、住

宅、商業、別

墅） 

臥房組、客廳

組、餐廳組、

酒店工程裝修

材料、酒店傢

俱。 

 高級休閒皮鞋 

員工數     50000 

核心競

爭力 

對於棉纖維及

聚酯纖維的深

入瞭解與實際

生產經驗 

龐大的房產基

礎資料庫 

  研發設計人員

亞洲規模最大 

國內外佈局  分公司：廣

州、佛山、上

海、廣西 

貿易事業部：

台灣 

生產基地：中

國深圳、越南 

 生產基地：中

國大陸、越

南、印尼 

多角化經營   OEM 轉型

OBM 

OEM 轉型

OBM 

OEM 轉型

OBM 

老總擔任官

職 

陳進丁 區俊文（董事

長） 

蕭金聰 郭山輝 趙明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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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二  珠江三角洲區域移地研究期間受訪廠商特性一覽（續二） 
地區 

屬性 
深莞惠地區 

企業 愛迪威 華為 中興 金寶(台) 步步高 

工業區 廣東東莞 廣東深圳 廣東深圳 廣東東莞 廣東東莞 

行業別 塑膠原料 電子通訊業 電子通訊業 電子通訊業 電子通訊業 

創始日期 2008 1987 1985 1973 1995 

經營權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 台資獨資 民營企業 

起始資金 50 萬 2.1 萬 343,754 萬元 

（註冊資本） 

 
59,711.6 萬元 

總資產

(RMB) 

 210006(百萬)  145 億 8233 萬

(新台幣) 
 

營業額

(RMB) 

 2202 億 862.54 億  
 

研發投入  48%員工從事

研發 

33%員工從事

研發 

 
 

內外銷比例 內銷為主 內外銷均有 為全球 140 多

個國家的電信

商提供語音、

數據、多媒

體、無線寬頻 

 

 

主要產品/服

務 

塑膠水箱、儲

罐、水塔、化

工桶、周轉

箱、運輸罐、

化工容器、藥

箱、塑膠桶 

交換網路、傳

輸網路、無線

及有線固定接

入網路和資料

通訊網路及無

線終端產品 

綜合通信解決

方案提供商，

電信設備製造

商  

消費電子、電

腦、電信 通 信 產 品 、 教

育電子產品、 

數 位 視 聽 系 列

產品 

員工數  15 萬 78402 11352 12,293  

 

核心競爭力 塑膠旋轉成型 率先形成的市

場佔有率 

與國際市場接

軌 

低成本、高品

質 

移 動 終 端 產 品

開發平臺 

國內外佈局  研究所：印

度、美國、瑞

典、歐洲、俄

羅斯以及中國

的北京、上

海、南京、成

都、西安、杭

州 

研發基地，深

圳，南京，上

海，西安，北

京、天津、成

都、武漢、重

慶、三亞 

中國長安、吳

江、東南亞、

中南美洲設廠 

 

多角化經營    生物科技，立

體科技，生產

3D 印表機加

入第三次工業

革命 

 

老總擔任官

職 

翁賢君 孫亞芳 侯為貴 許勝雄 
王填(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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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七~三  珠江三角洲區域移地研究期間受訪廠商特性一覽（續三） 

地區 

屬性 
深莞惠地區 珠中江 其它地區 

企業 光晟 大長江 華藝燈飾 裕元 珠江船務 

工業區 廣東深圳 廣東江門 廣東中山 香港 香港 

行業別 玩具業 汽摩暨配件業 燈飾業 製鞋業 物流業 

創始日期 1967 1992 1986 1988 1962 

經營權 台資企業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 台資企業 國有企業 

起始資金 700 萬美元 

（註冊資本） 

 
7700 萬 

  

總資產

(RMB) 

91228 萬元 

（新台幣） 

 
 

16.49 億  

營業額

(RMB) 

  
 

  

研發投入  與鈴木株式會

社合作 
 

  

內外銷比例 內銷/出口:港澳

臺、日本、東

亞、東南亞、

北美、中南美

洲、歐洲、中

東、非洲、澳

洲 

出口日本、韓

國、巴西、西

班牙、墨西

哥、印尼等  

內銷:批發零售.

出口：歐美 

主要範圍在廣

東省 

主要產品/服

務 

彈力球、飛

盤、蛋殼、公

仔 

摩托車及零

件：「豪爵」、

「鈴木」 

水 晶  、 水 晶

燈、蠟燭燈、

落地燈、 全銅

雲石燈 

運動鞋、步鞋 經營廣東省內

貨物及旅客運

輸、倉儲、船

舶修造 

員工數 821  5000 423000  

核心競爭力  引入技術，創

立品牌  

為品牌客戶設

計、開發鞋類

產品 

持續投資，增

加對碼頭、高

速公路的控制 

國內外佈局 設廠：山東濰

坊、深圳寶安 

與鈴木株式會

社合作設立合

資企業 

 

設廠：中國廣

東珠海、中

山、東莞（高

步、黃江），江

蘇太倉。越南

胡志明市。印

尼西冷 

在珠江三角洲

擁有 15 家內河

碼頭股權，33

個集裝箱代理

點，經營 35 條

粵港集裝箱航

線  

多角化經營   

 

純代工製造

（轉型為代工

設計製造 

港口航運物

流、高速客運 

老總擔任官

職 

莊世良 王大威 

中國摩協會長 
區炳文 

蔡其能 劉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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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長三角區域移地研究期間受訪廠商特性一覽 
地區 

屬性 
上海 

企業 坤泰集團 國泰人壽 中榮集團 歐迪芬 晉億實業 

工業區 上海 上海浦東 上海嘉定 上海 上海 

行業別 金融投資 壽險業 金屬零件 服飾業 緊固件行業 

創始日期 1997 2004 1995 1980 1995 

經營權 民營企業 台資合資 台資獨資 台資獨資 台資獨資 

起始資金  8 億 

(註冊資本) 

   

總資產

(RMB) 

50 億  1500 萬美金

（總投資） 

  

營業額

(RMB) 

10 億     

研發投入      

內外銷比例   供應：新力、

西門子、飛利

浦、惠普、柯

達等全球網路

客戶 

中國市場； 

外銷：法、

美、日 

內外銷均有

（使用在高

鐵、風電、航

空航天、汽

車） 

主要產品/服

務 

礦資源開發、

貴金屬產品研

究 

保險服務 精密彈性金屬

零件（電子器

材彈簧） 

內衣 螺栓、螺母、

螺釘、精線 

員工數   200   

核心競爭力 實體經營、國

際貿易一體化 

 供應充足、訂

量靈活 

打造知名國際

品牌 

自動化生產及

檢測設備 

國內外佈局 國內：子公司

分佈在上海 

國外：非洲探

勘礦產資源 

分公司：江

蘇、浙江、福

建 

設廠：馬來西

亞、上海、大

連 

分公司：天

津、哈爾濱、

瀋陽、大連、

青島、濟南、

武漢、成都、

南京、杭州、

深圳、重慶、

太原 

設廠：浙江、

上海、廣州 

多角化經營   轉型新能源、

醫療器械 

 汽車配件、國

際貿易、 

老總擔任官

職 

張建平 

(董事長) 

龔志榮 

(總經理) 

林信湧 

(董事長) 

王文宗 

(董事長) 

蔡永龍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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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一  長三角區域移地研究期間受訪廠商特性一覽（續一）     

地區 

屬性 
上海 環太湖經濟圈 

企業 信義房屋 浦東國際集裝

箱 

民生輪船 統一 濱川 

工業區 上海 上海浦東 上海 上海 江蘇蘇州 

吳江市 

行業別 房地產 物流業 物流業 食品加工 電子業 

創始日期 1981 1994 1997 1992 1983 

經營權 台資獨資 中外合資 民營企業 台資企業 台資獨資 

起始資金    5490 萬美元

(總投資)  

 

總資產

(RMB) 

     

營業額

(RMB) 

     

研發投入      

內外銷比例    內外銷均有 內外銷均有 

主要產品/服

務 

二手房買賣租

賃、商業地產

買賣租賃、一

手房行銷代理 

集裝箱裝卸 江海航運、公

路運輸、國際

貨代、國際船

代、現代物流 

非碳酸飲料及

方便麵。主要

飲料產品為果

汁飲料及即飲

茶。 

金屬沖壓件 

員工數    800  

核心競爭力 完整的房產訊

息化 

提高裝卸技

術、增加吞吐

量 

擴展物流網絡

與輸送管道 

配合在地飲食

進行產品開發 

開發高附加價

值產品(高精緻

度外觀及高精

度之內構) 

國內外佈局 分公司：上

海、北京、重

慶、蘇州、杭

州 

合作:美國總

統、法國達

飛、日本郵

船、鐵行渣

華、東方海外

等船務公司。 

在中國沿海和

長江沿線各主

要城市以及境

外設有 40 多

個分支機搆。 

分公司:瀋陽、

哈爾濱、北

京、成都、昆

山、合肥、鄭

州、南昌、武

漢、福州、廣

州、新疆、煙

台 

設廠：蘇州、

東莞、馬來西

亞的檳城 

多角化經營 管理顧問、擔

保 

    

老總擔任官

職 

周俊吉 

(董事長) 

李孝明 盧國紀 

重慶市政協委

員 

林蒼生 蕭欽銘（董事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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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二  長三角區域移地研究期間受訪廠商特性一覽（續二） 
地區 

屬性 
環太湖經濟圈 

企業 誠創 紅豆 威孚 中達電子 統一馬口鐵 

工業區 蘇州吳江 江蘇無錫 

紅豆工業城 

江蘇無錫 江蘇吳江 

經濟開發區 

江蘇無錫 

行業別 電子業 紡織服裝業 機械製造 電子業 鋼鐵業 

創始日期 2000 1957 1958 1971 1969 

經營權 台資獨資 民營企業 國有股份制 台資獨資 台資獨資 

起始資金   11543 萬 18600 萬 

（投資江蘇吳

江廠房） 

 

總資產

(RMB) 

17 億（新台

幣） 

 67.6 億   

營業額

(RMB) 

   300 億  

研發投入  積極引進國內

外高級人才 

   

內外銷比例 內外銷均有 內銷 

出口：20 多個

國家 

內銷 

出口：美洲、

東南亞、中東 

 內外銷均有 

主要產品/服

務 

冷陰極燈管、

發光二極體

(LED)及冷陰

極燈管照明產

品 

服飾、針織內

衣 

柴油燃油噴射

系統（使用於

柴油機） 

交換式電源供

應器、無刷直

流風扇、視訊

顯像技術 

馬口鐵底片

(TMBP)、馬口

鐵、冷軋鋼板

及空罐 

 

員工數 50  5000 50000  

核心競爭力 冷陰極燈管 成立技術中心 先進的製造技

術、完善的銷

售服務系統 

一流的研發中

心、實驗室 

完整的產業鏈 

國內外佈局 台灣、蘇州 分公司：美國

紐約、洛杉磯 

國外設廠：柬

埔寨 

分公司：無

錫、南京 

服務據點：各

大重要省市 

設廠：臺灣、

中國、東南

亞、印度、歐

洲。 

設廠：台灣、

江蘇、漳州、

無錫、成都、

越南 

多角化經營  服裝、橡膠輪

胎、生物製

藥、地產 

機械、化工產

品、汽車零

件、銷售、技

術開發和諮詢 

 PET 瓶蓋、瓶

胚、吹瓶、飲

料充填 

老總擔任官

職 

馬永玲（董事

長） 

周海江 

中共十八大代

表 

王偉良(董事

長) 

海英俊（董事

長） 

羅智先（董事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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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三  長三角區域移地研究期間受訪廠商特性一覽（續三） 
地區 

屬性 
江蘇沿海經濟開發區 

企業 喬勝機動車 台玻 南緯 江蘇悅達 恆達 

工業區 江蘇鹽城 江蘇鹽城 江蘇鹽城 江蘇鹽城 江蘇鹽城 

行業別 汽摩暨配件業 汽摩暨配件業 紡織服裝業 汽摩暨配件業 紡織服裝 

創始日期 1995 1964 1978 1988 2002 

經營權 台資企業 台資合資 台資合資 國有企業 中港合資 

起始資金  9000 萬美元

（總投資） 

  1800 萬美金

（總投資） 

總資產

(RMB) 

    69908 萬 

營業額

(RMB) 

  14500 萬美金  86263 萬 

研發投入 模具設計開發

及橡膠配方研

究 

尋找與企業技

術合作的機會 

成立研發性質

的子公司：台

灣超臨界科技 

 聘請韓國印染工

程師 

內外銷比例 40%出口各

國，60%內

銷：供應中國

車廠 

主要銷往臺

灣，大陸，南

非，歐洲，日

本，中東等地

區。 

90%外銷美國 內銷 

出口：供應各

大國際企業 

內銷 

外銷：歐美、東

南亞、俄羅斯 

主要產品/服

務 

等汽機車密封

件等橡膠製品 

汽車用鋼化玻

璃、膠合玻璃

及其配件 

染紗、針織

布、梭織布、

成衣 

綜合性乘用車 高檔人造毛皮面

料、等家紡產

品、以及成品服

裝 

員工數   6000  241 

核心競爭力 簽訂 OEM 生

產，讓出廠產

品可直接回銷

日本。 

產品應用層面

廣泛 

絲光綿、金屬

纖維及無水染

整技術 

國際合作 產品應用多元 

國內外佈局   廠房：台灣台

南、越南、史

瓦濟蘭、墨西

哥、中國 

  

多角化經營    紡織、公路開

發、農林牧漁

機械、能源礦

產 

 

老總擔任官

職 

陳宏昌 

鹽城台商會長 

張建松 

(總經理) 

林瑞岳 

(董事長) 

陳雲華 

鹽城市政協副

主委 

王恒軍(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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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四  長三角區域移地研究期間受訪廠商特性一覽（續四） 
地區 

屬性 
環杭州灣產業帶 

企業 杉杉 中緯 友嘉 飛鷹 升鴻機電 

工業區 浙江寧波 浙江杭州 浙江杭州 浙江杭州 浙江寧波 

行業別 紡織服裝業 紡織服裝 機械製造 機械製造 機械製造 

創始日期 1989 1924 1985 1986 1969 

經營權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 台資獨資 國有企業 台資獨資 

起始資金   800 萬美金 182 萬（註冊

資本） 

 

總資產

(RMB) 

169 億 91366 萬元    

營業額

(RMB) 

142 億 982 萬元 352 億（台

幣） 

  

研發投入 從德國，日

本，義大利引

進全自動吊掛

式流水線操作 

    

內外銷比例 國內：3000 家

專賣店 

出口：歐美服

飾主流市場

（紐約、巴

黎） 

內外銷均有 內外銷均有   

主要產品/服

務 

西服、高級服

飾 

針織衣料 帶鋸床、磨

床、工具機 

電器零配件、

裝飾鏡、傢俱 

鼓風機 

員工數 11000 84  20 工程師及技術人

員 30 餘人 

核心競爭力 國際化多品牌 價格低廉 CNC 電腦數

值控制車床 

 具有國際大廠經

驗的專業技術管

理人員 

國內外佈局 下屬 2 家國內

上市公司，7

家海內外公司 

分公司：杭

州、海南島 

設廠：浙江江

東、浙江杭州 

  

多角化經營 高科技新材料

產業；房地

產、國際貿

易、金融 

傢俱、農副產

品、地產建設 

   

老總擔任官

職 

鄭永剛（董事

長） 

浙江省人大代

表 

孫莉莉 朱志洋（總

裁） 

許亦平 陳鎮華（總經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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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五  長三角區域移地研究期間受訪廠商特性一覽（續五） 

地區 

屬性 
環杭州灣產業帶 

企業 傳化集團 天聖控股 久立 精功集團 龍森木業 

工業區 杭州市蕭山經

濟技術開發區 

浙江省 

紹興柯橋經濟

開發區 

湖州市雙林鎮

西 

紹興柯橋 浙江嘉興 

行業別 化工 化工 鋼鐵業 鋼鐵業 木業 

創始日期 1986 1977 1988 1968 1995 

經營權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 

起始資金  26000 萬(註冊

資本) 

 2 億（註冊資

本） 

 

總資產

(RMB) 

 150 億 14 億 120 億 1 億 

營業額

(RMB) 

208 億 122 億 34.51 億   

研發投入   引進日本、美

國、瑞士等國

家的連續焊接

生產線 

  

內外銷比例 內外銷均有 內外銷均有 內外銷均有 內外銷均有 內外銷均有 

主要產品/服

務 

專用化學品、

新材料、煤化

工、石油化工 

花式混紡絲

線、氨綸製

品、紡織品及

服裝的生產及

加工 

不鏽鋼管 鋼結構建築 地板（實木地

板、多層實木地

板、強化地板） 

員工數 7400 4300 1700 14000 300（擁有中高

級職稱專業技術

人員 30 名） 

核心競爭力 有機矽單體規

模、產業鏈完

整性 

阻燃防靜電超

細纖維燈芯絨 

熱擠壓生產設

備全程自動控

制 

相關產業多元

經營 

提升產品品質，

推展外銷 

國內外佈局 生產基地遍及

華東、華北、

華南、東北等

地區 

合作企業：日

本丸紅、韓國

三星 

設廠：浙江、

湖州 

生產基地遍及

華東、華北、

華南、東北等

地區 

 

多角化經營 化工、物流、

農業、投資 

化工、化纖、

織造、新能

源、房地產、

貿易及投資 

 鋼結構建築、

裝備製造、紹

興黃酒、通用

航空 

 

老總擔任官

職 

徐冠巨（董事

長） 

孫永根（董事

長） 

周志江（董事

長） 

金良順（董事

長） 

胡敏浩 

浙商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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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六  長三角區域移地研究期間受訪廠商特性一覽（續六） 
地區 

屬性 

環杭州灣產業

帶 
溫台經濟帶 

企業 正原 報喜鳥 正泰 德力西 大虎打火機 

工業區 嘉興開發區 浙江溫州 浙江溫州 浙江溫州 浙江溫州 

行業別 電子業 紡織服裝業 電器業 電器業 打火機業 

創始日期 1994 1996 1984 1984 1992 

經營權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 國有獨資 民營企業 

起始資金 10159 萬（註

冊資本） 

6,000 萬(註冊

資本) 

   

總資產

(RMB) 

 70 億 200 億 50 億  

營業額

(RMB) 

3 億 50 億    

研發投入  聘請義大利設

計師 

   

內外銷比例 內銷為主 內銷為主 內銷 

出口：已進入

歐洲、亞洲、

中東和非洲等

國際主配套市

場。 

內外銷均有 內銷 

外銷地區：加

拿大、日本、

美國、西歐等

70 多個國家和

地區。 

主要產品/服

務 

稅控收銀機 服裝、皮鞋、

皮革製品 

電器、新能源 高中低壓電

器、輸變配電

氣和工業自動

化控制電氣 

金屬外殼打火

機、高原地區

使用打火機 

員工數  10000 29000 14000  

核心競爭力 研發中心 統一的銷售網

路 

薄膜太陽能電

池關鍵生產設

備 

產品由傳統機

械式向數位化

發展 

防風技術 

國內外佈局 子公司：佳利

電子、正原科

技、正原智

慧、湖南嘉正

興原 

上海、溫州工

業園區；廣

州、深圳加工

基地。 

分公司：溫

州、上海、杭

州 

分公司：溫

州、上海、杭

州、新疆 

 

多角化經營  地產和創業投

資 

 綜合物流、交

通運輸、礦業

能源、環保工

程、再生資

源、金融服務 

 

老總擔任官

職 

尤源（董事

長） 

吳志澤 

中國服裝協會

副會長 

南存輝（董事

長） 

全國政協常委 

胡成中（總

裁） 

全國政協委員 

周大虎 

第十屆省人大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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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七  長三角區域移地研究期間受訪廠商特性一覽（續七） 
地區 

屬性 
溫台經濟帶 南京都市圈 

企業 康奈 東藝 建暉複合建材 啟耀光電 老山藥業 

工業區 浙江溫州 浙江溫州 江蘇南京 馬鞍山市慈湖

經濟開發區 

江蘇南京 

行業別 製鞋業 製鞋業 建材業 電子業 醫藥業 

創始日期 1980 1986 1998 2004 1971 

經營權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 台資合作經營 台資獨資 民營企業 

起始資金 2000 萬 

（註冊資本） 

 1.67 萬美元

（註冊資本） 

  

總資產

(RMB) 

 7.1 億  26 億 7 仟萬

元（新台幣） 

 

營業額

(RMB) 

  100 萬   

研發投入     與國內研發中新

合作 

內外銷比例 內銷零售據

點：1700 間 

外銷零售據

點：各大國際

城市 

出口：俄羅

斯、美國、德

國、英國、挪

威、瑞典、日

本、韓國及東

歐各國，共 30

多個國家與地

區 

50%內銷 

50%出口：東

南亞、澳大利

亞、美國、日

本、臺灣 

台灣 13%、亞

洲 87% 

內銷：產品覆蓋

國內 30 多個主

要城市 

出口：日本、美

國、新加坡、德

國、西班牙等

20 多個國家 

主要產品/服

務 

皮鞋、皮夾、

皮帶、提包 

中高檔男、女

皮鞋 

玻璃纖維建材 LED 光源及

其控制電源 

蜂產品；真菌藥

品和抗生素藥品 

員工數 20000 3500 100   

核心競爭力 引進國際先進

製鞋設備。加

入世界鞋類權

威研究機構 

 根據客戶需求

生產 

光源技術及電

源控制技術 

養蜂基地管理辦

公室 

國內外佈局   主要設廠在南

京 

設廠：台灣、

佛山 

子公司：南京、

無錫、新疆 

多角化經營   從產品生產到

模具、設備銷

售 

  

老總擔任官

職 

鄭秀康 陳國榮 唐愛霞（總經

理） 

丁景隆（董事

長） 

李曉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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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八  長三角區域移地研究期間受訪廠商特性一覽（續八） 
地區 

屬性 
金衢麗經濟帶 其它地區 

企業 東晶 俊達儀表 華鵬 鄭升鍛造 民升木業 

工業區 金華市經濟技

術開發區 

浙江麗水 江蘇溧陽 

昆侖開發區 

浙江玉環 

機電工業園區 

浙江嘉善 

行業別 電子業 汽摩暨配件業 機械製造 機械製造 木業 

創始日期 1999 1988 1967 1980 1999 

經營權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 

起始資金 4600 萬（註冊

資本） 

   註冊資本：200

萬元 

總資產

(RMB) 

  38.69 億  固定資產 2800

萬元 

營業額

(RMB) 

   1000 萬  

研發投入 12 億     

內外銷比例 內銷 

出口：歐、

美、亞及港、

臺地區 

（供應：松下

電器、LG 電

子） 

產品主要供應

中國各大企業

出口：美國、

臺灣、印尼等

國家與地區。 

內銷中國公共

工程 

出口：北美、

歐洲、東南

亞、中東、非

洲等 40 多個

國家和地區。 

80%出口：日

本、韓國、美

國、澳大利亞

和西歐 

內銷 

外銷地區：歐

洲、美洲、中

東、東南亞 

主要產品/服

務 

新型 SMD 石

英晶體諧振器

和振盪器  

摩托車里程

錶、主電纜、

付電纜、油量

表、感測器、

園林電動工具 

變壓器 工程機械、農

用機械、汽

車、摩托車配

件（履帶鐵

齒） 

貼面膠合板、貼

面細木工板及貼

面 MDF 生產及

銷售 

員工數     1500 餘人 

核心競爭力 石英晶體系列 與外商合作公

司取得技術 

研發中心、機

構 

完善的金屬加

工能力 

技術創新、品牌

優勢 

國內外佈局 主要設廠在金

華 

 主要設廠在江

蘇 

  

多角化經營      

老總擔任官

職 

李慶躍（董事

長） 

舒敏欽 錢洪金 

江蘇省第十一

屆人大代表 

 潘敏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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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九  長三角區域移地研究期間受訪廠商特性一覽（續九） 
地區 

屬性 
其它地區 

企業 蒙努集團 卡森 華峰集團 鐵牛集團 星月集團 

工業區 海寧經濟開發

區 

海寧經濟開發

區 

浙江省瑞安市

經濟開發區 

浙江永康 浙江永康 

行業別 傢俱業(皮革) 傢俱業(皮革) 化工 汽摩暨配件業 汽摩暨配件業 

創始日期 1993 1988 1991 1992 1989 

經營權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 

起始資金      

總資產

(RMB) 

20 億元   155 億   

營業額

(RMB) 

     

研發投入     摩托車發動機氣

缸頭 

內外銷比例 國內： 25 多

個省 

出口：美國、

英國、法國、

義大利。 

內銷 

出口供應：通

用、福特、大

眾等國際汽車

配套真皮皮革 

內銷 

出口供應：愛

迪達斯、耐吉 

產品主要銷往

中國各大汽車

集團 

 

主要產品/服

務 

皮革服裝、沙

發套、沙發、

皮革及進出口

貿易 

 聚氨酯橡膠

（鞋底原液、

革用樹脂） 

汽車及零件

（大中型汽車

冷衝壓模具及

鈑金件）電子

（新型電子元

器件和電力節

能裝備） 

摩托車／發動

機、防撬門 

員工數 10000 10000 6400   

核心競爭力 高強度全粒面

裝飾革、輕修

牛皮仿古革 

縱向一體化的

完整產業鏈 

聚氨酯樹脂、

氨綸 

多角化經營，

節能技術研發 

市場導向的技術

研發 

國內外佈局 主要分公司位

於浙江 

設廠：浙江、

江蘇、河北、

廣東 

生產基地：溫

州、上海、福

建、遼寧 

  

多角化經營  皮革及傢俱製

造業、地產開

發、旅遊度假

服務 

化工、金屬、

金融、物流、

貿易 

汽車零部件、

電子零件、五

金 

 

老總擔任官

職 

岳姚祥（董事

長） 

朱張金（總

裁） 

尤小平（董事

長） 

第十二屆全國

人大代表 

應建仁 胡濟榮 

第十屆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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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十  長三角區域移地研究期間受訪廠商特性一覽（續十） 
地區 

屬性 
其它地區 

企業 富臣工藝 固鎰電子 欣大 藍天百腦匯 華亞 

工業區 浙江義烏 蕪湖經濟技術

開發區出口加

工區 

江蘇溧陽 昆山 安徽省蕪湖經

濟技術開發區 

行業別 珠寶業 電子業 電子業 電腦業、資訊

商場服務業 

塑料業 

創始日期 1992 1987 1993 1983 2004 

經營權 台資獨資 台資合資 台資獨資 台資獨資 台資合資 

起始資金     6600 萬美元 

總資產

(RMB) 

  8000 萬 63 億新台幣  

營業額

(RMB) 

     

研發投入      

內外銷比例 外銷臺灣和東

南亞國家 

內外銷均有 內銷：30 個省

市 

出口：歐美、

東南亞、非洲 

內銷 

出口：全世界

五十多個國

家。 

內銷為主 

主要產品/服

務 

宗教用品，專

業製造木雕、

泥雕脫胎神像 

半導體整流器

晶片、二極

體、橋式整流 

電磁繼電器、

P.C.B 組裝、

家用電器使用

之插座和美術

燈用電子控制

開關 

研發製造筆記

型電腦 

OEM/ODM

及經銷商（連

鎖商場） 

PVC 管材 

員工數 200 餘人，高

級工藝技師達

60％以上 

 300 650  

核心競爭力  自主研發能

力、一流生產

設備 

繼電器產品組

裝多元 

供貨快速、彈

性大 

射出機生產

線，生產倉儲

全自動化。 

國內外佈局  分公司：蕪

湖、臺北、上

海、東莞 

設廠：台灣、

江蘇、安徽； 

分公司：香

港、廣東 

營業據點：11

個國內大型城

市 

 

主要設廠在蕪

湖 

多角化經營    電腦產品研

發、設計、生

產、銷售 

 

老總擔任官

職 

林正雄 

義烏市台協會

會長 

陳鑒章（董事

長） 

張彭春（董事

長） 

許崑泰（董事

長） 

周令仁（董事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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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十一  長三角區域移地研究期間受訪廠商特性一覽（續十一） 
地區 

屬性 
其它地區 

企業 巴貝領帶 麥地郎領帶    

工業區 浙江嵊州 浙江嵊州 

經濟開發區 

   

行業別 紡織服裝 紡織服裝    

創始日期 1993 1997    

經營權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    

起始資金 1950 萬美金

（註冊資本） 

    

總資產

(RMB) 

14 億 4.8 億    

營業額

(RMB) 

 4.1 億    

研發投入 EAT 花型模擬

資料庫 

    

內外銷比例 30%內銷 

70%出口：歐

美、日本 

內外銷均有 

出口：美國、

日本、歐盟、

韓國、加拿

大、澳大利

亞、東南亞等

國家和地區。 

   

主要產品/服

務 

領帶、絲巾 領帶、圍巾、

絲巾、家紡面

料 

   

員工數 3478 1098 人 

 

   

核心競爭力 高密度全顯像

絲織技術 

電腦提花劍杆

織機 

   

國內外佈局  分公司：浙

江、紹興、嵊

州 

   

多角化經營 同時經銷法國

品牌 

    

老總擔任官

職 

金耀 

省、紹興市人

大代表 

袁孝炳 

浙商研究會理

事 

   

資料來源:整理分析自本研究田野訪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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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環渤海區域移地研究期間受訪廠商特性一覽 
地區 

屬性 

京津唐地區 

 

企業 柯萊特資訊系

統 

中國惠普 LG 電子(中國) 長城飯店 永茂機電科技 

工業區 北京北三環 北京朝陽 北京朝陽區 北京朝陽區 北京大興 

行業別 企業 IT 服務 電子業 家電業 飯店住宿 汽摩暨配件業 

創始日期 1994 1982 1993 1984 2001 

經營權 民營企業 中外合資(美) 合資（韓資） 外資合資 台資獨資 

起始資金      

總資產

(RMB) 

5320（總股

本） 

    

營業額

(RMB) 

     

研發投入   總收入 5%   

內外銷比例 服務的地區有

大陸、台灣、

香港、日本等

地 

內銷為主 內銷為主  外銷日本、台

灣、泰國、美

國、巴西、德

國、義大利、西

班牙 

主要產品／

服務 

銀行業務諮

詢、軟體發展

外包、企業 IT

支援外包、金

融解決方案、 

個人電腦、印

表機 

家電 住宿服務 汽車零件：凸

輪、彈簧、耐磨

板。 

員工數 4718(俱備專業

知識) 

3000 36,000   

核心競爭力 擁有多項獨立

的知識產權 

高科技、低成

本 

產品多樣、遍

及大眾、高端 

引進喜來登管

理服務品質 

引進技術，提升

產品質量 

國內外佈局 子公司：台

灣、中國、香

港及日本 

分公司：上

海、廣州、瀋

陽、南京、武

漢、西安、成

都 

惠州、天津等

13 個產品工

廠、5 個地區

行銷業務、6

個技術服務中

心，3 個研發 

 上海、武漢、廣

州成立辦事處 

多角化經營      

老總擔任官

職 

周鶴（總裁） 儀曉輝(總裁) 禹南均 陳旭華 邱水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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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一  環渤海區域移地研究期間受訪廠商特性一覽（續一） 

地區 

屬性 

京津唐地區 

 

企業 大榮集團 天福號 呷哺呷哺 海鷗手錶集團 大橋焊材 

工業區 北京 北京順義 北京 天津東麗空港

經濟區 

天津市西青經濟

開發區 

行業別 物流業 食品業 餐飲業 個人用品 鋼鐵/金屬業 

創始日期 2001 1980 1998 1955 1957 

經營權 港台合資 民營企業 台資企業 民營企業

（港） 

國有股份制 

起始資金      

總資產

(RMB) 

   96000 萬元  

營業額

(RMB) 

    35 億 

研發投入    1 億（引進瑞

士、日本先進

設備） 

 

內外銷比例    專賣店： 

內銷：天津、

杭州、香港 

出口：瑞士、

德國 

內外銷均有 

主要產品／

服務 

運送服務 熟肉製品  機械錶 焊接材料 

員工數 4000   9955 4000 

核心競爭力 提升倉儲技

術、擴大運送

網路 

嚴格的品控體

系和先進的冷

鏈物流體系 

穩定的原材料

供應基地和嚴

格的食品品質 

自主研發、創

新 

產品用途廣泛 

國內外佈局 物流公司：華

東、華北、華

南、華中、東

北、西南、雲

南 

國內市場：

160 銷售門

市，現產品已

銷往邯鄲、 太

原、唐山、廊

坊、保定、承

德、石家莊等

地區。 

直營開店近

400 家，近 20

個各級城市。 

天津手錶廠 主要設廠在天津 

多角化經營      

老總擔任官

職 

沈宗桂   方飛躍 賀光啟 王德明（總經

理） 

鄭子行 

天津市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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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二  環渤海區域移地研究期間受訪廠商特性一覽（續二） 
地區 

屬性 

京津唐地區 

 

企業 天津港集團 天士力製藥 太平洋製藥 天津市糧油 康師傅 

工業區 天津 天津北辰 天津津南 天津 天津 

行業別 物流業 醫藥業 醫藥業 食品業 食品業 

創始日期 1992 1994 1992 1999 1992 

經營權 國有企業 民營企業 中外合資 國有獨資 台資企業 

起始資金    6.53 億元 

注冊資本 

800 萬美元（投

資天津） 

總資產

(RMB) 

     

營業額

(RMB) 

     

研發投入  「大病種、大

品種、系列

化」研發路徑 

成立博士後工

作站 

  

內外銷比例  出口：已經完

成東南亞及南

美等國家和地

區的市場佈局 

內銷：遍及 29

個省市自治區 

出口：部分出

口東南亞。 

 內外銷均有 

主要產品／

服務 

港口裝卸、貨

物集疏運及貨

物代理 

涵蓋現代中

藥、化學藥、

生物製藥、保

健品、清潔製

品、醫藥行銷 

西藥、中藥品 糧油儲備、糧

油食品加工、

糧油貿易（米

麵油及加工食

品） 

製造及銷售速食

麵、蛋糕、餅乾

及飲料等食品 

員工數   1000 2413  

核心競爭力 港口裝卸、貨

物集疏運及貨

物代理為一體 

整合製藥產業

鏈 

研發團隊 高產能、品質

穩定 

完整的方便麵製

造產業鏈 

國內外佈局 天津港主要分

為北疆、南

疆、東疆、海

河四大港區 

國內市場：4

個區域分公

司、8 個專業

行銷分公司 

在海外及北

京、上海、廣

州等大城市設

有辦事處 

  

多角化經營    汽車租賃和農

產品現代物

流、糧油科

技、不動產經

營 

 

老總擔任官

職 

于汝民 

全國人大代表 

閆希軍 

天津人大代表 

宋德成 

天津政協委員 

高斌 魏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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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三  環渤海區域移地研究期間受訪廠商特性一覽（續三） 
地區 

屬性 

膠東半島城市帶 

企業 泰進電子 東鑫電子 旭洋生物科技 紅領集團 海爾集團 

工業區 山東威海 山東威海 山東煙台 

留學生創業園

區 

山東青島 山東青島 

行業別 電子業 電子業 生物科技 服飾業 家電業 

創始日期 1995 2004 2004 1995 1984 

經營權 外資獨資(韓) 台資獨資 台資合資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 

起始資金 1000 萬 注冊資本 1900

萬美元 

 5000 萬  

總資產

(RMB) 

   12 億  

營業額

(RMB) 

100 萬～200 萬 1 億 4540 萬 10 億 1180 億 

研發投入 低於 5 人    海爾中央研究院 

內外銷比例 出口：東南

亞、港澳臺地

區、大陸。 

供貨：韓國三

星電子、LG 電

子等知名企業 

100%外銷 

供貨：韓國三

星集團、美國

EVENFLO 嬰

兒用品 

 內銷（直營

店、各大企業

指定合作）出

口（美國、義

大利、加拿

大） 

內外銷均有 

主要產品／

服務 

滑鼠、MP3、

印表機／零件 

列表機、電腦

零部件、電

線、聽筒 

海蔘提取物與

植物提取物 

精品西裝 家電 

員工數 350 3000 5 3000 50,000 

核心競爭力    義大利服裝設

計師、先進設

備 

自主研發的技術 

國內外佈局  分公司：浙

江、上海、蘇

州 

 3 家子公司、

15 家分公司 

在全球 30 多個

國家建立本土化

的設計中心、製

造基地和貿易公

司 

多角化經營  電子產品、嬰

兒用品 

   

老總擔任官

職 

 徐鴻鈞 

威海市外商投

資副會長 

張俊清 張代理（董事

長） 

張瑞敏 

候補中央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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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四  環渤海區域移地研究期間受訪廠商特性一覽（續四） 
地區 

屬性 

膠東半島城市帶 

企業 琴島熱電毯 金王集團 山東愛迪建材 歐美投資集團 蓬萊華茂精細 

工業區 山東青島 山東青島 山東濰坊 山東青島 山東煙台 

行業別 家居用品 居家用品 建材業 金融投資 化工業 

創始日期 1987 1985 1997 2002 1996 

經營權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 台資獨資 民營企業 外資企業 

起始資金 200 萬（美元） 5000 萬 400 萬美元

（註冊資本） 

5 億（註冊資

本） 

800 萬美元 

總資產

(RMB) 

   35 億 110182 萬元 

營業額

(RMB) 

500 萬（美元） 16 億  100 億 66000 萬 

研發投入 擁有自主研發

單位 

擁有 1200 項

專利 

   

內外銷比例 內銷：三十幾

個省市 

出口：澳大利

亞、紐西蘭和

歐美等國家 

內銷 70% 

出口 30% 

供應國際各大

賣場 

出口歐美/台灣

/日本 

 內外銷均有 

主要產品／

服務 

電熱毯 蠟燭 衛浴五金配

件，嬰兒安全

座椅配件，安

全扶手 

房地產投資 分散染料（塗

料、油墨、顏

料） 

員工數 250 1000 226 2850 107 

核心競爭力 國際認可的高

品質 

品質、數量供

應穩定 

鋅合金壓鑄/金

屬沖加工 

多元、專業化

服務 

 

國內外佈局 在經濟開發區

新規劃建設琴

島工業園 

各大省市開設

專櫃 

主要設廠在山

東濰坊 

國內：12 個子

公司 

國外：美國、

歐洲、澳州、

泰國和香港 5

個海外分公司 

 

多角化經營  參與國內外黃

金、石油等資

源收購 

 房地產、國際

貿易包裝印

刷、調味品生

物科技 

 

老總擔任官

職 

于為貴 

青島市人大代

表 

陳索斌 

山東省人大代

表 

來憶德 李金堂 魏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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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五  環渤海區域移地研究期間受訪廠商特性一覽（續五） 
地區 

屬性 

膠東半島城市帶 

企業 鑫昊包裝 歐美香 萬家香醬油 濰柴動力 福田雷沃 

工業區 山東青島 山東煙台 山東煙台 山東濰坊 山東濰坊 

行業別 個人用品 食品業 食品業 汽摩暨配件業 汽摩暨配件業 

創始日期 2004 2007 1945 1946 1998 

經營權 民營企業 台資合資 外資企業

（美） 

國有企業 國有企業 

起始資金   1300 萬美元

(投資額) 

  

總資產

(RMB) 

275 萬元     

營業額

(RMB) 

1500 萬元     

研發投入  引進台灣烘培

專家 

研發不含防腐

劑、最具規模

發酵設備廠 

 成立日本研發中

心 

內外銷比例  內銷為主 內銷：各大城

市 

出口：東南

亞、俄羅斯、

葡萄牙、德

國、荷蘭 

內外銷均有 內外銷均有 

主要產品／

服務 

假髮、塑膠原

料 

蛋糕、西點 醬油 柴油發動機、

變速器、車

橋、重型卡

車、零部件 

 

工程機械、農業

裝備、三輪汽

車、摩托車、電

動車、發動機 

員工數 18 100    

核心競爭力  食品種類跟上

國際化 

有機醬油、供

應充足、品質

穩定 

重型卡車產業

鏈整合 

從單一業務營運

轉型多業務營

運，並進入國際

市場 

國內外佈局  在煙台有十幾

家分店 

設廠：臺北、

屏東、山東、

紐約 

設廠：西安、

重慶、株洲、

揚州 

 

多角化經營     多種交通機械設

備 

老總擔任官

職 

江銳世 黃衍剛（總經

理） 

吳仁春（董事

長） 

譚旭光 

全國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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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六  環渤海區域移地研究期間受訪廠商特性一覽（續六） 
地區 

屬性 

膠東半島城市帶 濟南城市圈 

企業 景美彩色印刷 亞坦文具 威高集團 亨達 豪特太陽能 

工業區 山東威海 山東青島 山東威海 山東青島 山東濟南 

行業別 印刷業 文具業 醫藥業 製鞋業 新能源 

創始日期 2006 1995 1988 1984 1994 

經營權 台資獨資 中英合資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 外資合資（法） 

起始資金  10 萬美元 

(註冊資本) 

  2000 萬（註冊

資本） 

總資產

(RMB) 

     

營業額

(RMB) 

     

研發投入  研發亞洲第一

套全自動專業

化生產設備 

成立研究單

位、合作、發

明專利 50 多

項 

  

內外銷比例  80%出口國外 

批發商：德國

Stabilo、法國

Carrefour、

美國 Sanford 

銷售國內 30

多個省市區 

出口：世界 70

多個國家 

 內外銷均有 

（歐亞非等十幾

個國家） 

主要產品／

服務 

彩盒、説明

書、不乾膠、

商標製作 

修正筆 醫療設備、耗

材 

皮鞋、休閒鞋 太陽能熱水器 

員工數 300    350 

核心競爭力 引入台灣技

術，拓展中國

市場 

高品質、客製

化 

積極吸收國際

醫藥技術 

皮革無縫黏接

技術、抑菌防

臭淨化鞋生產

線 

完整的產業鏈 

國內外佈局   在美國、日

本、英國、德

國、法國建有

研發中心 

 廠房：臨沂、濟

南 

多角化經營   房地產、投

資、新能源 

OEM 轉型

OBM，研發

銷售一體化 

 

老總擔任官

職 

黃龍雄 田守群 陳學利 王吉萬 宋詔（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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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七  環渤海區域移地研究期間受訪廠商特性一覽（續七） 
地區 

屬性 

濟南城市圈 遼寧中部城市群 

企業 東嶽化工 中國重汽 三株藥業 傅山集團 九星控股 

工業區 山東濟南 山東濟南 山東濟南 淄博高新區 遼寧瀋陽 

行業別 化工業 汽摩暨配件業 醫藥業 綜合企業 多元化業務 

創始日期 1987 1956 1992 1995 1992 

經營權 鄉鎮企業 國有企業 民營企業 集體企業 民營企業 

起始資金   2.5 億元（註

冊資金） 

  

總資產

(RMB) 

  25 億元  10 億 

營業額

(RMB) 

  80 億 180 億 27 億 

研發投入     工程技術人員占

20% 

內外銷比例 供應：大金、

三菱、海爾、

海信、格力、

美的 

外銷：歐美、

中東、澳洲、

東南亞 

出口世界 90

多個國家，被

國家發改委和

商務部確定為

國家汽車整車

出口基地。 

內銷：註冊了

600 個子公

司，在縣、

鄉、鎮有 2000

個辦事處 

 內外銷均有 

主要產品／

服務 

製冷劑、氟矽

材料 

重型汽車及零

件 

藥品、保健品 綜合企業 高低壓電線電纜 

員工數   15 萬銷售人員  約 3000 人 

核心競爭力 綠色環保技術 吸收國際先進

技術、積極開

拓國際市場、

吸收國際資

本、建立品牌 

藥品研製、銷

售、醫療、用

藥諮詢服務產

業鏈整合 

串連產業鏈，

上下游資源共

用 

一流的生產與檢

測設備, 品質穩

定 

國內外佈局 主要設廠在山

東濟南 

  主要在山東淄

博 

分公司：日本、

美國、越南、香

港 

多角化經營  貨運業務、批

發零售 

醫療診所、連

鎖藥房 

冶金、能源、

鐵路物流、房

地產、新材

料、金融、餐

飲服務、化

工、機械製造 

投資管理、銅材

加工、電纜生

產、化工製造和

商貿物流 

老總擔任官

職 

張建宏（董事

長） 

馬純濟 

全國人大代表 

吳炳新 彭榮均 

山東省黨代表 

李文君(董事長) 

省、市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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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八  環渤海區域移地研究期間受訪廠商特性一覽（續八） 
地區 

屬性 

遼寧中部城市群 

企業 福興鋼構 龍億建材 大穀建材 大連華科新材

料 

佳新鹿業 

工業區 大連保稅區 遼寧大連 遼寧大連 遼寧大連 

大連花園口經

濟區 

遼寧大連 

大連保稅區 

行業別 鋼鐵/金屬業 建材業 建材業 新建材 藥品加工 

創始日期 1999 1996 2007 2009 2003 

經營權 台資獨資 台資合資 台資獨資 民營企業 台資獨資 

起始資金 250 萬美元 1200 萬（註冊

資本） 

100 萬  85 萬美金（註冊

資本） 

總資產

(RMB) 

8000 萬 1246 萬   2124 萬 

營業額

(RMB) 

   300 億（產

值） 

72 萬 

研發投入    57 億  

內外銷比例 供貨：台塑 主要內銷 主要內銷  內銷為主 

主要產品／

服務 

鋼構產品 彩色磁磚 木料建材 高性能工程塑

料（樹脂加工

品） 

鹿茸等相關藥品 

員工數 100 人 100 50 人  50 

核心競爭力 提供各種建築

的鋼構設計，

設計到施工一

貫作業 

全電腦控制的

製磚機生產線 

防腐防蟲 廣泛用於各種

機械與工程 

藥品加工品質穩

定 

國內外佈局 主要設廠在遼

寧大連 

主要設廠在大

連 

主要設廠在大

連 

 主要設廠在大連 

多角化經營      

老總擔任官

職 

薑軍（總經

理） 

  周克堅（總經

理） 

江俊迪（董事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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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九  環渤海區域移地研究期間受訪廠商特性一覽（續九） 
地區 

屬性 

遼寧中部城市群 

企業 華晨金杯 雙福機械 金亞汽車 松億 永大製藥 

工業區 遼寧瀋陽 遼寧瀋陽 遼寧瀋陽 遼寧大連 遼寧瀋陽 

行業別 汽摩暨配件業 汽摩暨配件業 汽摩暨配件業 木業 醫藥業 

創始日期 1991 1993 1994 1998  

經營權 國有企業 台資合資 台資合資 台資獨資 中港合資 

起始資金 17,116 萬美元

（註冊資本） 

6230 萬 

（註冊資本） 

1279.13 萬美

元(投資總額) 

663.13 萬美元

(註冊資本) 

 投資總額 4000

萬元，註冊資本

為 2600 萬元 

總資產

(RMB) 

     

營業額

(RMB) 

     

研發投入 與德國寶馬集

團合資 

   設有提取車間、

固體製劑車間及

口服液車間 

內外銷比例 內銷為主 內銷：供應各

大汽車集團 

出口：東南

亞、南非、中

東、臺灣及美

國等國家。 

內銷：供應各

大汽車集團 

 

外銷：美國、

加拿大 

國內市場：銷售

遍及 30 個主要

省份、城市。 

主要產品／

服務 

汽車（客運、

物流、商務、

警務、公務、

醫療衛生等多

個領域） 

皮卡車、SUV

商務車及其他

各種轎車油底

殼等組成元件 

汽車傳動軸、

後橋半軸及橋

管 

嬰兒換衣架、

嬰兒搖籃、小

孩搖椅 

主要從事中西

藥、保健品的研

製、開發、生產

和銷售工作。 

員工數    300  

核心競爭力 尋找多元融資

管道，提升技

術水準，打造

國際級的自主

品牌 

從台灣、德國

引進領先技術

的生產線 

各項品質認證   

國內外佈局      

多角化經營      

老總擔任官

職 

祁玉民 

大連市副市長

(2004) 

李詩清 張覺民 阮謀松 彭宣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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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十  環渤海區域移地研究期間受訪廠商特性一覽（續十） 

地區 

屬性 

其它地區 

企業 冠軍磁磚     

工業區 山東蓬萊經濟

開發區 

    

行業別 建材業     

創始日期 1998     

經營權 台資獨資     

起始資金 5000 萬美元

（總投資） 

    

總資產

(RMB) 

     

營業額

(RMB) 

     

研發投入      

內外銷比例 主要內銷     

主要產品／

服務 

磁磚     

員工數      

核心競爭力 磁磚種類多樣

化 

自動化流程 

    

國內外佈局 經銷分公司：

上海、北京、

大連、成都、

浙江、深圳、

江蘇 

廠房：昆山、

蓬萊 

    

多角化經營      

老總擔任官

職 

林榮德（董事

長） 

陶磁公會理事

長 

    

 

 

 

 

 



109  

表九~十一  環渤海區域移地研究期間受訪廠商特性一覽（續十一） 
地區 

屬性 

 

企業 好當家 赤山集團 東方海洋 元茂紡織 美光金銀絲 

工業區 山東威海 山東威海 山東煙台 山東德州 

天衢工業園內 

山東煙台 

行業別 養殖漁業 養殖漁業 養殖漁業 紡織服裝 紡織服裝 

創始日期 1978 1988 2001 2007 1993 

經營權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 台資合資 台資獨資 

起始資金  8000 萬 

（註冊資本） 

   

總資產

(RMB) 

35 億 52 億  資本額 1467.6

萬美元 

 

營業額

(RMB) 

52,829 萬 25 億  300 萬  

研發投入      

內外銷比例 內銷 

外銷：日本、

美國、歐盟、

韓國、香港、

臺灣 

全國;港澳臺地

區;北美;西歐;

東南亞;大洋洲 

出口為主 與歐美、日

本、香港等知

名成衣品牌合

作行銷各國。 

歐美.中東.非

洲.東南亞.臺

灣.香港以及中

國大陸各地區 

主要產品／

服務 

海洋冷凍調理

食品和即食系

列食品 

各類冷凍水產

品、精加工水

產食品、脫脂

魚粉 

海參、大菱、

海帶苗等海產

品養殖、加工

和銷售 

牛仔褲 金銀絲 

員工數 1,800 6,000  750  

核心競爭力 完整的產銷產

業鏈 

多元化發展 膠原蛋白製造

技術 

縫製、水洗、

整包的完整成

衣生產流程 

超柔軟、耐酸

鹼、耐高溫的

特性 

國內外佈局 養殖基地：山

東省乳山市、

福建省、廣東

省、廣西省、

海南省。15 處

食品加工 

 主要在煙台地

區 

主要在山東德

州 

主要在山東煙

台 

多角化經營 遠洋捕撈、水

產養殖、食品

加工、熱電造

紙、濱海旅遊 

海洋捕撈、水

產品加工、機

械製造、旅遊

服務、建築房

產 

保稅倉儲等主

導產業和餐

飲、房地產開

發 

  

老總擔任官

職 

唐傳勤 

山東人大代表 

王玉春 

山東省委 

車軾 

山東人大代表 

嚴凱泰 廖慶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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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十二  環渤海區域移地研究期間受訪廠商特性一覽（續十二） 
地區 

屬性 

 

企業 安德利集團 張裕葡萄酒 晉德 美利達 中德科技 

工業區 山東煙台 山東煙台 廣東東莞 廣東深圳 江蘇揚州 

行業別 食品業 食品飲料 機械製造 機械製造 機械製造 

創始日期 1996 1994 2004 1990 2005 

經營權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 台資合資 台資獨資 外資（德） 

起始資金   50 萬 500 萬 3223.58 萬美

元 

（註冊資金） 

總資產

(RMB) 

42655.36 萬 23.7 億  1228 萬 

（總投資） 

 

營業額

(RMB) 

1 億 6.95 億 750 萬   

研發投入 2000 萬 

（研發中心） 

3 億 

（儲藏技術） 

   

內外銷比例 95%以上產品

出口到美國、

加拿大、德

國、法國、俄

羅斯、日本、

韓國、澳大利

亞等國家 

內外銷均有 內銷為主 內外銷均有 內外銷均有

（使用於鋼

鐵、電力、水

泥、石化） 

主要產品／

服務 

濃縮果汁、果

膠 

葡萄酒、白蘭

地、香檳酒、

保健酒 

衝壓周邊精密

衝床送料機 

腳踏車 輸送設備、輸

送帶 

員工數 1000  500   

核心競爭力 香精提煉 工業化的釀酒

技術 

獨立開發新產

品 

一流的生產

線，國際品質 

德國技術引進 

國內外佈局 加工基地：山

東、山西、陝

西、遼寧和江

蘇 

銷售據點：中

國各省 

生產基地：中

山，東莞 

分公司：上

海、四川、山

東、河南與遼

寧 

設廠在江蘇揚

州為主 

多角化經營 房地產     

老總擔任官

職 

鄭躍文 

山東人大代表 

孫利強 蔡永龍 曾鼎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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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十三  環渤海區域移地研究期間受訪廠商特性一覽（續十三） 
地區 

屬性 

 

企業 吉利汽車 固鉑輪胎 浪潮集團 IS 愛思 惠佳 

工業區 浙江杭州 上海 山東濟南  山東濟南 

行業別 汽摩暨配件業 輪胎業 電子通訊 電子通訊 家電業 

創始日期 1986 1926 1993 2004 1996 

經營權 民營企業 外資（美）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 

起始資金      

總資產

(RMB) 

1000 億     

營業額

(RMB) 

42 億 39 億 125 億   

研發投入 工程技術人員

2300 人 

    

內外銷比例 內外銷均有 美國市場 服務全球市場 兩岸三地 提供國際大廠

組裝元件 

主要產品／

服務 

汽車、摩托車 輪胎 個人電腦伺服

器和商用軟體

及企業資源計

劃 

資訊電腦 3C 

產品(製造、銷

售) 

 

投影機、數碼

相機行銷 

員工數 18000     

核心競爭力 自主研發能力 引進美國技術 軟硬體技術整

合 

 佳能在中國的

經銷商 

國內外佈局 製造基地：浙

江臨海、寧

波、路橋和蘭

州、湘潭、濟

南、成都 

分公司：昆山  透過網路銷售

（露天、樂

天） 

分公司：濰

坊、淄博、煙

臺 

多角化經營     多媒體投影工

程、音視訊會

議工程為 

老總擔任官

職 

李書福 曹克昌 

（亞太總經

理） 

孫丕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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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十四  環渤海區域移地研究期間受訪廠商特性一覽（續十四） 
地區 

屬性 

 

企業 皇明太陽能 鑫廣綠環 黃海造船 大宇造船  

工業區 山東德州 山東煙台 山東威海 山東煙台  

行業別 新能源 新材料 造船業 造船業  

創始日期 1996 2004 1944 2005  

經營權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 國有參股 外資獨資

（韓） 

 

起始資金  註冊資本

15280 萬 

註冊資本 

1.2 億 

7,990 萬美金  

總資產

(RMB) 

   1 億 9000 萬美

金 

 

營業額

(RMB) 

  8.73 億   

研發投入 100 多項國家發

明專利 

成立研發中心    

內外銷比例 內銷為主 主要服務國內

市場 

內外銷均有   

主要產品／

服務 

太陽能光電、

光熱、太陽能

真空集熱管、

太陽能建築、

溫屏節能玻璃

等產品研發檢

測、製造、行

銷 

廢棄物回收、

再生加工利用

和無害化處置 

船舶研製、開

發和修造 

海洋鑽井平台

以及船舶用船

段 

 

員工數   140 工程技術

人員 

3000  

核心競爭力 世界最大清潔

能源製造商 

研發能力 自主設計能力   

國內外佈局  回收基地：上

海、山東 

   

多角化經營 房地產 運輸  外貿、造船、

重型裝備、汽

車、電子、通

訊、建築、化

工、金融 

 

老總擔任官

職 

黃鳴 

人大代表 

黃尚渭 張燦剛 馬士基  

資料來源:整理分析自本研究田野訪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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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其他地區區域移地研究期間受訪廠商特性一覽 
地區 

屬性 
其它地區 

企業 華美集團 美克國際傢俱 長榮物流公司 中國蒙牛乳業 

工業區 河北 新疆烏魯木齊經

濟技術開發區 

台灣台北 內蒙古呼和浩特 

行業別 建材業 傢俱業 物流業 食品業 

創始日期 1998 1995 2007 1999 

經營權 民營企業 外資企業 台資企業 國有企業 

起始資金 1000 828 萬   

總資產(RMB)  總股本 51060.402

萬股 

  

營業額(RMB)     

研發投入  收購 Schnadig 美

國傢俱設計公司 

 丹麥 Arla Foods 

合作引進技術 

內外銷比例 內銷：各大重要

建設。 

出口歐美、非

洲、俄羅斯、澳

大利亞、日本及

東南亞等國家。 

出口美國、加拿

大、歐洲、日

本、澳大利亞等

國家和地區。 

服務網絡：主要為

中國大陸、台灣、

香港、東南亞等地

區 

已在全國 17 個省市

建立 30 多個生產基

地，銷售市場覆蓋中

國各地。 

主要產品/服

務 

綠能建材 傢俱 貨物運送：涵蓋

海、空運貨物承

攬、物流操作 

液體奶、冰淇淋及其

他乳製品（如奶粉） 

員工數 1300    

核心競爭力 綠能建材（絕熱

節能） 

自主設計能力的

子公司、完整的

產業鏈 

增加貨物運送網路 整合上流原料、品牌

塑造、國際合作 

國內外佈局 下設五個分公

司，八個產業園

區 

子公司：天津 

連鎖店：各大省

市 

在天津成立分公司  

多角化經營 建材開發為主    

老總擔任官職 高鐵中 

省、市、縣三級

人大代表 

寇衛平（董事

長） 

邱顯育 

長榮物流公司 總經

理 

孫伊萍 

資料來源:整理分析自本研究田野訪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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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回首 30 年來，中國高速的經濟成長絕非當年揭開改革開放幃幕時所能想

像。長城上辦服裝秀、世界名牌，如 LV、Prada 等旗艦店之齊聚上海灘，到先

後舉辦奧運和世博會，以至中國籍人士，如朱民、林毅夫等分別出任國際貨幣

基金會（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第二把手；在在都給了世界太多的驚嘆和想像。誠然，同一

時期，世界經濟主導重心也已由 G7   G8   G20   G2，尤其在 2008、2009 全

球金融風暴和歐債危機後，世界經濟重心由歐美逐漸轉移至亞洲新興經濟體的

態勢日益明顯，以重回世界經濟中心舞台之姿出現的中國經濟走向自然眾所矚

目。 

    然而，過去 30 年中國快速的經濟成長並非毫無代價。前文中已多次提及

過往的發展多少帶有「資源枯竭」性質；事實上，北京居民愈來愈常承受霾害

之苦，素有魚米之鄉稱號的江南地區卻時不時遭遇水荒困擾，就連四季如春的

昆明近年也多次鬧旱；國際專家已不止一次警告中國若常此以往，其大多數三

角洲地區將因氣候變遷而陷入萬劫不復境地，其中還包括了東方明珠上海。因

此，「改變增長方式」應不只是句口號，更應是中國未來發展過程中必須信守

的原則。 

 

    另一方面，歷經 30 年經濟的高速增長，建立在低起點、高能耗基礎上之

勞力密集型經濟隨中國「人口紅利」的日趨消失、2008 年「勞動合同法」正式

上路以來，工資的節節上升等現實制約，中國經濟已然亦屆不得不轉型升級的

關口。可喜的是，單由近期中國富豪排行榜的變化，即可約略看出過往以製造

業或房地產業致富者，已漸退位給靠互聯網或服務業起家者。百度的李彥宏、

阿里巴巴的馬雲、騰訊的馬化騰和萬達集團的王建林均為後者的代表。而隨企

業規模的擴增，中國經濟更已由早期強調「招商引資」到其後的「招商選資」

邁向近年來的「海外購併」，相當程度服膺了由「引進來」到「走出去」的邏

輯。除類似「海爾」等製造業的海外佈局外，「百度」、「阿里巴巴」均已分

別在美國和香港上市、通訊業龍頭「華為」、「中興」足跡更遍及全球各地。 

 

        早期，中國由「技術換市場」，引進德國磁懸浮列車技術至今已然成為世

界高鐵長度第一大國，並正積極爭取承接馬來西亞、印尼、泰國、新加坡等東

協國家高鐵工程，企圖於 2020 年前完成泛亞高鐵網，具體落實與東協國家區

域經濟一體化目標的雄心壯志昭然若揭。事實上，除了東南亞外，做為大國，

中國更期許自己在 2050 年時，得以完成連接中亞、西歐的鐵路網；具體言，

即完成透過俄羅斯進入歐洲的歐亞高鐵；由新疆烏魯木齊經中亞到達德國的中

亞線，以坐實「歐亞大陸橋」規劃。而就在近日，中國已投資協助英國興建其

第一座核能電廠。這對一直以來都在標榜「超英趕美」的中國人來說，難免心

生「時空錯亂」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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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由宏觀面對中國沿海三大經濟區域和微觀面對各區域內企業的了解，

已然發現兩者實反映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發展的軌跡，即由一級產業逐漸朝二 

級、進而三級產業的路徑邁進。大體上，前 30 年採取的是「出口導向」的模

式，金融海嘯後，逐步轉為「內需帶動」模式。若云由點而線再面為前 30 年

發展軌跡之寫照，則下一個 30 年，當中國經濟進入改革的深水區時，仍應秉

持戒慎恐懼態度，處理好內、外壓力。或許也正因此，中國仍將會以試點方式

實驗各種發展模式的可能。甫於 2013 年底推出的「上海自由貿易示範區」便

是一例。換言之，緊接在「改變增長方式」之後，中國刻正處理「政府職能的

轉變」。上海在追求成為「一個龍頭、四個中心」過程中，正擬透過六大領域、

十八項開放措施的推動和「制度創新」，成為名符其實的「領頭羊」。於此同

時，中共中央授予澳門和珠海實驗之「橫琴模式」、深圳之於香港的「前海開

放」與廣州「南沙規劃」等亦均屬此。 

 

        總之，基於過往 30 年的經驗，中國處理發展問題的經驗，照理說應已日

臻成熟。中國完全具備大國實現近期推動「城鎮化」策略的市場條件，只是相

比於 30 年前，中國有較過去棘手的人口、貧富差距等問題需要面對。除因已

有一億以上「高齡」人口，以致迎來「未富先老」挑戰外；伴隨「城鎮化」過

程之進城「農民工」身份暨衍生之「戶籍改革」問題；及為激發購買/消費力

而需配套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社會底層群體不滿與隨網路日趨發達的第

三部門串聯力量等均成為考驗大陸下一輪施政課題。誠如溫家寶曾言，「正因

中國是個大國，任何成就除上 13 億，都顯得微不足道；任何的問題乘以 13 億， 

即刻成為了不得。」 

 

    前後十餘載於大陸三大經濟區域的田野調研，其間辛苦固不足為外

人道，然一路走來亦學習甚多，收獲匪淺。歸納研究心得，若由各經濟區

域的主要企業出發，不難發現下述重要課題： 

 

1. 民營企業中相當比重之「家族企業」； 

2. 改革開放政策帶給個體和群體之各種機遇； 

3. 企業善用市場力量而形構出的各種「群聚效應」，尤其浙江充滿 

    活力的民營經濟於幾乎所有地級市，均建構完成的各種大小的 

   「產業集群」； 

4. 或因「小商品、大市場」發揮得太淋漓盡致，或許緣由於「計畫 

    經濟」和「市場經濟」尚未涇渭分明，以致在中國成為「製造 

    大國」後，迎來了歐盟、美國、印度、甚至阿根廷等諸多國家 

    有關紡織品、鞋類、玩具、打火機、鋼管等的「反傾銷」指控。 

       企業家有因此轉變生產方式者，也有因此一蹶不振者。 

5. 學者們固然樂觀的認為中國的民營經濟，會死了一批，又冒出一 

    批；但也不乏替它們請命者，認為以目前中國的經濟體制，國 



116 

 

    有企業過強，幾乎壟斷了各行各業；誠然，這些國營企業中不 

    乏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濟立下汗馬功勞者，如中國已有家企業 

    進入了世界 500 強；然而，「國進民退」的結果，使中國經濟和 

    市場接軌的路徑慢了許多，期間有識之士雖呼籲放寬民營企業 

    經營範圍，也即俗稱之「非公 36 條」及其後溫家寶執政期間提 

    出的「新非公 36 條」。惟迄未具體落實。 

 

    實際上，改革 30 餘載，若干民營企業已日益壯大，由英人「胡潤年

度財富排行榜」便可看出，不少民營企業家列名其間，由從事傳統產業的

宗慶后（「哇哈哈」飲料）、劉永好兄弟（飼料）到從事房地產業的「碧桂

園」、互聯網的李彥宏--「百度」、馬化騰--「騰訊」、丁磊--「網易」和馬

雲--「阿里巴巴」、以及服務業的王健林--「萬達集團」等。若論經營手

法，不少民營企業不僅有遍布全中國的營銷體系，也完全知曉如何善用和

發揮品牌代言人的功能。當企業成長至一定規模時，它們也會徘徊於上市

與否的抉擇中；以中小企業特別集中的溫州為例，溫商固有中國猶太人的

稱號，然亦為融資難所困，尤其金融海嘯後，不少企業家甚至因周轉不靈

而跳樓或遠走他鄉，倒逼出政府不得不考慮私營銀行之設立。 

 

       而雖同處於長三角，以民營經濟著稱的「溫州模式」就大大有別於仰

賴外資帶動的「蘇南模式」；惟不論「溫州模式」或「蘇南模式」，當企業

歷經多年發展，規模愈來愈大後，「蘇南模式」也已漸走出「不找市場找

市長」暨「以技術換市場」的老路，在政府大力推動「自主創新」和「做

大做強」的政策引導下，正不斷地尋求技術和管理等方方面面的創新，朝

「創造大國」路途挺進。過去長期仰賴中國廉價勞動力和各種政策優惠的

外商，在年來工資不斷上漲、大陸各行業「產業鏈」日趨成熟情勢下，自

然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與經營困境。復以，大陸若干實力強大企業近年

來亦興起走出去，購併國外企業或與之形成綿密產業上、下游關係前提下，

包括部分台商亦感經營乏力而思轉往東南亞地區，港商、韓商甚至日商亦

然。這無異替外商上了極富意義的一課―未來發展究竟會是「大者恆大」？

抑或更需「自強不息」？ 

    另一方面，由空間角度切入，早於八 0 年代即已「先行先試」的珠江

三角洲地區早已於 2000 年前後完成了「原始積累」，並形構出 9+2 的「城

市帶」空間格局；專家、學者們預料，隨連接東部沿海三大區域的高速鐵

路陸續通車，「珠港澳大橋」的即將完工，以及廣東省汪洋前書記「騰籠

換鳥」策略的進一步落實，粵東、粵北、粵西地區和 9+2「城市帶」間的

發展差距可望縮減；然與長江三角洲區域比較起來，珠江三角洲地區若擬

維持競爭態勢，則如何逐漸由過度偏重於「勞力密集型」和「資源耗竭型」

產業向「技術密集型」和「環境友好型」產業過渡，加大對知識型人力和

人才之投資，以加速產業結構之轉型和升級，誠屬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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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野調研過程中，部分學者認為 2000 年後方取得較快速發展的環渤

海區域具有優於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區域的「後發優勢」，南開大學

的吳浙教授甚至為文稱環渤海區域將成為中國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重要基地。

他的觀點並非毫無根據；蓋因環渤海地區涵蓋了中國長期以來較為集中且

饒富歷史的重工業基地；位於唐山的曹妃甸鐵礦石港，遼東半島的遼寧省

不論鋼鐵、煤礦，大連的外包和動漫產業；山東半島的石油、汽車；除港

口外，近年來天津在航天航空、醫藥、物流甚或生態城開發等方面亦皆表

現不俗；然而，較為人詬病者，乃該區內固然同時存在著兩大直轄市，但

除北京和天津兩市外，卻未如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區域般，建構出具

規模的「產業鏈」或「城市群」。多年前，北京清華大學院士吳良鏞即曾

有過「京津冀北」的多次規劃，然或因首都北京消耗了區內泰半的發展資

源，或云具備過強的「磁吸效應」，故就連天津在發展速度與幅度上都難

望其項背。此對該區域的一體化不能說不是個制約；又，目前該區固然吸

引了若干韓、日、德、法的投資，惟總體言，與其它區域的競爭及融入更

廣的世界經濟體系，前述事實仍會是個待跨越的鴻溝。此外，連年大規模

重型工業於此集結發展的結果，更助長並惡化了該區域的「沙漠化」現象，

導致經濟成長和環境保育間更深的矛盾。 

 

    總之，本研究分析已指出，中國沿海三大區域的經濟總量已近中國經濟

總量的一半，而以構成三大經濟區中的主要城市群看，珠江三角洲的 9+2，

長江三角洲的 16 市，以及京津冀的 13 市經濟規模業已高達 45﹪以上，

顯見「城市群」對各區域經濟貢獻之巨。事實上，中國沿海三大經濟區間

之競爭從未間歇，各區域內城市間的競爭尤然，此由北京中國社科院每年

出版「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即可窺出一、二。各種跡象顯示，隨中國經

濟的進一步深化改革和發展，各區域間之競合勢必持續，如上海抑或香港

方為「全國金融中心」？香港抑或深圳前海更具發展成為「區域金融中心」

條件？青島抑或煙台更具「山東藍色經濟區」中心城市賣相？此外，杭州

之於寧波、廣州之於深圳、瀋陽之於大連等，雖同屬一省，多少亦也帶有

競爭意味。或許就在類此區域競合的辯證過程中，吾人得以透悉其間的奧

妙與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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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與市場博奕下的空間演繹,199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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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陳小紅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壹、 山東半島再巡禮 
 

數年前，為了解環渤海區域的發展，曾走訪過山東半島，對該省富饒的農業

及基礎工業均留下頗為深刻的印象。事隔多年，為進一步掌握經濟實力位居中國

前四之山東半島的最新發展概況，特於 2012 年 6 月間再度造訪。 
 

一、 山東德州 
 

1. 山東德州太陽城 
 

此次行程先飛抵濟南、即刻動身前往中國太陽能重鎮山東德州，經由目前擔

任德州「皇明太陽能」副董事長之友人的引介，得以入住太陽城飯店，親炙以太

陽能發電為主之德州皇明太陽城。不僅飯店全以太陽能發電，附設餐廳之烹調也

以太陽能為主。車行德州市區，更隨處可見該市街道大都採各式各樣造型的太陽

能路燈。籍貫江蘇無錫、理工科系出身的「皇明太陽能」企業老總黃鳴在接受本

研究深入訪談時，除分享了他個人對未來中國能源產業的看法外，基於對節能減

碳重要性之深刻體認，他不僅創辦了中國迄今最大的「太陽城」，基於和當時擔

任德州市長有親戚關係之事實，他得以順利取得太陽城旁面積廣闊的土地，準備

發展成「生態園」；透過他的安排，此行亦有幸參觀該「生態園」環境，不囿風

景優美，倘若真能照其原定計畫如期開發，確實將產生對環境與生態保護和利用

方面極大的示範效應！ 
 
黃鳴除經營太陽城旅館和開發「生態園」外，在整個太陽城中，他也闢建了

太陽能博物館，展示與太陽能相關產品，並擬經由展示，闡明人類生活與太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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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關係。其實，現階段「皇明」最賺錢的企業為太陽能真空管熱水器。其次

則為房地產開發。或許是基於不錯的政商關係，黃鳴得以批得德州地段頗佳的大

面積土地，除已興建員工宿舍和開發「生態園」外，並興闢結合「節能減碳」概

念的住宅小區--「蔚來城」，如採用自行研發成功可隔絕光、熱和噪音的窗戶—美

盾。 
 
訪談過程中，黃鳴董事長告以，由於是在德州上的大學，所以畢業後很自然

地便留在當地就業。提起何以會介入太陽能這一行，黃董事長云，中國若擬持續

發展，就不得不正視能源短缺的問題；他開玩笑地說：「大陸若要攻打台灣或越

南，總不能船開到半途就開不動了吧!」此外，他認為：「面臨第五波的工業革命，

中國人應該有帶頭的機會和使命!」事實上，在我們訪問黃鳴董事長前未幾，他

才在德州太陽城舉辦過以全球能源為議題之「德州論壇」；訪談中，他不諱言，想

以「展店」（太陽能產品）之商業模式，複製幾個「蔚來城」到台灣、香港、加州和澳

洲等地，期能藉此改變消費者對環境的心態。黃鳴董事長坦率地指出：「從事這一行，

最大的困擾是『人才』。」他覺得：「許多人想要”出人頭地”，卻又”不願付出代價”。」

他也嘆：「這世界上存在著太多不思進取的庸碌人力，『他們也是善良老百姓，但

一遇工作，就成了莫大的”惡”。』」 

 

目前為「皇明」配套的廠至少有幾十家之多；黃董事長強調，太陽能產業不

能靠政府，蓋因政府一旦介入，許多廠家就會靠政府補貼而不思創新。他舉前兩

年由於生產過剩，政府便限制發展為例，說明政府政策往往慢半拍。太陽能行業

存在著惡性競爭，但黃董事長堅持：「即使經營困難，仍然要走高端路線。」這或

許就是「皇明」能保有世界第一太陽能熱水器寶座的原因。訪問過程中，經其安

排，也有幸實地參觀太陽能熱水器廠，得知共有五道工序，成品的平均單價介於人

民幣 6,000 至 18,000 元間，公司保證可使用 15 年，除首鋼和寶鋼外，鋼材亦有由韓國

進口者。「皇明」現有 5,000 名左右員工，商情部共有十多位職工。「皇明」在中

國 31 個省都設有營銷站，每站約有 3-4 名員工，「皇明」每月人事開支即高達上

億元。公司為了研發也向台灣挖角，研究過程中即遇兩位由台灣工研院被挖角者，

一位負責光電研發，另一則擔任董事長特助。 

 

2. 晉德螺絲：晉億螺絲德州分部 

 
    數年前，個人在浙江從事蹲點研究時，曾有幸參訪世界最大的台資「晉億」

螺絲廠，當時蔡董即告以「晉億」擬於山東德州設立分廠；此次再訪山東，經聯

繫現擔任德州台資協會會長，亦為「晉億」負責人的蔡董事長，得其首肯，得以

面談德州「晉德」廠的陳泰安經理。 

 

    陳經理明白地表示，2008—2010 年，美國金融風暴和歐債危機等帶給該公

司前所未有的衝擊。做為高鐵概念股，在溫州動車事故發生、高鐵暫緩興建後，

受創尤深。股票由原先一股 34 元掉了一半，最近才稍微恢復。模具固然仍為「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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箍件」的核心技術，然目前德州「晉德螺絲」已漸朝物流和航天、航空螺絲方面

發展，且在廣州、中山（發貨倉庫）、瀋陽等地均有布局。 

     

    陳經理為德州廠唯一的台籍幹部，坐鎮諾大落地窗的經理辦公室，統管德州

的總體運作，蔡董大部分時間則仍在浙江嘉善，每兩個月會來德州巡視一次。來

自江西南昌的舒長林先生則為另一位在嘉善廠工作十多年後調來德州輔佐陳經

理者。陳經理先前從事的是汽車零部件，後經人介紹轉至「晉億」集團，訪談中，

他告知嘉善廠擴充的很快，之前的馬路也已併入，成為廠區的一部分。據稱，「晉

億」當初會到德州來，乃基於地方政府招商的力度，但公司並不會輕意找一堆台

灣人來，主要還需再觀察一下地方政府的動向。借陳總的話：「有時承諾多，但

不盡然會到位。」 

 

3. 元茂紡織有限公司 

 
    屬「台元紡織」關係企業的「元茂紡織有限公司」為一占地 4,000 多畝（擴

廠空間大），擁有 1,000 多名員工的工廠。接待我們的王培堅副總表示，「元茂」

的紡織部門 1993 年時即已到德州設廠，成衣部門（專製牛仔褲）則於最近三年

方落腳於此。當初「元茂」之所以選擇德州，主要係因當地出產棉花，開始時是

和在地一家績效不錯的紡織廠合作，後將其買斷，成為獨資工廠，一直到近三年

才開始賺錢。 

 

    王副總非常有耐心地帶著我們詳細參觀並解說布匹、打樣、剪裁、縫製、打

褶、烘烤、沖洗、釘扣子、燙整和裝箱等牛仔褲的整個製程。該廠固然相當勞力

密集，惟廠內自動化程度算是蠻高的，如由日本進口的繡花機、電腦打板設備、

烘乾機、水洗機等等。目前牛仔褲成品主要係 OEM，半數銷歐美，另一半外銷日

本；也有部分內銷（ODM，如 Jeep）。工人多半為當地招募的女工，招工雖尚不至

有太大困難，惟工人於結婚、生子後，往往會離職。且近年來大陸以每年約 20%

速度調漲工資，徒增企業負擔。訪談中，王副總透露，「元茂」擬於未來尋找當

地成衣合作夥伴，以分攤經營成本。 

 

    「元茂」的台籍幹部均頗資深，王培堅副總在「台元紡織」即已工作了 37

年，先後也被外派過菲律賓和南非，到德州也近三年。王副總告以，「台元紡織」

的退休年齡也為 65 歲，但「台元」的傳統是凡表現良好的員工，退休後公司會

回聘為顧問並會外派重用。目前坐鎮德州的老總即為一 80 多歲的老太太，另一

打樣部的主管看來至少也已 60 多歲。 

 

    王副總覺得企業老總嚴凱泰有魄力也很認真，不太容易。目前集團除裕隆汽

車外，尚涉及紡織、成衣、嘉裕西服和代理亞曼尼服裝，嘉裕西服大多在越南生

產，台灣台元在新竹仍有廠。 

 

4. 美利達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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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吾等的是年 37 歲、東海大學企管系畢業的溫啟閔管理部經理；他原任

職於管理顧問公司，後轉入「美利達」，對每三年會外派一節，心理早有準備。

據溫啟閔經理云，「美利達」在德州的作風很穩健、低調，剛來時不賺錢，產量

也不高，目前已開始營利。現廠內有 1,000 多名員工，以男工居多，每月工資約

2,000 元上下，分兩班制生產。 

 

    「美利達」目前在大陸只有德州和深圳、一北一南兩個據點。未來公司有打

算在南通設廠。當初之所以會選德州，係因其靠北京和天津都近。「美利達」主

要以生產登山車為主，借養車隊，尤其是比賽得到冠軍的車隊來打開知名度，在

歐洲相當地成功。目前唯一的競爭對手是同樣來自台灣的「捷安特」（Giant），
但「美利達」有信心很快即可趕上。 

 

    「美利達」的銷售主體為經銷商，本擬訪談經理，適逢該公司年度經銷商大

會而未果。惟據溫啟閔經理告以，腳踏車的生命週期約僅一年，它不僅僅是製造

產品，還必須重視設計（很炫），以滿足消費者的嘗鮮心理。「美利達」有從台灣

帶來包括紙箱、鋼架、標籤等四個協力廠；該公司堅持走高端路線，價位自然偏

高，但看好中國經濟發展和健身意識的不斷提升，「美利達」對其產品需求之勢

必增加頗具信心! 

 

二、 山東濟南 

 
  在中國由「製造大國」走向「創造大國」的過程中，各地區企業的發

展也透露出結構轉型的色彩。經由山東當地友人的安排，此行亦有機會

參訪數家類似台北光華商場的 3C賣場。 

 

1. 品茂 

 

   這是家以代理戴爾（Dell）和三星（Samsung）電腦筆記本為主的賣

場。每月大約有 1,700—1,800 台的銷量。目前共有六個布點，以銷售山東

省境內客戶為主。在包括杭州、南京、濟南、上海等地之中國東部區域

中，「品茂」目前在戴爾（Dell）的銷售量名列第二。戴爾（Dell）在中

國原走直銷路線，4-5 年前才開始改採代理模式，「品茂」因承接得早而

占了市場先機。 

 

    「品茂」的經營者茍總，30 出頭、來自四川，他告訴吾等，他老家

離重慶約七個小時路程，家中兄弟姊妹不少，哥哥從事建築包工業。當

初他是幾千塊錢起家，現在資產已有好幾千萬。有感於網路商務的蓬勃

發展，茍總體認到未來勢必要網路和實體並重，只不過現階段考量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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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成本和自身能量的問題，如網路訂購過多時，可能應付不過來，故暫

時還是以實體經營為主。茍總指出，這一行物流配送若出問題，即可能

損失好幾千塊；目前每台電腦的物流費用僅 5 元左右，而網路配送，人

力不足時，則很難調度得過來。他個人以為未來似乎以 B to B 較合適，

B to C 則需權衡自身能力。 

 

    類似「品茂」所在之科技市場在濟南共有三處，一為由來自深圳的

「華強」所設；其次，為由台灣「富士康」所設立之「賽博廣場」；而「品

茂」所在者係由歷城區街道辦所設之科技市場。其中由街道辦設立之科

技市場價位最低，「品茂」每月租金 1,500 元。科技市場共有六層樓，1-3

樓為賣場，4-6 樓為辦公室，辦公室空間很小，扮演類似「孵化中心」角

色，許多中小企業即由此蘊育而生，達一定規模後，往往會轉往他地開

店。 

 

2. 惠佳科技 

 
    「惠佳科技」座落在與科技市場一條街之隔的「賽博廣場」內。主要代理

日系 Sony, Nikon, Cannon, Olympus, Casio 等品牌的數位相機。和「品茂」

一樣，經營者都是由數千元起家，而今身家均已達億元。「惠佳」銷路最

好的是 Cannon，其次為 Nikon。銷售毛利約 4—5%。負責人認為 Sony 應該可

以表現更好些，但和 APPLE 比起來，「創新力道顯得不足」。他指出：「APPLE
不僅僅是商品，基本上已然成為『商業模式』，成了一種『生活方式』的引領

者!」 

 
    負責人坦言，現階段中國人相當浮躁，市場比較亂，價格惡性競爭者不

少；「惠佳」目前只做山東省的生意，至於各省通路則尚未打開。惟除已感受

到來勢洶洶網路商務的競爭外，國內電子商品賣場如「國美」和「蘇寧」的競

爭似亦難避免。不過，現階段能做的，即將手邊的事處理好。 

 

    訪談過程中，負責人告以，同樣來自台灣的「賽博商場」物業是買下來的，

而先前也在濟南的「藍天百腦匯」卻不是；基於競爭的日益白熱化，「藍天」

已退出濟南市場。
1曾訪問過台灣的負責人多次強調「價值觀」的重要性，也

透露對南懷慬先生的崇拜，雖身在爾虞我詐的商場，卻時時自我提醒「酒肉穿

腸過，心中留佛祖。」的道理。 

 

3. 中德科技 

                                                      
1
 據悉，除合肥和濟南外，其餘 20 多處「藍天百腦匯」的物業均屬自購，故也有認為它們其實並非經營 3C 賣場，    

  反而更像是房地產投資案。至於上海「賽博廣場」因承租關係，一度遭房東以斷水、斷電作為要脅漲房租手段， 

  多少也讓赴大陸投資台商學到避免「受制於人」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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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德科技」是一家利用發酵科技，由啤酒原料到機具，從事系統的企業。

「中德科技」的生產基地位於黃河以北，該公司產品除銷售中國國內餐飲業界

外，也銷售台灣、香港和其它 50 多國和地區。曾擔任過多項政府職位，並在

山東大學EMBA班任課，已年近70的企業負責人王董事長於就讀山東大學時，

學的就是「發酵」這一行。他出生山東臨沂，小時候日行數十里來回於家和學

校間，故鍛鍊出相當不錯的身體底子，甚至現在每個月平均總有三分之二的時

間奔波於路上。他說，每週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開政府的會，好在公司已

栽培了有接班能力的 10 位職業經理人，公司很捨得花錢送他們上北大、清華

和中歐學院等名校 EMBA 班；王董事長自己的女兒則在澳洲唸經濟。 

 

    談起公司的發展，王董事長稱最開始時是和德國人合作，1993 年朱鎔基

發起國企改革時，他趁機組織了由國企下崗頗富經驗的退職人員，故「中德科

技」的人事制度可謂相當健全。訪談過程中，王董事長提及 2013 年底公司可

望在中國創業板上市，據云，公司上市需符合下述兩大條件:(1)員工需達 1,000
人；(2)年營業額達四億。 

 

    王董事長告以山東的民營經濟已占 90%，惟規模都不大，技術、資金也都

有侷限。或許基於直到現在仍擔任黨內要職的關係，他個人對「國進民退」的

說法並不以為然，認為：「這是學者們為爭版面或飯碗而提出來的說法。」 

 

4. IS 
 

    今年 50 歲，自大學時期起即已和留美返國的教授一起研究電力系統的王

良總經理於百忙中親自接待吾等並接受訪談。王良總經理畢業於山東大學，學

的是 EE，和「中德科技」的王董一樣，後來都取得上海中歐管理學院的 EMBA

學位，也都在山大 EMBA 班帶碩士班學生。 

 

    IS 是一家生產電網控制器的高科技企業，全部員工約 800 名，每年營業額

約五億。公司分研發、市場、技術、行政等部門，其中研發和技術人員就占了

一半以上。員工大多招自大學，儘管濟南交通十分便捷，可以用四通八達來形

容，且到北京只需一個半小時，離上海也不遠，市場也夠大，但想留住人才必

須提供優惠條件，否則人才會跳槽至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等更具吸

引力的城市。目前技術和研發人員年薪約 10 萬元。IS 獲獎無數，這對該企業

投標大型工程自不無助益。然因該企業從事的是系統開發，較難像某些專注生

產產品的公司般可著重於特定產品而謀利。王良總經理認為「三網共構」比「五

網共構」可行，主要原因是三網--電話、手機和電視歸同一個單位管，而電線

則由不同的單位負責。 

 

    王總經理之所以會跨入這一行乃因大學時的海歸派老師認為中國較無從

事基礎研究的條件，反而比較適合做應用研究；正好當時濟南市電網有 16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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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他們就研發出一款電力控制器，很受到重視；渠後，其它電廠也要求做一

套，因此也就挖到了第一桶金。他的老師所領導的研究團隊現已遷至威海校區，

然基於理論上山大仍為該公司股東，故仍可領乾股。 

 

    和他的老師一樣，王總經理並不看好中國未來在「原始創新」方面的遠景，

但認為在「應用性科技」方面完全可以趕上西方。他舉電源控制器為例，已打

敗西方的 ABB 和 Simens，將來更多是技術方面的合作。事實上，該公司即以

ABB 做為企業標竿。 

 

    對於「國進民退」議題，王總經理的看法不若「中德科技」的王董那麼武

斷。他認為應置於大格局中觀察，也即 2008 全球金融海嘯後，中國政府投入

了四兆經費，做的都是所謂「鐵公機」等基礎工程—鐵路、公路和機場，各行

各業肯定都有獲利，這些投資當然也有可能發展成軍工等企業，帶動民間相關

企業的發展。至於「非公 36 條」，王總則指出：「雖已公布，惟許多細節尚待

進一步研議。」 

 

    王總經理以「成也政府、敗也政府」來形容中國政府與企業間的關係。談

到濟南所獲得的二塊牌子，他認為確實有助於軟件業的發展。他進一步道：「目

前中央批的兩個城市，一為大連，另一為濟南。但濟南缺乏像瀋陽『東軟』一

樣的大企業，故較難形成所謂的產業鏈。」 

 

    在訪問結束前，王總經理告以該公司產品目前以國內市場為主，但他語重

心長道：「最大的挑戰也來自市場。」他進一步闡述:「中國儘管農村市場廣大，

但尚未開發；然而成本過高，也不一定會開發。」另，基於過去 20 年，中國

科技的驚人發展，「中國市場大，電網技術的發展遠遠超過了市場的吸納量!」 

 

5. 浪潮 

 
    具有軍工背景的「浪潮」目前著重於雲端科技的發展，且以政府資訊的雲

端化為工作重心。該企業和美國的 Intel 及韓國的 LG 均有合作。或基於吾等

來自台灣的關係，雖已透過特殊管道，然僅能由公關人員說明公司概況而無緣

訪談主要負責人士一探企業究竟。 

 

6. 吉利汽車 

 
    總部位於浙江台州的「吉利汽車」近年來因購併瑞典國寶—Volvo 而聲名

大燥。「吉利汽車」迄今在全國共有九個布點；山東濟南「吉利汽車」係於 2007

年投產，2010 年第一台車出線，年產 1,200 台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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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濟南「吉利汽車」占地頗廣，分兩條生產線，約有 21,000 名員工，以男

工居多，每 20 人為一組，月薪在 2,000 元上下。濟南「吉利汽車」有許多工

作均已外包，廠區主要負責組裝。 

 

7. 大潤發 

 
    參訪濟南期間，共拜訪了分別位於歷城區和下城區的兩家「大潤發」賣場。

「大潤發」的主要競爭對手為法國的「家樂福」（Carrefour）和美國的「窩兒

馬」（Walmart）；此外，國內的「統一銀座」等也來勢洶洶。據接待吾等的陳

磊經理表示，至今「大潤發」的經營理念似乎較符合國情。陳經理過去曾在別

的行業服務過相當一段時間，轉到「大潤發」不過一年多，但因頗為認同該企

業的文化，打算繼續留下來尋求進一步的發展。 

 

    「大潤發」共有 1,000 多名員工，經營上，無論採購、冷藏、生鮮都十分

重要，馬虎不得。依陳磊經理的觀察，由於大部分貨源來自當地，「大潤發」

對當地的最大貢獻即「幫助了一批農民致富。」 

 

三、 青島地區：青島海洋大學經濟學院 

 
    「青島海洋大學」的前身早在 1924 年即已成立，1988 年正式更名為「青

島海洋大學」。至於經濟學院則遲至 2010 年方才成立。目前設有經濟、貿易和

金融三個科系和碩士點。2010 年「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和「黃河三角洲生態

區規劃」陸續公布後，「青島海洋大學」一躍而成為省、部級的重要研究機構。

其 80%的研究課題與海洋有關，如海洋產業、海岸帶、海洋災害與漁民收入、

海洋能源與資源、海上運輸和航運定價等。總之，舉凡傳統優勢產業之轉型升

級、海洋新區、戰略海洋新興產業等均成為研究重點。本次調研受到該學院熱

情接待並針對「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相關議題進行交流。 

 

    在中國「轉方式、調結構」的經濟發展大指導方針下，山東首先檢視了其

傳統優勢產業轉型升級課題，指出(1)漁業—養殖、生態、海參、鮑魚；(2)海

洋運輸—青島、煙台、威海 50 萬噸級船港口；(3)鹽加工—占全球 50-60%；及

(4)濱海旅遊為待轉型之山東傳統優勢產業。而在「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辦

事處下，臚列了 26 項戰略海洋新興產業規劃；舉其犖犖大者，包括了：(1)海

洋能源—如海水淡化、海泥發電；(2)深海裝備：如石油探勘、船舶製造、清

潔能源等設備；(3)海陸統籌：如發展臨港產業；和(4)區域合作、協調：如如

何避免曹妃甸、天津、日照、青島、濰坊等港口間之競爭等。誠然，基於目前

中國重化工業幾乎均向沿海地區延伸已然造成嚴重污染之事實，「青島海洋大

學」學者們坦承擬規劃海洋新興產業並非易事。他們在「先發展、後治理」或

「邊發展、邊保護」間也存有岐見，但愈來愈多人士贊同「生態補償成本」的

概念，然基於山東產業的集聚性還不足，也缺乏足以帶動發展的中心城市，故 

也認為欲規劃海洋新興產業，至少還需有十幾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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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行逗留於青島的時間僅短短一天，特別把握機會由任教於青島大學的徐

永輝教授嚮導參訪沿海邊的城市建設，得悉青島正在建地鐵，聯繫威海和煙台

的動車亦將通車，「青島海洋大學」教授還提及該市「藍色珪谷」計畫，再次

引發「政府主導」抑或「市場主導」熱議。上回走訪山東時即聽聞「青煙威一

體化」的說法，惟當地學者多半認為「更多的時候，是各搞各的；正如『山東

半島城市群』一般，有時甚至還是個競爭而非合作關係!」徐教授強調韓資即

占了青島外資的半數，製造了近 47-48%的就業機會，其次是日資和集中於平度

一帶的台資，台資於當地主要是做石墨的。以整個山東半島言，威海的韓資最

多，青島、煙台也不少，青、煙、威極有與日、韓發展「東北亞經濟圈」的可

能。 

 

四、 威海地區 
     

1. 黃海造船有限公司 

 
    「黃海造船有限公司」的規模不小，內場可同時建七條船，外海可建十

幾條船，故同一時間約可興建 20 條船。接待吾等的工程師指出，2012 年，

該公司的總營收為 35 個億，純利 6個億；而 2013 年，總營收為 32 個億，純

利 3 個億；多少有受到金融海嘯的衝擊。「黃海造船有限公司」20%的所有權

為國有，另 80%則為港務局和職工共同持股。 

 

     在亞洲，迄今大概只有中日韓三國較有造船能力。「黃海造船有限公司」

以製造客貨兩用的混合船型而知名，即上層搭人、下層裝貨（如汽車），國外

幾已無競爭者；國內生產力較強的集中在舟山、寧波、上海一帶，其中又以

上海船舶設計研究院的船隻設計能力最強。目前主要以接外國訂單為主，如

德國、伊朗，甚至非洲的一些國家。造一條船通常需時兩年，試水期則通常

為四個月，測試重點主要在於承載量和速度是否達標。 

  

     「黃海造船有限公司」所用的鋼鐵多半來自「濟南鋼鐵」，其他大多數的

材料也均可由國內滿足，只有部分內燃機需靠進口。由於石島為中國北方最

大的漁港
2
，故該公司也做漁船並負責修理。 

 

2. 「好當家」海上牧場 

 
      「好當家」的創辦人已高齡 82，目前已交棒其 50 餘歲的兒子。「好當家」

原只是漁民的捕魚事業，現發展成一除養殖業外，尚包括高爾夫球場、飯店

等的多角經營企業。「好當家」一望無際的養殖場屬海埔新生地，有員工 5,000

                                                      
2
 中國政府規定每年 6/1—9/30 為漁業休養生息時間，該時段禁止捕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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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大老板為人大代表。該企業係以生態工法養殖漁類、干貝、蠔、蝦和

海參等，並已在 A股上市。 

 

3. 「赤山集團」 

 
   「赤山集團」也從事漁業養殖；由於創辦人性好園藝，故在集團所在後方

開闢了一以韓國佛教為主的四星級觀光園區。該集團也投資房地產，亦屬多

角化經營企業。 

 

4. 「成山集團」 

 
此行參訪的是「成山集團」下屬之「固鉑輪胎」（Cooper tires）。「固鉑

輪胎」成立於 1976 年，初始時只有 76 名員工，主要為抱拉機生產簡陋的輪

胎；2006-2007 年，美國 Cooper 公司投資四億，成立中美合資企業。該公司

現有 7,000 多名員工，為 500 強企業，第二納稅大戶。 

 
   「固鉑輪胎」的生產原料大多來自馬來西亞和印尼一帶，機器設備除部

分國產者外，多半則由德國、義大利和日本進口。廠區工人不多，大部分生

產已自動化。 

 

    不論是「好當家」、「赤山集團」或「成山集團」，據幫忙安排參訪的威海

港務局局長稱，這些集團的財力都相當雄厚，除擁有遠洋捕撈漁船上百搜外，

也生產海洋作物相關食品和保健品，甚至涉足生物醫藥等行業，經濟實力不

容小噓! 

 

5. 「天屹碧海莊園」 

 
    「天屹碧海莊園」依山傍水，離市區僅 10-15 分鐘車程，為威海高檔住

宅小區，由個人大學同學林弘正先生所設計；目前已興建第二期，第一期共

興建 72 戶，分獨棟和雙拼兩種，第二期則多屬雙拼和連棟，已無獨棟者。 

 

    經林弘正安排，得以參觀其中兩間獨棟房，一為正裝修中屬威海台資協

會會長所有之公館，座落於遊艇碼頭旁，室內收集了不少董陽孜的書法和江

南煙雨的油畫，可窺主人的品味；另一戶五層樓的樣品屋，室內即設有電梯，

售價為 1,200 萬人民幣。 

 

    莊園中並設有大、小公共會館各一，內除桑拿、理髮部、游泳池、餐廳、

茶室、鐵板燒、按摩外，尚可住宿，海景房每晚 RMB$2,000，山景房每晚

RMB$980。威海知名企業「威高集團」和「魏橋集團」均各購一戶，改裝

成會館，用以接待高管和外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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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煙台地區 

 
1. 「東方海洋 」 

 
   「東方海洋 」係 1998 年由水產技術推廣中心改制而來。當時是由 40

人集股，籌措 98 萬資金設立的，於今資產已達 20 億，增長速度高達 100

倍。「東方海洋 」集水產加工、物流、副料等產業鏈於一身，集團公司並

經營房地產和酒店，2006 年並已於深圳上市。「東方海洋 」名列中國海

洋產業前三名，國內幾無競爭對手，有的話，僅威海「好當家」一家。早

期 60-70%產品銷往歐洲，這二年，轉經營日本市場。 

 
   「東方海洋 」的 R & D 年投入高占 3-4%，基於公司經營已達國際水

準的事實，中共中央的「海藻中心」即設於公司內。中國科學院院士及

碩、博士畢業生長期駐廠，中科院的海洋研究所即置於企業內。公司並

和「中國海洋大學」共建實驗室，共同研究海洋牧場議題。「東方海洋 」

目前也注意到鱈魚皮膠原蛋白、大西洋鮭魚等價值。故亦發展保健品，

如膠原蛋白等。為顧及高效低碳、永續發展，該企業也考慮開發海底沼

場；事實上，公司對三文魚的養殖已能封閉循環水，做到零排放。 

 

   此外，「東方海洋 」也與挪威合作室內低溫養殖 3-5 公斤左右的三文

魚，目前年產 800 噸。輸往歐洲產品通常直接進超市，日航為目前最大

的客戶，日本三菱則正洽談銷日肯德基案。由勞動力成本和效率考量，

印尼、泰國和越南可能是未來的主要競爭者。 

 

2. 「安德利集團」 

 
    「安德利集團」成立於 1996 年，當初係以生產濃縮蘋果汁原料和食

品飲料添加劑為主業，只有一家廠、一條生產線。目前該公司已發展為包

括果汁、果膠、房地產、熱電、建材和飲料等產品的九大公司；惟仍以果

汁濃縮、果膠（食品原料）和房地產為主。成立之初，公司資產為 2,000

多萬，目前資產已達 30 多個億。 

 

    「安德利集團」非常會善用「生產鏈」和「循環經濟」的概念，譬如

蘋果除製成果汁，榨渣除用來做飼料外，（據該公司稱，100 噸的蘋果渣，

可創造 8-10 萬人民幣的飼料價值。）經烘乾加工後可製成果膠，若仍有

剩餘，尚可做生物燃料，經再加工，還能部分提供國家電網，部分留給自

己當熱電使用。事實上，因此而可供自身使用的發電量達 3,000 瓦。「安

德利集團」也頗擅長進行上、下游產業的延伸，2009 年起，該公司即與

台灣的「統一企業」合作，品牌、通路歸「統一」，原料則由該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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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因此可大大節省生產茶和果汁飲料的運輸成本，而「安德利集團」

也自然成了統一的供應商，一舉兩得。 

 

   「安德利集團」所生產的果膠係自 2003 年起開始世界考察，2005 年

才開始量產，當初投資 9,000 萬美元，開了兩條線。2003 年，公司並已

在香港上市。目前排名世界第六，在中國可說尚無對手，生產的果膠

80-90%出口，隨市場需求之日增，該產品之前景可期，無論是中國或亞洲

均將保持第一。總之，該公司於其熟悉的領域仍不斷研發中，如對四川愛

玉、檸檬、草莓、藍莓等不斷研發，企圖開發出上、中、下游產品。中國

知名飲料廠，如「哇哈哈』和「農夫山泉」也都是它的客戶。 

 

   「安德利集團」目前投資的三項房地產分別為「安德利花園」、「安德

利銀海花園」和「龍泉溫泉別墅」。 

 

   「安德利集團」2012 年的收入為 20 億，利稅四個億，出口創匯 2 億

美金。可口可樂、光大、雀巢均為主要合作廠家。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

發生後，出口量和價格均明顯下降；以果汁為例，金融危機發生前，每噸

的出口價為 2,000—2,200，危機發生後，每噸價格降為 600-700。不過，

為了維持與可口可樂這樣大公司的關係，還是必須供貨。外銷價格直到

2013 上半年才緩步回升到 2,000 元的水平；但因接踵而至的歐債危機，

價格又降至每噸1,500—1,700間。由於蘋果和其它原料的成本不斷攀升，

加上人力、物流和生產成本，利潤愈來愈薄。山東、山西、陜西和遼寧為

中國蘋果的主要產區，果農多半直接面對市場。類似「安德利集團」的企

業，中國一共有中魯、通達等五大家，行業間的競爭愈來愈激烈。由於行

業間的聯繫不太緊密，而國外市場及採購商都難以控制，故公司未來擬開

發批量小的小品種並開發除蘋果外的荔枝、冰糖雪泥、草莓、桃等。配合

國家擴大內需政策，國內市場銷售占比約 10-20%。為增加營運績效，公

司在內部管裡方面也採取了以下做法：（1）壓縮編制，減少人力/生產成

本；（2）將原有 14 條的生產線部份重新布局，調至山西、陜西等西部地

區；（3）承接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課題，研發新產品，使公司成為水果

的國家級研究機構。該企業已投入 2-3 千萬於研發並成立了「果膠研發中

心」。訪談過程中，該公司經理特別強調：「設備、工藝，各公司都差不多，

惟有從研發和食品安全上著眼管控方能勝出。」他並透露：「世界六大生

產果膠工廠均將技術視為機密；目前公司經營固有困難，好在有『產業鏈』。」 

 

    提到企業融資，接待經理點出由於銀行緊縮，資金的取得益形困難。

國外的匯豐銀行曾給予協助。他還告以由於食品出口標準嚴格，且都屬買

方市場，現正逐步增加國內市場之銷售比重。然而，基於國家政策規定濃

縮果汁已不許再拓，內銷亦非坦途一片。公司已不斷地開發新產品，如蒟

酪、蜂蜜、果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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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鑫廣綠環再生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 

 
    成立於 2004 年的「鑫廣綠環再生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專注於（1）

廢棄物再利用；（2）危險廢棄物再利用；和（3）廢棄電池回收。 

 

    「鑫廣綠環再生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處理之廢棄物來自山東、上海

和安徽。如收購上汽、通用、上廣電之廢邊角料、廢紙、廢鋼鐵等。經再

生後，可製成塑料、紙張、鋼材和樹脂等。 

 

    接待吾等的趙總來自福建，他提到對此行業，政府並未提供稅收優惠，

但若透過提報項目，可申請單一項目補助基金。由趙總的描述中得知，從

事該行業存在著一定的風險，如政府不發執照、進入須一定的門檻等；然

而，由於此行業有不少的副產品如發電、供暖、蒸餾、活性碳吸附等，為

提高環保含量，仍帶相當程度之技術。其實，隨資源型城市之愈來愈受到

重視，已有風險投資基金想切入該行業，尤其是看好未來家電的拆解等。 

 

4. 「煙台美光金銀絲有限公司」 
 

    「煙台美光金銀絲有限公司」為台資企業，負責人廖慶富董事長為煙

台台資協會會長。廖董事長 25 歲時隨原籍山東老兵回鄉，幾個人合資做

買賣，但其他人均已婚，當時僅他未婚，便留了下來，迄今已 20 年。現

40 出頭的廖董事長，娶了煙台女子為妻，並育有兩女一男。 

 

    廖董當年投資僅 5,000 萬美元，現資產頗高，同時還幫忙煙台招商。

他所從事的是布料、布料化學（加工）處理—如高檔圍巾、衣服、聖誕裝

飾的鑲金邊。廠內機器有中國國產、台灣製和日、韓進口者。目前的事業

可區分為上、中、下游三塊。在同行中，打敗了韓國，而與日本合作，幾

乎無競爭者。言談中，廖董提及煙台的對口應為台灣屏東，他鼓勵台商，

包括農民來煙台投資一年四季皆有的海產養殖業。 

 

    廖董台灣老家就在木柵考試院附近，在煙台的廠房旁即開了一家餐廳，

現有打算遷廠，認為空出的廠房可開發房地產；由於身兼台資協會會長，

故訪談中，除安排參觀其廠房並詳加解說外，特別提供了煙台台資企業的

一些概況。他指出「富士康」為當地最大的台商，以生產 Notebook 為主，

有計畫和日本的 Sony 和 Sharp 合作；且在中國各省當中，至少有六處「富

士康」的出口均名列第一。其次，有生產大白菜的，也很賺錢。此外，「華

新麗華」則從事不銹鋼生產，開始時也做鋼廠，乃基於當時中國政策準備

停發鍛鋼執照，「華新麗華」圖的是先取得該執照。他如經營「萬家香」

醬油和回到故鄉的由苗豐強先生主事之「神達電腦」等也都有不錯的成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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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張裕葡萄酒」 
 

   成立於 1892 年、2013 正好屆滿 120 年的「張裕葡萄酒」是一集葡萄

園、酒店、高爾夫球場、生產基地、博物館等之全球酒莊概念於一身的綜

合性企業。創辦人張弼士，廣東大埔（客家人），發跡於南洋，在馬來西

亞的故居已成為當地博物館，他一生投資上百種企業，僅「張裕葡萄酒」

是成功的。「張裕」藏有國父墨寶，據悉孫中山先生為企業題字僅此一家。

在中國共設有煙台、瀋陽、北京密雲等六處酒莊。受訪的孫副總提及美國

酒莊的經營模式，許多均已社區化（外包），而在中國則依然是採取系統

化的經營。「張裕葡萄酒」未來仍以開發亞洲市場為主，惟目前台灣的金

門高梁雖已登陸，但尚未開放大陸酒類進口。他估計，未來台灣市場若開

放，一年應可做十億的生意！孫副總並指出以銷量而言，「張裕」已做到

世界第一，但主要靠的是國內市場（平均每人三瓶）。「張裕」目前的主要

競爭對手是美、法，主要還是品牌問題，英、智利、阿根廷、南非也不差。 

 

    孫副總認為葡萄酒的產業鏈還蠻長的；由生產葡萄到發酵、釀酒、酒

製品、酒莊到旅遊等等，每個環節又可上下延伸無數。「張裕」目前也有

自己的軟木塞工廠、橡木桶工廠、玻璃廠和發酵廠等。他亦稱金融海嘯對

該行業的影響並不明顯；主要是因人在高興時會喝酒，失意時也會喝酒。

「張裕」現共有 5,000 名營銷人員，不打廣告，而以酒莊形式商業模式經

營；提及企業經營的困難，孫副總直指年青人的好高騖遠、吃不了苦是其

一；另以山東為例，果農也不一定要種葡萄，多半是什麼賺錢，就種什麼。

所以公司已在新疆大力開發多處葡萄生產基地。2006 年，「張裕」在遼寧

恒仁設立冰酒生產基地。該公司擁有 30,000 噸的解百納生產中心；在寧

夏也設有二萬噸的發酵中心；在北京的愛菲堡價值 5億；另亦經營卡斯特

酒店。2007 年的研究發展經費為 1.83 億。吾等田野期間，不僅親身領略

該集團附設頗具規模的博物館，也深深感受到孫副總那句「噘著屁股做實

事」的精神！ 

 

            6.「煙台高新區」 

 
              2010 年時，「煙台高新區」提升為國家級高新區，共可上三個板：（1）   

            主板；（2）創業板；和（3）中小企業板。凡在高新區設廠的廠商有較優 

            的申請上市的條件。「煙台高新區」現共規劃有「一園四區」。全區跨越芝 

            眾區、牟平區和萊山區，以辛安河為界，北面為高新區，南面為外包區。 

 

    接待吾等的規劃國土局官員指出，煙台的發展共歷經以下三個不同的

階段：（1）1978 年改革開放時，將青島列為「計畫單列市」，而將煙台的

即墨等地劃歸青島，且將威海也劃出去，致煙台面積變小。（2）1984 年

青島港為與煙台競爭，凡與煙台港有關之港務代理人均受到打壓，且當時

青島只修對其有利的一段鐵路，而不修對煙台有利之道路，故煙台當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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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也歸青島管，直到最近才開始構思青煙威一小時生活圈課題，也因此

才有興建青煙威動車之議。（3）將來煙台擬將威海再收回，蓋因煙台的土

地指標小，青島則有 6,000 平方公里。惟據接待吾等的朱主任云，「這是

可以想辦法改變的。」 

 

    有三個國家級規劃於高新區重疊，分別是「藍色海洋開發區規劃」；「黃

河三角洲規劃」和現正起草中之「高端產業發展區」。高新區占地 84 平方

公里，共擬發展海洋生物、電子動漫、航空航天和外包軟件四大支柱產業。

園內設有 14 所大學，人力不是問題，且擬透過「藍海人才」計畫（現編

一億，未來會加碼到十億）爭取海外人才。在軟件外包業務方面，擬做為

孵化中心，向港、台、日、韓招商，現已有 IBM 青煙威地區總部設於此。

孵化中心位置為泰利汽車模具公司所有，也有創投公司入住，由於粗租金

低廉，故已被占滿。高新區也是中俄合作區和中國/APEC 發展區，在全國

皆屬少見。 

 

    訪談中，朱主任提到：「有些事是用手（規劃）做的；有些事是用腳

（行動）做的。」他以為：「企業不該將政府補貼視為常態，必須自己去

創新，與時俱進，才具競爭力。」言談中，他還幽默地詮釋：「『齊』--

整齊、『魯』--粗魯文化。」 

 

    朱主任並告知當年「富士康」到煙台投資的理由為：（1）青島—風華

老去；（2）威海—少婦，但使君有婦；（3）煙台—含苞待放；另一說謂煙

台有港口、機場，交通便利，離日、韓又近。 

 

7.「養馬島開發區」 
     

離「煙台高新區」不遠仍在開發中的「養馬島開發區」，道路兩旁處

處可見「藍色機遇、大有可為」；「幸福啟航、藍色尋夢」；「新區建設、一

馬當先」；「煙台發展看東部—東部新區」；「全面爭先、一馬當先」；「東部

崛起看牟平」等標語，透露出正如火如荼展開中之「山東海洋經濟區」。

據接待者告以，深圳「華強集團」刻正投資「養馬島」的開發，未來除投

資相關產業外，觀光旅遊亦將為發展重點。。 

     

8.「大宇造船」 
 

    屬韓資企業的「大宇造船」，主要承接五萬噸級組裝訂單，即只做中

間製程 OEM，而不處理整船。 

 

貳、「深圳」前海開發與深港未來發展之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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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2 月底，原擬親赴深圳一探「前海開發區」實況，惟礙於當

時已轉往政府服務，以官員身份進入大陸地區相對敏感與不便，只得權宜

走訪香港，一方面了解在「深港一體化」框架下，香港各界對「前海開發

案」的反應，另一方面亦擬探尋香港於珠江三角洲區域發展過程中角色之

變化。此行除與接待吾等之駐港代表交換意見外，多半時間在深入訪談香

港高校對此有研究之學者專家。茲摘述訪談重點於下： 

 

一、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鄧永成教授 

 
    訪問一開始，鄧永成教授即坦承無論是對深港交界處開發經年的「落

馬洲河套」或深圳「前海地區規劃」均不熟悉。惟主觀上直覺：「這些或

亦屬兩地間的另一種『立項』，以有利於房地產的開發。」 

 

    或許基於鄧教授個人的研究興趣，他提到他的研究重心，近幾年已由

對大陸城中村的關注移回香港，似乎更關心環境保育及市民社會崛起方面

的課題。因此訪談伊始，他即將話題導向香港人對中國的看法上來。他提

到：「港人對中國人的看法，『愈來愈負面』；包括來港生子的大陸婦女、

來港蒐購奶粉及其他民生用品的大陸人。」鄧教授告以目前港人有以「強

中國人」一詞形容大陸人士的共識。 

 

    總體而言，鄧教授對香港的未來抱持著「審慎樂觀」的態度，認為香

港年青的一代開始注意到社會層面的課題是個可喜的現象。至於香港政府，

鄧教授認為它沒什麼自主性，只會玩些「房地產」一類的手法，也因此可

以分紅給老百姓，派發所謂「財政收入」。鄧教授認為和新加坡比較起來，

香港不及新加坡。因為新加坡不用擔心「一國兩制」的問題和侷限，政府

可以傾全心致力於尋求全方位的發展。 

 

二、 香港大學地理學系趙曉斌教授 

 
    原籍廣東，於取得學位後申請來港任教的趙曉斌教授於訪問一開始便

直言，「落馬洲河套地區」已「沒戲了」!據他的了解，最主要的原因乃在

於：「香港方面害怕做多給深圳，尤其是特首身邊幕僚團中的邵先生。」

他進一步說明道：「香港擔心落馬洲河套起來後，深圳的地位會凌駕於香

港之上，既然『落馬洲』做不起來，深圳市政府後來便自己找了『前海』

進行規劃，面積比『落馬洲河套』還要大得多。」 

 

    趙教授指稱「前海地區」最關注的課題為「人民幣的國際化」，也即

深圳方面擬聚焦在「高端服務業」方面的國際化，且以金融、物流等高端

科技為重點；深圳本擬結合香港力量，一起向中央要項目，認為深港聯手，

成功的機率較高，惟目前香港政府的態度仍然保守，很擔心被深圳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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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教授亦強調：「此次『前海』規劃更重要的意義乃在於『制度的創

新』；具體點說，即期借鑑香港的稅制、法制、金融管理等各方面國際化

的經驗，實驗『人民幣國際化』的可能性。」趙教授並提及：「諷刺的是，

港府的態度雖冷，民間卻很熱；目前為止，已有 20 幾家港銀投了意向書。」

他還點出：「其實，深圳今天也不必只靠香港，已有直接假求海外的能力；

只不過從『深港一體化』的角度來看，深港合作是再好不過了!」 

 

    在談到深圳發展成金融中心的企圖心時，趙教授答以：「絕不僅止於

深港，更多可及於廣東省，甚至長三角和東南亞等。」趙教授順便提到：

「目前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六成以上來自大陸（A 股創業板）。因此，在

金融中心背後，更重要的是建立整套Venture Capital制度的課題。誠然，

『前海』開發初期仍有相當多基礎建設投入之必要，故屬香港強項的房地

產投資和金融投資自然不宜缺席。」 

 

    當被詢問到台灣於此方案中可以扮演的角色時，趙教授指出：「最重

要的是台灣科技業的創新能力。蓋因 Venture Capital，正如矽谷和 128

公路，銀行的投、融資和這些產業間有極為密切的關係。」他也舉了台灣

的「鴻海」、「旺旺」、「台塑」等企業所使用的資金也並非全來自台灣，也

可能係來自香港和大陸。這方面香港就不及台灣，甚至新加坡。蓋因新加

坡雖亦為城邦（City State），但沒有香港「一國兩制」的緊痼咒，且傾

全國之力，全方位的在發展金融、物流和科技業，甚至投資大學。  

 

    總之，未來前海規劃案會否成功，還是在於「制度創新」、制度必須

更透明、企業創新能力、法規鬆綁、稅制和經商環境等方面的配套，這方

面台灣或許有機會，他認為：「台商到大陸投資的靈活度是港商望塵莫及

的。」 

 

    趙教授還指出，論及金融中心，還必需注意到資本主義制度中 Common 

Law 的問題，並非像目前台灣所採之大陸法系規定。 

 

    我最後請教趙教授對製造業和服務業之間關係的看法，他再度提到台

灣在這方面的優勢。譬如，除美國的「矽谷」外，他認為「新竹科技園區」

的存在即為台灣難得的資產。 

 

三、 香港中文大學地理系楊汝萬教授 

 
    和楊教授是多年舊識，他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地理系主任、教務長和亞

太研究中心主任，也曾任職過新加坡、加拿大等國，並參與世界銀行、聯

合國和中國政府的各項咨詢工作。於珠江三角洲和泛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發

展方面都有蠻深的涉獵，也先後參加過在成都、長沙等三市召開過的泛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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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三角洲會議。另也出席過由韓國人贊助的北京和上海論壇，擔任亞太研

究中心主任時，並籌設了滬港研究中心。 

 

    楊教授在論及中國的區域布局時，首先提到：「中國是一大國，故除

境內的區域外，在非洲、南亞、中亞等地之布局也著力甚深。」繼之，他

提及：「珠江三角洲目前的三大重頭戲為前海、南沙和橫琴。惟均屬初步

規劃階段，至於如何落實還得仔細思考。」 

 

    提到「落馬洲河套地區」的開發，楊教授表示：「我自己也參與過，

但因土地屬深圳，管理歸香港，交通較為不便，現幾乎已停擺。」 

 

    楊教授指出，香港民眾對大陸來港炒房（如溫州炒房團）等現象似乎

束手無策，故甚至連租屋，也可觀察到溫州人集資購買情形，造成香港貧

富差距愈為不均。而在論及香港開放大陸老百姓自由行時，楊教授認為配

套做得不好，以致就連他回家在中環一帶等車時，都必須三班過後，才搭

得上車。這些經驗，他認為台灣不妨參考。 

 

    由於擔任過香港政府不少的咨詢工作，故楊教授總結其觀察道：「港

府很想做點事，但基於目前的社會氛圍，也不便公開表述。」 

 

四、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研究中心陳文鴻博士 

 
    成立於 1992 年後之中國商業研究中心係以咨詢研究工作為主；陳博

士的薪水由學校付，其他參與研究者和十名左右成員的薪資則需靠研究計

畫來支撐。迄今，該中心已從事的研究包括了緬甸投資機會、台灣 ECFA

和香港 CEPA 的比較等。陳博士特別點出：「像台灣這樣的小國周旋於大國

間必需要有智慧。台灣可在兩大強間取得最佳利益。」 

 

    提到香港的未來，陳博士以為：「房地產和金融依然會是兩個強項；

但服務業，尤其是零售業則會有更大的發展，因為深圳地區有許多每天通

勤來購物者，也即自由行仍然帶來了很大的利益，近期跨境來購買奶粉即

為一例。」 

 

    陳博士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抱持著相當樂觀的態度，至少在 2020 年之

前如此，他認為此後，中國則必須處理少子、高齡和勞動力短缺等問題。 

 

    在他看，「前海」的提法最後可能仍會是個「房地產項目」。因為，陳

博士以為：「由金融的角度來看，是不可能實驗的；一旦放開，就會全面

放開，這絕非深圳市政府可單方面決定的，而是中央政治局的決策。應會

考慮到國家安全、金融安全等課題，尤其是在 2008、2009 全球金融風暴

和歐債危機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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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博士的另一觀點是：「『前海』開發其實是把已經存在很久的黑市人

民幣買賣公開合法化，使其更規範些，以方便管理。」而在珠江三角洲這

一輪所提出的『前海』、『南沙』和『橫琴島』開發案中，陳博士更加看好

『橫琴島』的開發。蓋因珠海路小，橫琴開發會著重在教育、文化和觀光

等價值及生態，也有利於澳門的發展；事實上，澳門大學已搬過去了。至

於『南沙』，不知具體措施為何；而『前海』，不過是在中央立項前提下，

可正式填海造陸，因為深圳也已沒有開發的土地了，而鄰近的東莞，製造

業的基礎已不復當年，故指望它能有多成功，似乎也無多大的可能。眼前

香港人去投資，不過是要些土地或搞房地產而已。 

 

    話鋒一轉，陳博士道：「未來台灣若擬與大陸發展進一步的關係，必

須掌握好產業鏈的利基。畢竟中國有 13 億人口的市場，香港週邊等於環

繞著 4-5 個美國規模的大國。台灣也有必要和香港簽 FTA。」在論及中國

國有企業時，陳博士認為未來它仍然重要；而民營企業由於靈佸，會倒了

一批，又來一批。實際上，沒有一個國家是完全的市場經濟，台灣不是，

甚至美國也不是。 

 

    總之，陳博士提醒，隨珠江三角洲高鐵同城化後，空間和產業如何布

局的問題值得進一步的研究。至於香港，人口老化嚴重，目前每年開放五

萬大陸人入港，近來外傭可否入籍問題再起。 

 

伍、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學系沈建法教授 

 
    請教沈教授對「落馬洲河套地區」開發的看法，他直截了當地說：「『落

馬洲河套地區』的開發目前已冷了下來，主要原因係因政府換屆，前任特

首曾蔭權時期在『深港一體化』與『珠三角一體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當時香港的內部情勢沒有現在的複雜；目前梁振英因為剛就位未幾，復以

近來香港與內地的矛盾日深（如蒐購奶粉），故為顧及香港人民的感受，

不敢跑得太快!」沈教授補充道：「就連東北新界的開發，也不敢太聲張。」 

 

    「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的另一個問題在於：「『河套地區』的土地是

深圳河拉直後多出來的，面積很小，且產權歸深圳所有，管理則歸香港；

香港想發展的是教育（大學）、醫美、高科技等，深圳的興趣不大。」 

 

    至於「前海」則由深圳提出，面積較「落馬洲河套地區」大許多，該

規劃擬借鑑香港金融國際化的經驗，結果輪到香港擔心：「若『前海』真

的發展起來會否挑戰香港『中環』金融中心的地位，故而也不是太積極。」

沈教授提醒：「當然，吾人必須認清的是，香港有太多包括銀行在內的中

資企業，未來『前海』也可能成為另一個再回流炒作的標的。」 

 



21 
 

    沈教授認為未來香港在珠江三角洲的角色，仍然會是服務的提供者。

當務之急，反倒是如何處理好香港的內部問題，如人口問題。他具體指出：

「香港每年有一千萬人次赴陸，陸方也有幾百萬人來港，加以五萬名雙非

子女及十幾萬外勞（尤其是菲傭），政府必須提出很好的政策配套，如五

萬名雙非子女未來的就學就將是個不小的挑戰。」沈教授並告以：「最近

外傭也在鬧可否成為香港合法居民一事。他們每月約賺 4,000 元港幣，若

通過只要在香港呆七年即可取得居民證，則將來許多香港人可能找不到外

傭，外傭甚至不必工作即可領本地的救濟金，將造成很大的社會困擾。」 

 
    沈教授進一步說明：「目前香港法令規定，只要是中國人生的小孩就

是香港人。惟顧及港人感受，目前梁振英特首即限制大陸婦女不可以再到

香港生產。又，每名陸客只能帶兩罐奶粉回大陸。」 

 

    我們也請教沈教授貫穿北京和珠江三角洲的高鐵對珠江三角洲未來

發展的可能衝擊，他即刻的反應是：「『海關如何掌控』將會是個問題。海

關若設在香港方，港方會有反感（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港/公安在港）；然若

只能直達，中間不停靠站，則也有『經濟效益不大』的問題，這些都需要

及早思忖和規劃。」     

               
    訪談中，沈教授提到：「在大陸的香港企業仍多，然高端製造業不強。」

對珠江三角洲未來的發展提供了以下幾點觀察：「感覺上，珠三角」的三

大規劃—南沙、前海和橫琴中，『橫琴』的阻力小、土地大，提供了澳門

未來發展較大的腹地；『南沙』以隸屬廣州地位在規劃，基於廣州為省會

城市關係，自然也受到重視，但也已經過了好幾年，績效似乎尚看不出來。

深圳有自己的科技業，只是東莞目前的企業發展不是很妙，好在珠江三角

洲本身的人口已相當多，如廣州有 1,000 萬，深圳 800-900 萬，香港 700

萬，東莞也有 800-900 萬，已能創造一相當大的內需市場。」 

針對「珠港澳大橋」，沈教授也提出了他的觀察：「『珠港澳大橋』的興建

也有其矛盾；香港想讓珠三角或內地的貨櫃繞過深圳直接運到香港（雙 Y），

這已讓深圳頗不以為意；深圳後來也蓋了一條直接接中山的路，可見珠三

角區內，大家都在競爭。惟無可諱言地，『珠港澳大橋』通車後，香港和

粵西的連繫勢必增加，說不定產業的轉移或許也能因此達成。」 

 

    短短三天的香港行，收獲仍然滿滿，除以上幾位學者的深入訪談外，

亦走訪了浸會大學林思齊研究中心李思名主任和浸會大學地理系楊春教

授，了解兩位學者和該研究中心目前的研究取向，李主任剛出版「後金融

海嘯時期的中國與東亞經濟協作」一書，而楊教授則一直延續她過去的研

究興趣，持續探討全球商品鏈（global commodity chain）、大陸港商與

台商的轉型（ICT→LED→LCD→TFT/LCD）暨區位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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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山東半島移地研究受訪者背景一覽 

城

市

圈 

城

市 

身 

份 

別 

編

號 
受訪單位/職稱 

專業背景 

小

計 

合

計 

企

業

經

營 

都

市

計

畫 

財

政

經

濟 

社

會

發

展 

其

他 

濟

南

經

濟

圈 

德

州 

企業 

1 美利達自行車（中國）有限公司管理部經理          

9 
10 

2 美利達自行車（中國）有限公司人資主任          

3 德州元茂紡織有限公司業務副總經理          

4 晉億集團晉德有限公司經理          

5 晉億集團晉德有限公司科長          

6 皇明太陽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7 皇明太陽能股份有限公司副董          

8 皇明太陽能股份有限公司市場分析師          

9 皇明太陽能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員          

政府 10 德州市住房建設與城市規劃局副局長          1 

濟

南 

企業 

11 濟南人民大潤發商業有限公司(歷下區)店總          

12 

16 

12 濟南人民大潤發商業有限公司(歷下區)客服經理          

13 濟南人民大潤發商業有限公司(歷城區)客服經理          

14 濟南人民大潤發商業有限公司(歷城區)客服副理          

15 山東豪客太陽能有限公司董事長          

16 濟南吉利汽車有限公司人資專員          

17 浪潮集團行政辦公室主任          

18 山東惠佳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          

19 山東中德設備有限公司董事長          

20 積成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1 濟南賽博數碼廣場董事長          

22 濟南賽博數碼廣場經理          

政府 

23 濟南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固定資產投資處處長          

3 24 濟南市經濟與信息化委員會工業建設部門處長          

25 濟南市城市規劃局主任科員          

學研 26 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社會系教授          1 

 

 

 

 

 

 

青

島 
學研 

27 中國海洋大學藍色經濟辦公室領導          

9 9 

28 中國海洋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29 中國海洋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30 中國海洋大學國貿系教授          

31 中國海洋大學國貿系副主任          

32 中國海洋大學國貿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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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

東

半

島

經

濟

圈 

33 中國海洋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34 青島大學環黃海經濟研究所所長          

35 青島大學環黃海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36 成山集團主任          

威

海 

企業 

37 好當家集團總經理          

7 

4 

11 

21 

38 赤山集團項目辦主任          

39 黃海造船有限公司工程師          

40 山東名流實業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          

41 威高集團有限公司辦公室主任          

42 威海迪尚捷年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          

43 榮成市石島港航管理局局長          

政府 

44 榮成市石島港航管理局副局長          

4 

12 

45 威海市港航管理局副局長          

46 威海市港航管理局科長          

47 山東東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煙

台 

企業 

48 山東東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12 

7 

21 

49 煙台安德利集團總經理          

50 大宇造船海洋（山東）有限公司專員          

51 煙台綠環再生資源有限公司總經理          

52 煙台綠環再生資源有限公司副部長          

53 先聲製藥辦公室主任  
    

54 美光金銀絲董事長          

55 
華新麗華集團 

金澄精密線材（煙臺）有限公司總經理 
         

56 煙台張裕葡萄釀酒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57 煙台張裕葡萄釀酒股份有限公司副總          

58 煙台張裕葡萄釀酒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59 牟平新區發改局局長          

政府 

60 煙台市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祕書長          

7 

2 

61 煙台市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          

62 煙台服務外包示範園區管理委員會主任          

63 煙台服務外包示範園區管理委員會招商主管          

64 煙台服務外包示範園區管理委員會專員          

65 煙台服務外包示範園區管理委員會專員          

66 煙台大學經管學院院長          

學研 67 煙台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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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煙台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          

合              計 67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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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田野調研照片

 

 

參訪山東德州「皇明太陽城」與老總黃鳴董事長合影（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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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皇明」經營的環保小區「蔚來城」，下圖為其賺錢企業—太陽能熱水器真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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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德州「美利達」生產基地一角 

 

 
裕隆集團旗下「元茂紡織有限公司」牛仔褲生產基地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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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南「豪特」太陽能熱水器 

 

台灣「大潤發」濟南賣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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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晉億螺絲」德州分廠 

 
山東大學大門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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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濟南「吉利汽車」廠房一角 



33 
 

 
山東濟南「浪潮」打造雲計算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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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鴻海集團經營的「賽博廣場」 

 
與「賽博廣場」一條馬路之隔，由濟南街道辦開設之「濟南科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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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無數的「積成電子」總經理及另一高層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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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為德國統治過的青島，「八大關」地區仍有保存完好的西式洋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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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好當家」一望無際的養殖場 



38 
 

 

 
上圖為威海總體規劃，下圖為劉公島上的海峽兩岸交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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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私人開發高檔別墅區--「天屹碧海庄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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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台「鑫廣綠環再生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韓資「大宇造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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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台「先聲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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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百年歷史的煙台「張裕葡萄酒」 

 
煙台高新製造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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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美光金銀絲」老總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103 年 01 月 23 日 

                                 

一、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二、研究成果 

三、建議 

四、本次出國若屬國際合作研究，雙方合作性質係屬：(可複選) 

□分工收集研究資料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果 
□共同執行理論建立模式並驗証 
□共同執行歸納與比較分析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其他 (請填寫) _______ 

五、其他 

 

 

計畫編號 NSC 99－2410－H－004－176－MY2 

計畫名稱 
中國三大經濟區域發展軌跡考察：計畫與市場博奕下的空間演繹

（1990--2010） 

 
出國人員

姓名 
陳小紅 

服務機構

及職稱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出國時間 

1. 2012 年 5 月 31 日至

2012 年 6 月 12 日 
2. 2013 年 2 月 27 日至

2013 年 3 月 2 日 
 

出國地點 

1. 中國大陸山東半島 
2. 香港地區 

出國研究

目的 
□實驗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用國外研究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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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三大經濟區域發展軌跡考察： 

計畫與市場博奕下的空間演繹,1990-2010 

專書寫作計畫 
（NSC99-2410-H-004-176-MY2） 

 

 

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陳小紅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壹、 山東半島再巡禮 
 

數年前，為了解環渤海區域的發展，曾走訪過山東半島，對該省富饒的農業

及基礎工業均留下頗為深刻的印象。事隔多年，為進一步掌握經濟實力位居中國

前四之山東半島的最新發展概況，特於 2012 年 6 月間再度造訪。 
 

一、 山東德州 
 

1. 山東德州太陽城 
 

此次行程先飛抵濟南、即刻動身前往中國太陽能重鎮山東德州，經由目前擔

任德州「皇明太陽能」副董事長之友人的引介，得以入住太陽城飯店，親炙以太

陽能發電為主之德州皇明太陽城。不僅飯店全以太陽能發電，附設餐廳之烹調也

以太陽能為主。車行德州市區，更隨處可見該市街道大都採各式各樣造型的太陽

能路燈。籍貫江蘇無錫、理工科系出身的「皇明太陽能」企業老總黃鳴在接受本

研究深入訪談時，除分享了他個人對未來中國能源產業的看法外，基於對節能減

碳重要性之深刻體認，他不僅創辦了中國迄今最大的「太陽城」，基於和當時擔

任德州市長有親戚關係之事實，他得以順利取得太陽城旁面積廣闊的土地，準備

發展成「生態園」；透過他的安排，此行亦有幸參觀該「生態園」環境，不囿風

景優美，倘若真能照其原定計畫如期開發，確實將產生對環境與生態保護和利用

方面極大的示範效應！ 
 
黃鳴除經營太陽城旅館和開發「生態園」外，在整個太陽城中，他也闢建了

太陽能博物館，展示與太陽能相關產品，並擬經由展示，闡明人類生活與太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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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關係。其實，現階段「皇明」最賺錢的企業為太陽能真空管熱水器。其次

則為房地產開發。或許是基於不錯的政商關係，黃鳴得以批得德州地段頗佳的大

面積土地，除已興建員工宿舍和開發「生態園」外，並興闢結合「節能減碳」概

念的住宅小區--「蔚來城」，如採用自行研發成功可隔絕光、熱和噪音的窗戶—美

盾。 
 
訪談過程中，黃鳴董事長告以，由於是在德州上的大學，所以畢業後很自然

地便留在當地就業。提起何以會介入太陽能這一行，黃董事長云，中國若擬持續

發展，就不得不正視能源短缺的問題；他開玩笑地說：「大陸若要攻打台灣或越

南，總不能船開到半途就開不動了吧!」此外，他認為：「面臨第五波的工業革命，

中國人應該有帶頭的機會和使命!」事實上，在我們訪問黃鳴董事長前未幾，他

才在德州太陽城舉辦過以全球能源為議題之「德州論壇」；訪談中，他不諱言，想

以「展店」（太陽能產品）之商業模式，複製幾個「蔚來城」到台灣、香港、加州和澳

洲等地，期能藉此改變消費者對環境的心態。黃鳴董事長坦率地指出：「從事這一行，

最大的困擾是『人才』。」他覺得：「許多人想要”出人頭地”，卻又”不願付出代價”。」

他也嘆：「這世界上存在著太多不思進取的庸碌人力，『他們也是善良老百姓，但

一遇工作，就成了莫大的”惡”。』」 

 

目前為「皇明」配套的廠至少有幾十家之多；黃董事長強調，太陽能產業不

能靠政府，蓋因政府一旦介入，許多廠家就會靠政府補貼而不思創新。他舉前兩

年由於生產過剩，政府便限制發展為例，說明政府政策往往慢半拍。太陽能行業

存在著惡性競爭，但黃董事長堅持：「即使經營困難，仍然要走高端路線。」這或

許就是「皇明」能保有世界第一太陽能熱水器寶座的原因。訪問過程中，經其安

排，也有幸實地參觀太陽能熱水器廠，得知共有五道工序，成品的平均單價介於人

民幣 6,000 至 18,000 元間，公司保證可使用 15 年，除首鋼和寶鋼外，鋼材亦有由韓國

進口者。「皇明」現有 5,000 名左右員工，商情部共有十多位職工。「皇明」在中

國 31 個省都設有營銷站，每站約有 3-4 名員工，「皇明」每月人事開支即高達上

億元。公司為了研發也向台灣挖角，研究過程中即遇兩位由台灣工研院被挖角者，

一位負責光電研發，另一則擔任董事長特助。 

 

2. 晉德螺絲：晉億螺絲德州分部 

 
    數年前，個人在浙江從事蹲點研究時，曾有幸參訪世界最大的台資「晉億」

螺絲廠，當時蔡董即告以「晉億」擬於山東德州設立分廠；此次再訪山東，經聯

繫現擔任德州台資協會會長，亦為「晉億」負責人的蔡董事長，得其首肯，得以

面談德州「晉德」廠的陳泰安經理。 

 

    陳經理明白地表示，2008—2010 年，美國金融風暴和歐債危機等帶給該公

司前所未有的衝擊。做為高鐵概念股，在溫州動車事故發生、高鐵暫緩興建後，

受創尤深。股票由原先一股 34 元掉了一半，最近才稍微恢復。模具固然仍為「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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箍件」的核心技術，然目前德州「晉德螺絲」已漸朝物流和航天、航空螺絲方面

發展，且在廣州、中山（發貨倉庫）、瀋陽等地均有布局。 

     

    陳經理為德州廠唯一的台籍幹部，坐鎮諾大落地窗的經理辦公室，統管德州

的總體運作，蔡董大部分時間則仍在浙江嘉善，每兩個月會來德州巡視一次。來

自江西南昌的舒長林先生則為另一位在嘉善廠工作十多年後調來德州輔佐陳經

理者。陳經理先前從事的是汽車零部件，後經人介紹轉至「晉億」集團，訪談中，

他告知嘉善廠擴充的很快，之前的馬路也已併入，成為廠區的一部分。據稱，「晉

億」當初會到德州來，乃基於地方政府招商的力度，但公司並不會輕意找一堆台

灣人來，主要還需再觀察一下地方政府的動向。借陳總的話：「有時承諾多，但

不盡然會到位。」 

 

3. 元茂紡織有限公司 

 
    屬「台元紡織」關係企業的「元茂紡織有限公司」為一占地 4,000 多畝（擴

廠空間大），擁有 1,000 多名員工的工廠。接待我們的王培堅副總表示，「元茂」

的紡織部門 1993 年時即已到德州設廠，成衣部門（專製牛仔褲）則於最近三年

方落腳於此。當初「元茂」之所以選擇德州，主要係因當地出產棉花，開始時是

和在地一家績效不錯的紡織廠合作，後將其買斷，成為獨資工廠，一直到近三年

才開始賺錢。 

 

    王副總非常有耐心地帶著我們詳細參觀並解說布匹、打樣、剪裁、縫製、打

褶、烘烤、沖洗、釘扣子、燙整和裝箱等牛仔褲的整個製程。該廠固然相當勞力

密集，惟廠內自動化程度算是蠻高的，如由日本進口的繡花機、電腦打板設備、

烘乾機、水洗機等等。目前牛仔褲成品主要係 OEM，半數銷歐美，另一半外銷日

本；也有部分內銷（ODM，如 Jeep）。工人多半為當地招募的女工，招工雖尚不至

有太大困難，惟工人於結婚、生子後，往往會離職。且近年來大陸以每年約 20%

速度調漲工資，徒增企業負擔。訪談中，王副總透露，「元茂」擬於未來尋找當

地成衣合作夥伴，以分攤經營成本。 

 

    「元茂」的台籍幹部均頗資深，王培堅副總在「台元紡織」即已工作了 37

年，先後也被外派過菲律賓和南非，到德州也近三年。王副總告以，「台元紡織」

的退休年齡也為 65 歲，但「台元」的傳統是凡表現良好的員工，退休後公司會

回聘為顧問並會外派重用。目前坐鎮德州的老總即為一 80 多歲的老太太，另一

打樣部的主管看來至少也已 60 多歲。 

 

    王副總覺得企業老總嚴凱泰有魄力也很認真，不太容易。目前集團除裕隆汽

車外，尚涉及紡織、成衣、嘉裕西服和代理亞曼尼服裝，嘉裕西服大多在越南生

產，台灣台元在新竹仍有廠。 

 

4. 美利達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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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吾等的是年 37 歲、東海大學企管系畢業的溫啟閔管理部經理；他原任

職於管理顧問公司，後轉入「美利達」，對每三年會外派一節，心理早有準備。

據溫啟閔經理云，「美利達」在德州的作風很穩健、低調，剛來時不賺錢，產量

也不高，目前已開始營利。現廠內有 1,000 多名員工，以男工居多，每月工資約

2,000 元上下，分兩班制生產。 

 

    「美利達」目前在大陸只有德州和深圳、一北一南兩個據點。未來公司有打

算在南通設廠。當初之所以會選德州，係因其靠北京和天津都近。「美利達」主

要以生產登山車為主，借養車隊，尤其是比賽得到冠軍的車隊來打開知名度，在

歐洲相當地成功。目前唯一的競爭對手是同樣來自台灣的「捷安特」（Giant），
但「美利達」有信心很快即可趕上。 

 

    「美利達」的銷售主體為經銷商，本擬訪談經理，適逢該公司年度經銷商大

會而未果。惟據溫啟閔經理告以，腳踏車的生命週期約僅一年，它不僅僅是製造

產品，還必須重視設計（很炫），以滿足消費者的嘗鮮心理。「美利達」有從台灣

帶來包括紙箱、鋼架、標籤等四個協力廠；該公司堅持走高端路線，價位自然偏

高，但看好中國經濟發展和健身意識的不斷提升，「美利達」對其產品需求之勢

必增加頗具信心! 

 

二、 山東濟南 

 
  在中國由「製造大國」走向「創造大國」的過程中，各地區企業的發

展也透露出結構轉型的色彩。經由山東當地友人的安排，此行亦有機會

參訪數家類似台北光華商場的 3C賣場。 

 

1. 品茂 

 

   這是家以代理戴爾（Dell）和三星（Samsung）電腦筆記本為主的賣

場。每月大約有 1,700—1,800 台的銷量。目前共有六個布點，以銷售山東

省境內客戶為主。在包括杭州、南京、濟南、上海等地之中國東部區域

中，「品茂」目前在戴爾（Dell）的銷售量名列第二。戴爾（Dell）在中

國原走直銷路線，4-5 年前才開始改採代理模式，「品茂」因承接得早而

占了市場先機。 

 

    「品茂」的經營者茍總，30 出頭、來自四川，他告訴吾等，他老家

離重慶約七個小時路程，家中兄弟姊妹不少，哥哥從事建築包工業。當

初他是幾千塊錢起家，現在資產已有好幾千萬。有感於網路商務的蓬勃

發展，茍總體認到未來勢必要網路和實體並重，只不過現階段考量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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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成本和自身能量的問題，如網路訂購過多時，可能應付不過來，故暫

時還是以實體經營為主。茍總指出，這一行物流配送若出問題，即可能

損失好幾千塊；目前每台電腦的物流費用僅 5 元左右，而網路配送，人

力不足時，則很難調度得過來。他個人以為未來似乎以 B to B 較合適，

B to C 則需權衡自身能力。 

 

    類似「品茂」所在之科技市場在濟南共有三處，一為由來自深圳的

「華強」所設；其次，為由台灣「富士康」所設立之「賽博廣場」；而「品

茂」所在者係由歷城區街道辦所設之科技市場。其中由街道辦設立之科

技市場價位最低，「品茂」每月租金 1,500 元。科技市場共有六層樓，1-3

樓為賣場，4-6 樓為辦公室，辦公室空間很小，扮演類似「孵化中心」角

色，許多中小企業即由此蘊育而生，達一定規模後，往往會轉往他地開

店。 

 

2. 惠佳科技 

 
    「惠佳科技」座落在與科技市場一條街之隔的「賽博廣場」內。主要代理

日系 Sony, Nikon, Cannon, Olympus, Casio 等品牌的數位相機。和「品茂」

一樣，經營者都是由數千元起家，而今身家均已達億元。「惠佳」銷路最

好的是 Cannon，其次為 Nikon。銷售毛利約 4—5%。負責人認為 Sony 應該可

以表現更好些，但和 APPLE 比起來，「創新力道顯得不足」。他指出：「APPLE
不僅僅是商品，基本上已然成為『商業模式』，成了一種『生活方式』的引領

者!」 

 
    負責人坦言，現階段中國人相當浮躁，市場比較亂，價格惡性競爭者不

少；「惠佳」目前只做山東省的生意，至於各省通路則尚未打開。惟除已感受

到來勢洶洶網路商務的競爭外，國內電子商品賣場如「國美」和「蘇寧」的競

爭似亦難避免。不過，現階段能做的，即將手邊的事處理好。 

 

    訪談過程中，負責人告以，同樣來自台灣的「賽博商場」物業是買下來的，

而先前也在濟南的「藍天百腦匯」卻不是；基於競爭的日益白熱化，「藍天」

已退出濟南市場。
1曾訪問過台灣的負責人多次強調「價值觀」的重要性，也

透露對南懷慬先生的崇拜，雖身在爾虞我詐的商場，卻時時自我提醒「酒肉穿

腸過，心中留佛祖。」的道理。 

 

3. 中德科技 

                                                      
1
 據悉，除合肥和濟南外，其餘 20 多處「藍天百腦匯」的物業均屬自購，故也有認為它們其實並非經營 3C 賣場，    

  反而更像是房地產投資案。至於上海「賽博廣場」因承租關係，一度遭房東以斷水、斷電作為要脅漲房租手段， 

  多少也讓赴大陸投資台商學到避免「受制於人」的教訓。 



7 
 

 
   「中德科技」是一家利用發酵科技，由啤酒原料到機具，從事系統的企業。

「中德科技」的生產基地位於黃河以北，該公司產品除銷售中國國內餐飲業界

外，也銷售台灣、香港和其它 50 多國和地區。曾擔任過多項政府職位，並在

山東大學EMBA班任課，已年近70的企業負責人王董事長於就讀山東大學時，

學的就是「發酵」這一行。他出生山東臨沂，小時候日行數十里來回於家和學

校間，故鍛鍊出相當不錯的身體底子，甚至現在每個月平均總有三分之二的時

間奔波於路上。他說，每週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開政府的會，好在公司已

栽培了有接班能力的 10 位職業經理人，公司很捨得花錢送他們上北大、清華

和中歐學院等名校 EMBA 班；王董事長自己的女兒則在澳洲唸經濟。 

 

    談起公司的發展，王董事長稱最開始時是和德國人合作，1993 年朱鎔基

發起國企改革時，他趁機組織了由國企下崗頗富經驗的退職人員，故「中德科

技」的人事制度可謂相當健全。訪談過程中，王董事長提及 2013 年底公司可

望在中國創業板上市，據云，公司上市需符合下述兩大條件:(1)員工需達 1,000
人；(2)年營業額達四億。 

 

    王董事長告以山東的民營經濟已占 90%，惟規模都不大，技術、資金也都

有侷限。或許基於直到現在仍擔任黨內要職的關係，他個人對「國進民退」的

說法並不以為然，認為：「這是學者們為爭版面或飯碗而提出來的說法。」 

 

4. IS 
 

    今年 50 歲，自大學時期起即已和留美返國的教授一起研究電力系統的王

良總經理於百忙中親自接待吾等並接受訪談。王良總經理畢業於山東大學，學

的是 EE，和「中德科技」的王董一樣，後來都取得上海中歐管理學院的 EMBA

學位，也都在山大 EMBA 班帶碩士班學生。 

 

    IS 是一家生產電網控制器的高科技企業，全部員工約 800 名，每年營業額

約五億。公司分研發、市場、技術、行政等部門，其中研發和技術人員就占了

一半以上。員工大多招自大學，儘管濟南交通十分便捷，可以用四通八達來形

容，且到北京只需一個半小時，離上海也不遠，市場也夠大，但想留住人才必

須提供優惠條件，否則人才會跳槽至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等更具吸

引力的城市。目前技術和研發人員年薪約 10 萬元。IS 獲獎無數，這對該企業

投標大型工程自不無助益。然因該企業從事的是系統開發，較難像某些專注生

產產品的公司般可著重於特定產品而謀利。王良總經理認為「三網共構」比「五

網共構」可行，主要原因是三網--電話、手機和電視歸同一個單位管，而電線

則由不同的單位負責。 

 

    王總經理之所以會跨入這一行乃因大學時的海歸派老師認為中國較無從

事基礎研究的條件，反而比較適合做應用研究；正好當時濟南市電網有 16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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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他們就研發出一款電力控制器，很受到重視；渠後，其它電廠也要求做一

套，因此也就挖到了第一桶金。他的老師所領導的研究團隊現已遷至威海校區，

然基於理論上山大仍為該公司股東，故仍可領乾股。 

 

    和他的老師一樣，王總經理並不看好中國未來在「原始創新」方面的遠景，

但認為在「應用性科技」方面完全可以趕上西方。他舉電源控制器為例，已打

敗西方的 ABB 和 Simens，將來更多是技術方面的合作。事實上，該公司即以

ABB 做為企業標竿。 

 

    對於「國進民退」議題，王總經理的看法不若「中德科技」的王董那麼武

斷。他認為應置於大格局中觀察，也即 2008 全球金融海嘯後，中國政府投入

了四兆經費，做的都是所謂「鐵公機」等基礎工程—鐵路、公路和機場，各行

各業肯定都有獲利，這些投資當然也有可能發展成軍工等企業，帶動民間相關

企業的發展。至於「非公 36 條」，王總則指出：「雖已公布，惟許多細節尚待

進一步研議。」 

 

    王總經理以「成也政府、敗也政府」來形容中國政府與企業間的關係。談

到濟南所獲得的二塊牌子，他認為確實有助於軟件業的發展。他進一步道：「目

前中央批的兩個城市，一為大連，另一為濟南。但濟南缺乏像瀋陽『東軟』一

樣的大企業，故較難形成所謂的產業鏈。」 

 

    在訪問結束前，王總經理告以該公司產品目前以國內市場為主，但他語重

心長道：「最大的挑戰也來自市場。」他進一步闡述:「中國儘管農村市場廣大，

但尚未開發；然而成本過高，也不一定會開發。」另，基於過去 20 年，中國

科技的驚人發展，「中國市場大，電網技術的發展遠遠超過了市場的吸納量!」 

 

5. 浪潮 

 
    具有軍工背景的「浪潮」目前著重於雲端科技的發展，且以政府資訊的雲

端化為工作重心。該企業和美國的 Intel 及韓國的 LG 均有合作。或基於吾等

來自台灣的關係，雖已透過特殊管道，然僅能由公關人員說明公司概況而無緣

訪談主要負責人士一探企業究竟。 

 

6. 吉利汽車 

 
    總部位於浙江台州的「吉利汽車」近年來因購併瑞典國寶—Volvo 而聲名

大燥。「吉利汽車」迄今在全國共有九個布點；山東濟南「吉利汽車」係於 2007

年投產，2010 年第一台車出線，年產 1,200 台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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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濟南「吉利汽車」占地頗廣，分兩條生產線，約有 21,000 名員工，以男

工居多，每 20 人為一組，月薪在 2,000 元上下。濟南「吉利汽車」有許多工

作均已外包，廠區主要負責組裝。 

 

7. 大潤發 

 
    參訪濟南期間，共拜訪了分別位於歷城區和下城區的兩家「大潤發」賣場。

「大潤發」的主要競爭對手為法國的「家樂福」（Carrefour）和美國的「窩兒

馬」（Walmart）；此外，國內的「統一銀座」等也來勢洶洶。據接待吾等的陳

磊經理表示，至今「大潤發」的經營理念似乎較符合國情。陳經理過去曾在別

的行業服務過相當一段時間，轉到「大潤發」不過一年多，但因頗為認同該企

業的文化，打算繼續留下來尋求進一步的發展。 

 

    「大潤發」共有 1,000 多名員工，經營上，無論採購、冷藏、生鮮都十分

重要，馬虎不得。依陳磊經理的觀察，由於大部分貨源來自當地，「大潤發」

對當地的最大貢獻即「幫助了一批農民致富。」 

 

三、 青島地區：青島海洋大學經濟學院 

 
    「青島海洋大學」的前身早在 1924 年即已成立，1988 年正式更名為「青

島海洋大學」。至於經濟學院則遲至 2010 年方才成立。目前設有經濟、貿易和

金融三個科系和碩士點。2010 年「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和「黃河三角洲生態

區規劃」陸續公布後，「青島海洋大學」一躍而成為省、部級的重要研究機構。

其 80%的研究課題與海洋有關，如海洋產業、海岸帶、海洋災害與漁民收入、

海洋能源與資源、海上運輸和航運定價等。總之，舉凡傳統優勢產業之轉型升

級、海洋新區、戰略海洋新興產業等均成為研究重點。本次調研受到該學院熱

情接待並針對「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相關議題進行交流。 

 

    在中國「轉方式、調結構」的經濟發展大指導方針下，山東首先檢視了其

傳統優勢產業轉型升級課題，指出(1)漁業—養殖、生態、海參、鮑魚；(2)海

洋運輸—青島、煙台、威海 50 萬噸級船港口；(3)鹽加工—占全球 50-60%；及

(4)濱海旅遊為待轉型之山東傳統優勢產業。而在「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辦

事處下，臚列了 26 項戰略海洋新興產業規劃；舉其犖犖大者，包括了：(1)海

洋能源—如海水淡化、海泥發電；(2)深海裝備：如石油探勘、船舶製造、清

潔能源等設備；(3)海陸統籌：如發展臨港產業；和(4)區域合作、協調：如如

何避免曹妃甸、天津、日照、青島、濰坊等港口間之競爭等。誠然，基於目前

中國重化工業幾乎均向沿海地區延伸已然造成嚴重污染之事實，「青島海洋大

學」學者們坦承擬規劃海洋新興產業並非易事。他們在「先發展、後治理」或

「邊發展、邊保護」間也存有岐見，但愈來愈多人士贊同「生態補償成本」的

概念，然基於山東產業的集聚性還不足，也缺乏足以帶動發展的中心城市，故 

也認為欲規劃海洋新興產業，至少還需有十幾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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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行逗留於青島的時間僅短短一天，特別把握機會由任教於青島大學的徐

永輝教授嚮導參訪沿海邊的城市建設，得悉青島正在建地鐵，聯繫威海和煙台

的動車亦將通車，「青島海洋大學」教授還提及該市「藍色珪谷」計畫，再次

引發「政府主導」抑或「市場主導」熱議。上回走訪山東時即聽聞「青煙威一

體化」的說法，惟當地學者多半認為「更多的時候，是各搞各的；正如『山東

半島城市群』一般，有時甚至還是個競爭而非合作關係!」徐教授強調韓資即

占了青島外資的半數，製造了近 47-48%的就業機會，其次是日資和集中於平度

一帶的台資，台資於當地主要是做石墨的。以整個山東半島言，威海的韓資最

多，青島、煙台也不少，青、煙、威極有與日、韓發展「東北亞經濟圈」的可

能。 

 

四、 威海地區 
     

1. 黃海造船有限公司 

 
    「黃海造船有限公司」的規模不小，內場可同時建七條船，外海可建十

幾條船，故同一時間約可興建 20 條船。接待吾等的工程師指出，2012 年，

該公司的總營收為 35 個億，純利 6個億；而 2013 年，總營收為 32 個億，純

利 3 個億；多少有受到金融海嘯的衝擊。「黃海造船有限公司」20%的所有權

為國有，另 80%則為港務局和職工共同持股。 

 

     在亞洲，迄今大概只有中日韓三國較有造船能力。「黃海造船有限公司」

以製造客貨兩用的混合船型而知名，即上層搭人、下層裝貨（如汽車），國外

幾已無競爭者；國內生產力較強的集中在舟山、寧波、上海一帶，其中又以

上海船舶設計研究院的船隻設計能力最強。目前主要以接外國訂單為主，如

德國、伊朗，甚至非洲的一些國家。造一條船通常需時兩年，試水期則通常

為四個月，測試重點主要在於承載量和速度是否達標。 

  

     「黃海造船有限公司」所用的鋼鐵多半來自「濟南鋼鐵」，其他大多數的

材料也均可由國內滿足，只有部分內燃機需靠進口。由於石島為中國北方最

大的漁港
2
，故該公司也做漁船並負責修理。 

 

2. 「好當家」海上牧場 

 
      「好當家」的創辦人已高齡 82，目前已交棒其 50 餘歲的兒子。「好當家」

原只是漁民的捕魚事業，現發展成一除養殖業外，尚包括高爾夫球場、飯店

等的多角經營企業。「好當家」一望無際的養殖場屬海埔新生地，有員工 5,000

                                                      
2
 中國政府規定每年 6/1—9/30 為漁業休養生息時間，該時段禁止捕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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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大老板為人大代表。該企業係以生態工法養殖漁類、干貝、蠔、蝦和

海參等，並已在 A股上市。 

 

3. 「赤山集團」 

 
   「赤山集團」也從事漁業養殖；由於創辦人性好園藝，故在集團所在後方

開闢了一以韓國佛教為主的四星級觀光園區。該集團也投資房地產，亦屬多

角化經營企業。 

 

4. 「成山集團」 

 
此行參訪的是「成山集團」下屬之「固鉑輪胎」（Cooper tires）。「固鉑

輪胎」成立於 1976 年，初始時只有 76 名員工，主要為抱拉機生產簡陋的輪

胎；2006-2007 年，美國 Cooper 公司投資四億，成立中美合資企業。該公司

現有 7,000 多名員工，為 500 強企業，第二納稅大戶。 

 
   「固鉑輪胎」的生產原料大多來自馬來西亞和印尼一帶，機器設備除部

分國產者外，多半則由德國、義大利和日本進口。廠區工人不多，大部分生

產已自動化。 

 

    不論是「好當家」、「赤山集團」或「成山集團」，據幫忙安排參訪的威海

港務局局長稱，這些集團的財力都相當雄厚，除擁有遠洋捕撈漁船上百搜外，

也生產海洋作物相關食品和保健品，甚至涉足生物醫藥等行業，經濟實力不

容小噓! 

 

5. 「天屹碧海莊園」 

 
    「天屹碧海莊園」依山傍水，離市區僅 10-15 分鐘車程，為威海高檔住

宅小區，由個人大學同學林弘正先生所設計；目前已興建第二期，第一期共

興建 72 戶，分獨棟和雙拼兩種，第二期則多屬雙拼和連棟，已無獨棟者。 

 

    經林弘正安排，得以參觀其中兩間獨棟房，一為正裝修中屬威海台資協

會會長所有之公館，座落於遊艇碼頭旁，室內收集了不少董陽孜的書法和江

南煙雨的油畫，可窺主人的品味；另一戶五層樓的樣品屋，室內即設有電梯，

售價為 1,200 萬人民幣。 

 

    莊園中並設有大、小公共會館各一，內除桑拿、理髮部、游泳池、餐廳、

茶室、鐵板燒、按摩外，尚可住宿，海景房每晚 RMB$2,000，山景房每晚

RMB$980。威海知名企業「威高集團」和「魏橋集團」均各購一戶，改裝

成會館，用以接待高管和外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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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煙台地區 

 
1. 「東方海洋 」 

 
   「東方海洋 」係 1998 年由水產技術推廣中心改制而來。當時是由 40

人集股，籌措 98 萬資金設立的，於今資產已達 20 億，增長速度高達 100

倍。「東方海洋 」集水產加工、物流、副料等產業鏈於一身，集團公司並

經營房地產和酒店，2006 年並已於深圳上市。「東方海洋 」名列中國海

洋產業前三名，國內幾無競爭對手，有的話，僅威海「好當家」一家。早

期 60-70%產品銷往歐洲，這二年，轉經營日本市場。 

 
   「東方海洋 」的 R & D 年投入高占 3-4%，基於公司經營已達國際水

準的事實，中共中央的「海藻中心」即設於公司內。中國科學院院士及

碩、博士畢業生長期駐廠，中科院的海洋研究所即置於企業內。公司並

和「中國海洋大學」共建實驗室，共同研究海洋牧場議題。「東方海洋 」

目前也注意到鱈魚皮膠原蛋白、大西洋鮭魚等價值。故亦發展保健品，

如膠原蛋白等。為顧及高效低碳、永續發展，該企業也考慮開發海底沼

場；事實上，公司對三文魚的養殖已能封閉循環水，做到零排放。 

 

   此外，「東方海洋 」也與挪威合作室內低溫養殖 3-5 公斤左右的三文

魚，目前年產 800 噸。輸往歐洲產品通常直接進超市，日航為目前最大

的客戶，日本三菱則正洽談銷日肯德基案。由勞動力成本和效率考量，

印尼、泰國和越南可能是未來的主要競爭者。 

 

2. 「安德利集團」 

 
    「安德利集團」成立於 1996 年，當初係以生產濃縮蘋果汁原料和食

品飲料添加劑為主業，只有一家廠、一條生產線。目前該公司已發展為包

括果汁、果膠、房地產、熱電、建材和飲料等產品的九大公司；惟仍以果

汁濃縮、果膠（食品原料）和房地產為主。成立之初，公司資產為 2,000

多萬，目前資產已達 30 多個億。 

 

    「安德利集團」非常會善用「生產鏈」和「循環經濟」的概念，譬如

蘋果除製成果汁，榨渣除用來做飼料外，（據該公司稱，100 噸的蘋果渣，

可創造 8-10 萬人民幣的飼料價值。）經烘乾加工後可製成果膠，若仍有

剩餘，尚可做生物燃料，經再加工，還能部分提供國家電網，部分留給自

己當熱電使用。事實上，因此而可供自身使用的發電量達 3,000 瓦。「安

德利集團」也頗擅長進行上、下游產業的延伸，2009 年起，該公司即與

台灣的「統一企業」合作，品牌、通路歸「統一」，原料則由該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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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因此可大大節省生產茶和果汁飲料的運輸成本，而「安德利集團」

也自然成了統一的供應商，一舉兩得。 

 

   「安德利集團」所生產的果膠係自 2003 年起開始世界考察，2005 年

才開始量產，當初投資 9,000 萬美元，開了兩條線。2003 年，公司並已

在香港上市。目前排名世界第六，在中國可說尚無對手，生產的果膠

80-90%出口，隨市場需求之日增，該產品之前景可期，無論是中國或亞洲

均將保持第一。總之，該公司於其熟悉的領域仍不斷研發中，如對四川愛

玉、檸檬、草莓、藍莓等不斷研發，企圖開發出上、中、下游產品。中國

知名飲料廠，如「哇哈哈』和「農夫山泉」也都是它的客戶。 

 

   「安德利集團」目前投資的三項房地產分別為「安德利花園」、「安德

利銀海花園」和「龍泉溫泉別墅」。 

 

   「安德利集團」2012 年的收入為 20 億，利稅四個億，出口創匯 2 億

美金。可口可樂、光大、雀巢均為主要合作廠家。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

發生後，出口量和價格均明顯下降；以果汁為例，金融危機發生前，每噸

的出口價為 2,000—2,200，危機發生後，每噸價格降為 600-700。不過，

為了維持與可口可樂這樣大公司的關係，還是必須供貨。外銷價格直到

2013 上半年才緩步回升到 2,000 元的水平；但因接踵而至的歐債危機，

價格又降至每噸1,500—1,700間。由於蘋果和其它原料的成本不斷攀升，

加上人力、物流和生產成本，利潤愈來愈薄。山東、山西、陜西和遼寧為

中國蘋果的主要產區，果農多半直接面對市場。類似「安德利集團」的企

業，中國一共有中魯、通達等五大家，行業間的競爭愈來愈激烈。由於行

業間的聯繫不太緊密，而國外市場及採購商都難以控制，故公司未來擬開

發批量小的小品種並開發除蘋果外的荔枝、冰糖雪泥、草莓、桃等。配合

國家擴大內需政策，國內市場銷售占比約 10-20%。為增加營運績效，公

司在內部管裡方面也採取了以下做法：（1）壓縮編制，減少人力/生產成

本；（2）將原有 14 條的生產線部份重新布局，調至山西、陜西等西部地

區；（3）承接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課題，研發新產品，使公司成為水果

的國家級研究機構。該企業已投入 2-3 千萬於研發並成立了「果膠研發中

心」。訪談過程中，該公司經理特別強調：「設備、工藝，各公司都差不多，

惟有從研發和食品安全上著眼管控方能勝出。」他並透露：「世界六大生

產果膠工廠均將技術視為機密；目前公司經營固有困難，好在有『產業鏈』。」 

 

    提到企業融資，接待經理點出由於銀行緊縮，資金的取得益形困難。

國外的匯豐銀行曾給予協助。他還告以由於食品出口標準嚴格，且都屬買

方市場，現正逐步增加國內市場之銷售比重。然而，基於國家政策規定濃

縮果汁已不許再拓，內銷亦非坦途一片。公司已不斷地開發新產品，如蒟

酪、蜂蜜、果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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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鑫廣綠環再生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 

 
    成立於 2004 年的「鑫廣綠環再生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專注於（1）

廢棄物再利用；（2）危險廢棄物再利用；和（3）廢棄電池回收。 

 

    「鑫廣綠環再生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處理之廢棄物來自山東、上海

和安徽。如收購上汽、通用、上廣電之廢邊角料、廢紙、廢鋼鐵等。經再

生後，可製成塑料、紙張、鋼材和樹脂等。 

 

    接待吾等的趙總來自福建，他提到對此行業，政府並未提供稅收優惠，

但若透過提報項目，可申請單一項目補助基金。由趙總的描述中得知，從

事該行業存在著一定的風險，如政府不發執照、進入須一定的門檻等；然

而，由於此行業有不少的副產品如發電、供暖、蒸餾、活性碳吸附等，為

提高環保含量，仍帶相當程度之技術。其實，隨資源型城市之愈來愈受到

重視，已有風險投資基金想切入該行業，尤其是看好未來家電的拆解等。 

 

4. 「煙台美光金銀絲有限公司」 
 

    「煙台美光金銀絲有限公司」為台資企業，負責人廖慶富董事長為煙

台台資協會會長。廖董事長 25 歲時隨原籍山東老兵回鄉，幾個人合資做

買賣，但其他人均已婚，當時僅他未婚，便留了下來，迄今已 20 年。現

40 出頭的廖董事長，娶了煙台女子為妻，並育有兩女一男。 

 

    廖董當年投資僅 5,000 萬美元，現資產頗高，同時還幫忙煙台招商。

他所從事的是布料、布料化學（加工）處理—如高檔圍巾、衣服、聖誕裝

飾的鑲金邊。廠內機器有中國國產、台灣製和日、韓進口者。目前的事業

可區分為上、中、下游三塊。在同行中，打敗了韓國，而與日本合作，幾

乎無競爭者。言談中，廖董提及煙台的對口應為台灣屏東，他鼓勵台商，

包括農民來煙台投資一年四季皆有的海產養殖業。 

 

    廖董台灣老家就在木柵考試院附近，在煙台的廠房旁即開了一家餐廳，

現有打算遷廠，認為空出的廠房可開發房地產；由於身兼台資協會會長，

故訪談中，除安排參觀其廠房並詳加解說外，特別提供了煙台台資企業的

一些概況。他指出「富士康」為當地最大的台商，以生產 Notebook 為主，

有計畫和日本的 Sony 和 Sharp 合作；且在中國各省當中，至少有六處「富

士康」的出口均名列第一。其次，有生產大白菜的，也很賺錢。此外，「華

新麗華」則從事不銹鋼生產，開始時也做鋼廠，乃基於當時中國政策準備

停發鍛鋼執照，「華新麗華」圖的是先取得該執照。他如經營「萬家香」

醬油和回到故鄉的由苗豐強先生主事之「神達電腦」等也都有不錯的成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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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張裕葡萄酒」 
 

   成立於 1892 年、2013 正好屆滿 120 年的「張裕葡萄酒」是一集葡萄

園、酒店、高爾夫球場、生產基地、博物館等之全球酒莊概念於一身的綜

合性企業。創辦人張弼士，廣東大埔（客家人），發跡於南洋，在馬來西

亞的故居已成為當地博物館，他一生投資上百種企業，僅「張裕葡萄酒」

是成功的。「張裕」藏有國父墨寶，據悉孫中山先生為企業題字僅此一家。

在中國共設有煙台、瀋陽、北京密雲等六處酒莊。受訪的孫副總提及美國

酒莊的經營模式，許多均已社區化（外包），而在中國則依然是採取系統

化的經營。「張裕葡萄酒」未來仍以開發亞洲市場為主，惟目前台灣的金

門高梁雖已登陸，但尚未開放大陸酒類進口。他估計，未來台灣市場若開

放，一年應可做十億的生意！孫副總並指出以銷量而言，「張裕」已做到

世界第一，但主要靠的是國內市場（平均每人三瓶）。「張裕」目前的主要

競爭對手是美、法，主要還是品牌問題，英、智利、阿根廷、南非也不差。 

 

    孫副總認為葡萄酒的產業鏈還蠻長的；由生產葡萄到發酵、釀酒、酒

製品、酒莊到旅遊等等，每個環節又可上下延伸無數。「張裕」目前也有

自己的軟木塞工廠、橡木桶工廠、玻璃廠和發酵廠等。他亦稱金融海嘯對

該行業的影響並不明顯；主要是因人在高興時會喝酒，失意時也會喝酒。

「張裕」現共有 5,000 名營銷人員，不打廣告，而以酒莊形式商業模式經

營；提及企業經營的困難，孫副總直指年青人的好高騖遠、吃不了苦是其

一；另以山東為例，果農也不一定要種葡萄，多半是什麼賺錢，就種什麼。

所以公司已在新疆大力開發多處葡萄生產基地。2006 年，「張裕」在遼寧

恒仁設立冰酒生產基地。該公司擁有 30,000 噸的解百納生產中心；在寧

夏也設有二萬噸的發酵中心；在北京的愛菲堡價值 5億；另亦經營卡斯特

酒店。2007 年的研究發展經費為 1.83 億。吾等田野期間，不僅親身領略

該集團附設頗具規模的博物館，也深深感受到孫副總那句「噘著屁股做實

事」的精神！ 

 

            6.「煙台高新區」 

 
              2010 年時，「煙台高新區」提升為國家級高新區，共可上三個板：（1）   

            主板；（2）創業板；和（3）中小企業板。凡在高新區設廠的廠商有較優 

            的申請上市的條件。「煙台高新區」現共規劃有「一園四區」。全區跨越芝 

            眾區、牟平區和萊山區，以辛安河為界，北面為高新區，南面為外包區。 

 

    接待吾等的規劃國土局官員指出，煙台的發展共歷經以下三個不同的

階段：（1）1978 年改革開放時，將青島列為「計畫單列市」，而將煙台的

即墨等地劃歸青島，且將威海也劃出去，致煙台面積變小。（2）1984 年

青島港為與煙台競爭，凡與煙台港有關之港務代理人均受到打壓，且當時

青島只修對其有利的一段鐵路，而不修對煙台有利之道路，故煙台當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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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也歸青島管，直到最近才開始構思青煙威一小時生活圈課題，也因此

才有興建青煙威動車之議。（3）將來煙台擬將威海再收回，蓋因煙台的土

地指標小，青島則有 6,000 平方公里。惟據接待吾等的朱主任云，「這是

可以想辦法改變的。」 

 

    有三個國家級規劃於高新區重疊，分別是「藍色海洋開發區規劃」；「黃

河三角洲規劃」和現正起草中之「高端產業發展區」。高新區占地 84 平方

公里，共擬發展海洋生物、電子動漫、航空航天和外包軟件四大支柱產業。

園內設有 14 所大學，人力不是問題，且擬透過「藍海人才」計畫（現編

一億，未來會加碼到十億）爭取海外人才。在軟件外包業務方面，擬做為

孵化中心，向港、台、日、韓招商，現已有 IBM 青煙威地區總部設於此。

孵化中心位置為泰利汽車模具公司所有，也有創投公司入住，由於粗租金

低廉，故已被占滿。高新區也是中俄合作區和中國/APEC 發展區，在全國

皆屬少見。 

 

    訪談中，朱主任提到：「有些事是用手（規劃）做的；有些事是用腳

（行動）做的。」他以為：「企業不該將政府補貼視為常態，必須自己去

創新，與時俱進，才具競爭力。」言談中，他還幽默地詮釋：「『齊』--

整齊、『魯』--粗魯文化。」 

 

    朱主任並告知當年「富士康」到煙台投資的理由為：（1）青島—風華

老去；（2）威海—少婦，但使君有婦；（3）煙台—含苞待放；另一說謂煙

台有港口、機場，交通便利，離日、韓又近。 

 

7.「養馬島開發區」 
     

離「煙台高新區」不遠仍在開發中的「養馬島開發區」，道路兩旁處

處可見「藍色機遇、大有可為」；「幸福啟航、藍色尋夢」；「新區建設、一

馬當先」；「煙台發展看東部—東部新區」；「全面爭先、一馬當先」；「東部

崛起看牟平」等標語，透露出正如火如荼展開中之「山東海洋經濟區」。

據接待者告以，深圳「華強集團」刻正投資「養馬島」的開發，未來除投

資相關產業外，觀光旅遊亦將為發展重點。。 

     

8.「大宇造船」 
 

    屬韓資企業的「大宇造船」，主要承接五萬噸級組裝訂單，即只做中

間製程 OEM，而不處理整船。 

 

貳、「深圳」前海開發與深港未來發展之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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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2 月底，原擬親赴深圳一探「前海開發區」實況，惟礙於當

時已轉往政府服務，以官員身份進入大陸地區相對敏感與不便，只得權宜

走訪香港，一方面了解在「深港一體化」框架下，香港各界對「前海開發

案」的反應，另一方面亦擬探尋香港於珠江三角洲區域發展過程中角色之

變化。此行除與接待吾等之駐港代表交換意見外，多半時間在深入訪談香

港高校對此有研究之學者專家。茲摘述訪談重點於下： 

 

一、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鄧永成教授 

 
    訪問一開始，鄧永成教授即坦承無論是對深港交界處開發經年的「落

馬洲河套」或深圳「前海地區規劃」均不熟悉。惟主觀上直覺：「這些或

亦屬兩地間的另一種『立項』，以有利於房地產的開發。」 

 

    或許基於鄧教授個人的研究興趣，他提到他的研究重心，近幾年已由

對大陸城中村的關注移回香港，似乎更關心環境保育及市民社會崛起方面

的課題。因此訪談伊始，他即將話題導向香港人對中國的看法上來。他提

到：「港人對中國人的看法，『愈來愈負面』；包括來港生子的大陸婦女、

來港蒐購奶粉及其他民生用品的大陸人。」鄧教授告以目前港人有以「強

中國人」一詞形容大陸人士的共識。 

 

    總體而言，鄧教授對香港的未來抱持著「審慎樂觀」的態度，認為香

港年青的一代開始注意到社會層面的課題是個可喜的現象。至於香港政府，

鄧教授認為它沒什麼自主性，只會玩些「房地產」一類的手法，也因此可

以分紅給老百姓，派發所謂「財政收入」。鄧教授認為和新加坡比較起來，

香港不及新加坡。因為新加坡不用擔心「一國兩制」的問題和侷限，政府

可以傾全心致力於尋求全方位的發展。 

 

二、 香港大學地理學系趙曉斌教授 

 
    原籍廣東，於取得學位後申請來港任教的趙曉斌教授於訪問一開始便

直言，「落馬洲河套地區」已「沒戲了」!據他的了解，最主要的原因乃在

於：「香港方面害怕做多給深圳，尤其是特首身邊幕僚團中的邵先生。」

他進一步說明道：「香港擔心落馬洲河套起來後，深圳的地位會凌駕於香

港之上，既然『落馬洲』做不起來，深圳市政府後來便自己找了『前海』

進行規劃，面積比『落馬洲河套』還要大得多。」 

 

    趙教授指稱「前海地區」最關注的課題為「人民幣的國際化」，也即

深圳方面擬聚焦在「高端服務業」方面的國際化，且以金融、物流等高端

科技為重點；深圳本擬結合香港力量，一起向中央要項目，認為深港聯手，

成功的機率較高，惟目前香港政府的態度仍然保守，很擔心被深圳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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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教授亦強調：「此次『前海』規劃更重要的意義乃在於『制度的創

新』；具體點說，即期借鑑香港的稅制、法制、金融管理等各方面國際化

的經驗，實驗『人民幣國際化』的可能性。」趙教授並提及：「諷刺的是，

港府的態度雖冷，民間卻很熱；目前為止，已有 20 幾家港銀投了意向書。」

他還點出：「其實，深圳今天也不必只靠香港，已有直接假求海外的能力；

只不過從『深港一體化』的角度來看，深港合作是再好不過了!」 

 

    在談到深圳發展成金融中心的企圖心時，趙教授答以：「絕不僅止於

深港，更多可及於廣東省，甚至長三角和東南亞等。」趙教授順便提到：

「目前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六成以上來自大陸（A 股創業板）。因此，在

金融中心背後，更重要的是建立整套Venture Capital制度的課題。誠然，

『前海』開發初期仍有相當多基礎建設投入之必要，故屬香港強項的房地

產投資和金融投資自然不宜缺席。」 

 

    當被詢問到台灣於此方案中可以扮演的角色時，趙教授指出：「最重

要的是台灣科技業的創新能力。蓋因 Venture Capital，正如矽谷和 128

公路，銀行的投、融資和這些產業間有極為密切的關係。」他也舉了台灣

的「鴻海」、「旺旺」、「台塑」等企業所使用的資金也並非全來自台灣，也

可能係來自香港和大陸。這方面香港就不及台灣，甚至新加坡。蓋因新加

坡雖亦為城邦（City State），但沒有香港「一國兩制」的緊痼咒，且傾

全國之力，全方位的在發展金融、物流和科技業，甚至投資大學。  

 

    總之，未來前海規劃案會否成功，還是在於「制度創新」、制度必須

更透明、企業創新能力、法規鬆綁、稅制和經商環境等方面的配套，這方

面台灣或許有機會，他認為：「台商到大陸投資的靈活度是港商望塵莫及

的。」 

 

    趙教授還指出，論及金融中心，還必需注意到資本主義制度中 Common 

Law 的問題，並非像目前台灣所採之大陸法系規定。 

 

    我最後請教趙教授對製造業和服務業之間關係的看法，他再度提到台

灣在這方面的優勢。譬如，除美國的「矽谷」外，他認為「新竹科技園區」

的存在即為台灣難得的資產。 

 

三、 香港中文大學地理系楊汝萬教授 

 
    和楊教授是多年舊識，他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地理系主任、教務長和亞

太研究中心主任，也曾任職過新加坡、加拿大等國，並參與世界銀行、聯

合國和中國政府的各項咨詢工作。於珠江三角洲和泛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發

展方面都有蠻深的涉獵，也先後參加過在成都、長沙等三市召開過的泛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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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三角洲會議。另也出席過由韓國人贊助的北京和上海論壇，擔任亞太研

究中心主任時，並籌設了滬港研究中心。 

 

    楊教授在論及中國的區域布局時，首先提到：「中國是一大國，故除

境內的區域外，在非洲、南亞、中亞等地之布局也著力甚深。」繼之，他

提及：「珠江三角洲目前的三大重頭戲為前海、南沙和橫琴。惟均屬初步

規劃階段，至於如何落實還得仔細思考。」 

 

    提到「落馬洲河套地區」的開發，楊教授表示：「我自己也參與過，

但因土地屬深圳，管理歸香港，交通較為不便，現幾乎已停擺。」 

 

    楊教授指出，香港民眾對大陸來港炒房（如溫州炒房團）等現象似乎

束手無策，故甚至連租屋，也可觀察到溫州人集資購買情形，造成香港貧

富差距愈為不均。而在論及香港開放大陸老百姓自由行時，楊教授認為配

套做得不好，以致就連他回家在中環一帶等車時，都必須三班過後，才搭

得上車。這些經驗，他認為台灣不妨參考。 

 

    由於擔任過香港政府不少的咨詢工作，故楊教授總結其觀察道：「港

府很想做點事，但基於目前的社會氛圍，也不便公開表述。」 

 

四、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研究中心陳文鴻博士 

 
    成立於 1992 年後之中國商業研究中心係以咨詢研究工作為主；陳博

士的薪水由學校付，其他參與研究者和十名左右成員的薪資則需靠研究計

畫來支撐。迄今，該中心已從事的研究包括了緬甸投資機會、台灣 ECFA

和香港 CEPA 的比較等。陳博士特別點出：「像台灣這樣的小國周旋於大國

間必需要有智慧。台灣可在兩大強間取得最佳利益。」 

 

    提到香港的未來，陳博士以為：「房地產和金融依然會是兩個強項；

但服務業，尤其是零售業則會有更大的發展，因為深圳地區有許多每天通

勤來購物者，也即自由行仍然帶來了很大的利益，近期跨境來購買奶粉即

為一例。」 

 

    陳博士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抱持著相當樂觀的態度，至少在 2020 年之

前如此，他認為此後，中國則必須處理少子、高齡和勞動力短缺等問題。 

 

    在他看，「前海」的提法最後可能仍會是個「房地產項目」。因為，陳

博士以為：「由金融的角度來看，是不可能實驗的；一旦放開，就會全面

放開，這絕非深圳市政府可單方面決定的，而是中央政治局的決策。應會

考慮到國家安全、金融安全等課題，尤其是在 2008、2009 全球金融風暴

和歐債危機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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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博士的另一觀點是：「『前海』開發其實是把已經存在很久的黑市人

民幣買賣公開合法化，使其更規範些，以方便管理。」而在珠江三角洲這

一輪所提出的『前海』、『南沙』和『橫琴島』開發案中，陳博士更加看好

『橫琴島』的開發。蓋因珠海路小，橫琴開發會著重在教育、文化和觀光

等價值及生態，也有利於澳門的發展；事實上，澳門大學已搬過去了。至

於『南沙』，不知具體措施為何；而『前海』，不過是在中央立項前提下，

可正式填海造陸，因為深圳也已沒有開發的土地了，而鄰近的東莞，製造

業的基礎已不復當年，故指望它能有多成功，似乎也無多大的可能。眼前

香港人去投資，不過是要些土地或搞房地產而已。 

 

    話鋒一轉，陳博士道：「未來台灣若擬與大陸發展進一步的關係，必

須掌握好產業鏈的利基。畢竟中國有 13 億人口的市場，香港週邊等於環

繞著 4-5 個美國規模的大國。台灣也有必要和香港簽 FTA。」在論及中國

國有企業時，陳博士認為未來它仍然重要；而民營企業由於靈佸，會倒了

一批，又來一批。實際上，沒有一個國家是完全的市場經濟，台灣不是，

甚至美國也不是。 

 

    總之，陳博士提醒，隨珠江三角洲高鐵同城化後，空間和產業如何布

局的問題值得進一步的研究。至於香港，人口老化嚴重，目前每年開放五

萬大陸人入港，近來外傭可否入籍問題再起。 

 

伍、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學系沈建法教授 

 
    請教沈教授對「落馬洲河套地區」開發的看法，他直截了當地說：「『落

馬洲河套地區』的開發目前已冷了下來，主要原因係因政府換屆，前任特

首曾蔭權時期在『深港一體化』與『珠三角一體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當時香港的內部情勢沒有現在的複雜；目前梁振英因為剛就位未幾，復以

近來香港與內地的矛盾日深（如蒐購奶粉），故為顧及香港人民的感受，

不敢跑得太快!」沈教授補充道：「就連東北新界的開發，也不敢太聲張。」 

 

    「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的另一個問題在於：「『河套地區』的土地是

深圳河拉直後多出來的，面積很小，且產權歸深圳所有，管理則歸香港；

香港想發展的是教育（大學）、醫美、高科技等，深圳的興趣不大。」 

 

    至於「前海」則由深圳提出，面積較「落馬洲河套地區」大許多，該

規劃擬借鑑香港金融國際化的經驗，結果輪到香港擔心：「若『前海』真

的發展起來會否挑戰香港『中環』金融中心的地位，故而也不是太積極。」

沈教授提醒：「當然，吾人必須認清的是，香港有太多包括銀行在內的中

資企業，未來『前海』也可能成為另一個再回流炒作的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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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教授認為未來香港在珠江三角洲的角色，仍然會是服務的提供者。

當務之急，反倒是如何處理好香港的內部問題，如人口問題。他具體指出：

「香港每年有一千萬人次赴陸，陸方也有幾百萬人來港，加以五萬名雙非

子女及十幾萬外勞（尤其是菲傭），政府必須提出很好的政策配套，如五

萬名雙非子女未來的就學就將是個不小的挑戰。」沈教授並告以：「最近

外傭也在鬧可否成為香港合法居民一事。他們每月約賺 4,000 元港幣，若

通過只要在香港呆七年即可取得居民證，則將來許多香港人可能找不到外

傭，外傭甚至不必工作即可領本地的救濟金，將造成很大的社會困擾。」 

 
    沈教授進一步說明：「目前香港法令規定，只要是中國人生的小孩就

是香港人。惟顧及港人感受，目前梁振英特首即限制大陸婦女不可以再到

香港生產。又，每名陸客只能帶兩罐奶粉回大陸。」 

 

    我們也請教沈教授貫穿北京和珠江三角洲的高鐵對珠江三角洲未來

發展的可能衝擊，他即刻的反應是：「『海關如何掌控』將會是個問題。海

關若設在香港方，港方會有反感（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港/公安在港）；然若

只能直達，中間不停靠站，則也有『經濟效益不大』的問題，這些都需要

及早思忖和規劃。」     

               
    訪談中，沈教授提到：「在大陸的香港企業仍多，然高端製造業不強。」

對珠江三角洲未來的發展提供了以下幾點觀察：「感覺上，珠三角」的三

大規劃—南沙、前海和橫琴中，『橫琴』的阻力小、土地大，提供了澳門

未來發展較大的腹地；『南沙』以隸屬廣州地位在規劃，基於廣州為省會

城市關係，自然也受到重視，但也已經過了好幾年，績效似乎尚看不出來。

深圳有自己的科技業，只是東莞目前的企業發展不是很妙，好在珠江三角

洲本身的人口已相當多，如廣州有 1,000 萬，深圳 800-900 萬，香港 700

萬，東莞也有 800-900 萬，已能創造一相當大的內需市場。」 

針對「珠港澳大橋」，沈教授也提出了他的觀察：「『珠港澳大橋』的興建

也有其矛盾；香港想讓珠三角或內地的貨櫃繞過深圳直接運到香港（雙 Y），

這已讓深圳頗不以為意；深圳後來也蓋了一條直接接中山的路，可見珠三

角區內，大家都在競爭。惟無可諱言地，『珠港澳大橋』通車後，香港和

粵西的連繫勢必增加，說不定產業的轉移或許也能因此達成。」 

 

    短短三天的香港行，收獲仍然滿滿，除以上幾位學者的深入訪談外，

亦走訪了浸會大學林思齊研究中心李思名主任和浸會大學地理系楊春教

授，了解兩位學者和該研究中心目前的研究取向，李主任剛出版「後金融

海嘯時期的中國與東亞經濟協作」一書，而楊教授則一直延續她過去的研

究興趣，持續探討全球商品鏈（global commodity chain）、大陸港商與

台商的轉型（ICT→LED→LCD→TFT/LCD）暨區位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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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山東半島移地研究受訪者背景一覽 

城

市

圈 

城

市 

身 

份 

別 

編

號 
受訪單位/職稱 

專業背景 

小

計 

合

計 

企

業

經

營 

都

市

計

畫 

財

政

經

濟 

社

會

發

展 

其

他 

濟

南

經

濟

圈 

德

州 

企業 

1 美利達自行車（中國）有限公司管理部經理          

9 
10 

2 美利達自行車（中國）有限公司人資主任          

3 德州元茂紡織有限公司業務副總經理          

4 晉億集團晉德有限公司經理          

5 晉億集團晉德有限公司科長          

6 皇明太陽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7 皇明太陽能股份有限公司副董          

8 皇明太陽能股份有限公司市場分析師          

9 皇明太陽能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員          

政府 10 德州市住房建設與城市規劃局副局長          1 

濟

南 

企業 

11 濟南人民大潤發商業有限公司(歷下區)店總          

12 

16 

12 濟南人民大潤發商業有限公司(歷下區)客服經理          

13 濟南人民大潤發商業有限公司(歷城區)客服經理          

14 濟南人民大潤發商業有限公司(歷城區)客服副理          

15 山東豪客太陽能有限公司董事長          

16 濟南吉利汽車有限公司人資專員          

17 浪潮集團行政辦公室主任          

18 山東惠佳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          

19 山東中德設備有限公司董事長          

20 積成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1 濟南賽博數碼廣場董事長          

22 濟南賽博數碼廣場經理          

政府 

23 濟南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固定資產投資處處長          

3 24 濟南市經濟與信息化委員會工業建設部門處長          

25 濟南市城市規劃局主任科員          

學研 26 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社會系教授          1 

 

 

 

 

 

 

青

島 
學研 

27 中國海洋大學藍色經濟辦公室領導          

9 9 

28 中國海洋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29 中國海洋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30 中國海洋大學國貿系教授          

31 中國海洋大學國貿系副主任          

32 中國海洋大學國貿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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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

東

半

島

經

濟

圈 

33 中國海洋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34 青島大學環黃海經濟研究所所長          

35 青島大學環黃海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36 成山集團主任          

威

海 

企業 

37 好當家集團總經理          

7 

4 

11 

21 

38 赤山集團項目辦主任          

39 黃海造船有限公司工程師          

40 山東名流實業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          

41 威高集團有限公司辦公室主任          

42 威海迪尚捷年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          

43 榮成市石島港航管理局局長          

政府 

44 榮成市石島港航管理局副局長          

4 

12 

45 威海市港航管理局副局長          

46 威海市港航管理局科長          

47 山東東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煙

台 

企業 

48 山東東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12 

7 

21 

49 煙台安德利集團總經理          

50 大宇造船海洋（山東）有限公司專員          

51 煙台綠環再生資源有限公司總經理          

52 煙台綠環再生資源有限公司副部長          

53 先聲製藥辦公室主任  
    

54 美光金銀絲董事長          

55 
華新麗華集團 

金澄精密線材（煙臺）有限公司總經理 
         

56 煙台張裕葡萄釀酒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57 煙台張裕葡萄釀酒股份有限公司副總          

58 煙台張裕葡萄釀酒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59 牟平新區發改局局長          

政府 

60 煙台市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祕書長          

7 

2 

61 煙台市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          

62 煙台服務外包示範園區管理委員會主任          

63 煙台服務外包示範園區管理委員會招商主管          

64 煙台服務外包示範園區管理委員會專員          

65 煙台服務外包示範園區管理委員會專員          

66 煙台大學經管學院院長          

學研 67 煙台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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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煙台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          

合              計 67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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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田野調研照片

 

 

參訪山東德州「皇明太陽城」與老總黃鳴董事長合影（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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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皇明」經營的環保小區「蔚來城」，下圖為其賺錢企業—太陽能熱水器真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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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德州「美利達」生產基地一角 

 

 
裕隆集團旗下「元茂紡織有限公司」牛仔褲生產基地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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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南「豪特」太陽能熱水器 

 

台灣「大潤發」濟南賣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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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晉億螺絲」德州分廠 

 
山東大學大門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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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濟南「吉利汽車」廠房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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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濟南「浪潮」打造雲計算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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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鴻海集團經營的「賽博廣場」 

 
與「賽博廣場」一條馬路之隔，由濟南街道辦開設之「濟南科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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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無數的「積成電子」總經理及另一高層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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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為德國統治過的青島，「八大關」地區仍有保存完好的西式洋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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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好當家」一望無際的養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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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威海總體規劃，下圖為劉公島上的海峽兩岸交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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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私人開發高檔別墅區--「天屹碧海庄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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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台「鑫廣綠環再生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韓資「大宇造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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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台「先聲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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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百年歷史的煙台「張裕葡萄酒」 

 
煙台高新製造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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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美光金銀絲」老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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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3 年 1 月 23 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二、與會心得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四、建議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六、其他 

 

  

計畫 
編號 

NSC 99－2410－H－004－176－MY2 

計畫 
名稱 

中國三大經濟區域發展軌跡考察：計畫與市場博奕下的空間

演繹（1990--2010） 

出國人

員姓名 
陳小紅 

服務

機構

及職

稱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會議 
時間 

2013 年 8 月 15 日至

2013 年 8 月 20 日 
會議 
地點 

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 

會議 
名稱 

(中文) 全美社會學年會暨北美華人社會學年會 

(英文)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North American Chinese Sociologist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發表 
題目 

(中文) 由「長三角」到「泛長三角」：國家計畫與市場 

      動能間博奕之田野觀察 

(英文) From Yangtze River Delta to Pan Yangtze River Delta: Field 
Observations of State Planning vs. Market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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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2012 美國社會學年會心得報告 
8/15—20, 2012 

 

 
陳小紅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壹、出席先於大會一天舉行的「北美華人社會學年會」 

 
     2012 年的全美社會學年會係於滑雪勝地美中克羅拉多州首府丹佛

市舉行，為期四天。個人主要出席大會會前會之一的「北美華人社會學

年會」，並以 ”From Yangtze River Delta to Pan Yangtze River Delta: 
Field Observations of State Planning vs. Market Dynamics” 為題發表

論文。一如往年，「北美華人社會學年會」通常比正式會議早一天舉行；

本年亦不例外，共計有八個 Panel，分兩個場次同步進行。這八個 Panel
分別是: 
 

1. 中國國有與非國有組織（China State and Non-state  
    Organizations） 
2. 美國與加拿大研究（American and Canadian Studies） 
3. 教育過程與結果（Educational Processes and Outcomes） 
4. 婚姻、家庭與代際關係（Marriage, Family,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5. 福利與幸福感（Welfare and Well-being） 
6. 中國的轉型與改革（China Transformation and Reform） 
7. 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8. 中國的移民研究（China Migration Studies） 

 
     上述每個 Panel 中均安排了 5-6 篇論文報告；此外，大會還特別由

本屆北美華人社會學會會長、任教於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社會系

的 Lingxin Hao 教授擔任主席，就「中國的調查和田野工作」主題，

(Surveys and Fieldwork in China: Foundation for Evidence-based 
Research)，邀請了美、中、台三方，共計八位學者參與座談。（詳細議

程，請參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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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同時任教於明尼蘇達大學和西安交通大學的邊燕杰教授於該

項座談中強調了田野和調查工作的重要性；美國賓州大學社會系教授

Emily Hanum 則分享了她個人在中國進行田野工作的心得；台灣中研院

社會學所的伊慶春研究員特別介紹了中研院負責推動的幾項調查研究，

包括了一直持續推動中的「社會變遷調查」、「社會意象調查」、「青少年

調查」等；來自人民大學的王衛東教授則提及大陸近年來在「老人研究」

方面投注的心力；總體而言，幾位出席代表的發言讓人深刻體會出，在

「社會學中國化」過程中，已有不少社會學者投入實證研究行列，並深

信唯有由各自社會實際問題的挖掘中，方能找出解決自身社會課題的答

案。一個半小時的討論也不難體察到，隨中國總體經濟水平的提升，中

國科研單位，不論是大學或研究機構，近些年均有能力寬列預算，舉辦

大規模的調查、分析；反觀台灣或香港，則不論在研究隊伍或投入經費

兩方面，顯然已漸非大陸對手! 

 

     一整天由上午九時到下午六時半的議程，可謂相當地緊湊，與會學

者和學生似仍以華人為主，尤其是來自中國大陸者。而所有發表的論文

有一共同特色，即非以統計數據為主，即為田野研究的發現和分析。每

篇論文雖多少帶有擬驗證或推翻之論述，但已幾乎看不到任何一篇論文

僅以表達某些觀點為已足；這或許再次印證了美國社會學界愈來愈重視

實證研究之事實。誠然，也拜中國國力提昇之賜，這些年，西方世界於

中國研究上可謂不遺餘力，願意支持和投入的金援自不會少。而除極少

數資深學者，如 Duke 大學的林南和邊燕杰教授外，來自大陸地區的多

半為近些年剛開始在美國展開學術生涯的助理教授或碩、博士班研究生。

遺憾的是，恰如臺灣學生愈來愈無出國留學意願一般，參與此年會的臺

灣研究生和學者均寥寥無幾。另一更值得臺灣方面警惕的是，相較於早

期，與會的大陸學生或教授，不僅英語表達能力顯著提升，態度上也愈

來愈有自信。總之，以中國大陸社經變化之巨，在可預見的未來，社會

學可研究議題仍將俯拾皆是，有心的兩岸四地學者應有太多可耕耘和合

作的園地! 

 

貳、另參加「國際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tion）、「全球與跨界社 

會學」（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Sociology）和「發展社會學」

（Development Sociology）分組會議 

 

     除參加「北美華人社會學年會」外，2012 年的全美社會學年會係

以Real Utopias: Emancipatory Projects, Institutional Design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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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s 為大會主題，個人亦隨研究興趣和領域，註冊了另三個小組—

國際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tion），全球及跨界社會學（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Sociology）和發展社會學（Development Sociology）的

活動。由於時間上的衝突，雖然無法全程參與各場次的討論，但於儘量

出席各小組的討論過程中，倒也能相當程度地掌握該三項領域的最新發

展暨研究旨趣。以「國際移民」小組為例，由於年會在科羅拉多州舉行，

因此大會特別安排了一場有關科羅拉多州移民的表演，名為 ”Colorado 
immigrant—A People’s History of Colorado”。至於另兩主題--「全球

及跨界社會學」和「發展社會學」所涉及之議題與發表的論文，茲分述

如下： 

 

一、 「全球與跨界社會學」（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Sociology）    
 組會議要旨： 

 
   「全球與跨界社會學」主要分為以下幾個討論小組：（詳細議 

程，請參見附件二） 

 

1. 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本主題共有五篇論文發表，由相當廣泛的 ”企業的社會責任”、”’
多元’股東” 到 ”非政府組織”等治理概念，以至於全球環境治理

和墮胎自由化等實證案例，可謂不一而足。 

2. 跨國過程與機制（Transnational Processes and Institutions）； 
本主題也有五篇論文發表，牽涉議題亦頗廣，如對 2007--2010
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分析、到難民營的全球和政治合法性議題，以

至全球花卉市場衍生的勞動權益課題、拉美國家機器和跨國管理

機制於勞工權益間之博奕和人權問題等。 
3. 性別、全球化與跨國主義（ Gender, Global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ism）； 

此一場次共有四篇論文發表，分別介紹了女性議員配額、愛爾蘭

女性生育權、韓國婦女，尤其是外配的生育權及印度 IT 公司在

性別方面的包容性等。 

4. 跨國網絡（Transnational Networks） 
本場五篇論文涉及範圍亦頗廣泛，包括 ”互信” 是否有助於國際

貿易?創新的在地化、跨界的侷限、美國發展援助走向和古巴資

金回流經驗等。 
 

         而在正式會議前，該主題負責人並舉辦了以下兩場的座談和圓桌會   
         議，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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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觀察的方式：跨國和全球研究的新方向（Ways of seeing: New 
Directions in Transnational and Global Research）；（座談） 

2. 瞭解跨國和全球的方法：由各種方法論出發（Ways of Knowing 
the 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Speaking Across 
Methodologies）（圓桌會議） 

      

     前者涵蓋議題包括： 

1. 如何由跨國角度考量種族和年齡議題？對方法論的期許和挑戰

“How do we consider race and age within a Transnational 
lens? A Reflection on Methodological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2. 文明的聲音：音樂競賽和全球音樂大眾的意義“The sound of 
Civility: Music competitions and the meaning of a global 
musical public” 

3. 紐約市的全球化藝術和文化：當代藝術和博物館暨實體藝廊和

博物館是否有未來？“Globalizing art and culture in New York 
City: Contemporary art and Museums and does the physical 
gallery and Museum have a future?” 

4. 「娼妓」和「尋求政治庇護高官」：烏克蘭外來移民的跨境及國

族 建 構 “’Prostitutes’ and ‘Defectors’: Transnational 
Nation-building and State Constructions of Emigrants in 
Ukraine” 

5. 跨國世界中的企業精神“Expressive Entrepreneurship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 

 

後者則針對民族誌、計量、比較等研究方法進行討論，冀能找出瞭

解跨國和全球的創新和整合研究方法。  

 

   二、「發展社會學」（Development Sociology）組討論要旨：   

 
       「發展社會學」組的主題議程更加豐富，大體上共有七項議程，  

   分別是：（詳細議程，請參見附件三） 

 

1. 「發展社會學」的再生（Rebirth of Development Sociology: 
New Findings, New Models） 

本場次共有四篇論文宣讀，其中一篇「內爭、稅收和國家建構」

的討論除外，其餘三篇均屬有針對性的個案論述；分別就南非

茶葉的公平貿易、上海的半導體設計、以及印度醫療發展和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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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員回流等課題進行探討。 

2. 區域、國家和國際發展（Issues in Region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本場次共有五篇論文，其中兩篇為一般性課題的討論，如針對

1913—1950 年代不公平交易和發展間關係之分析及對開發中國

家兒童健康不同觀點之競合比較；另外三篇則分別以「中國的

資本主義解救了全球的資本主義嗎?」、「非洲南部人口變遷趨勢

的政治—經濟源頭」和「阿根廷 Pampas 草的技術創新」為個

案之討論。 

3. 南方世界的男人和女人（Men and Women in the Global 
South） 
此一場次有三篇論文發表，其中一篇廣泛論述議會中婦女保障

名額課題；另外兩篇均屬個案研究，其一分析西印度群島的千

里達-托貝哥（Trinidad-Tobago）中產階級婦女與新自由主義

間之矛盾；另一則介紹中國農村婦女如何藉移往城市達到離婚

的目的。 

4. 經濟成長與積累（Economic Growth and Accumulation） 

本場次共有四篇論文，其中兩篇分別就印度農村社會資本、特

區和土地市場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掮客現象和巴西通訊管制過程

中所出現之機構自主及機構間的和諧進行討論；另兩篇則分別

闡述 23 個準開發國家的多元發展途徑及解釋主權何時及何故

會面臨風險。 

5. 發展與性別（Development and Gender） 

此一場次共計宣讀四篇論文，除其中一篇分析走上街頭的印度

婦女外，其餘三篇皆廣泛討論性別議題，如如何落實婦女公約

所昭示的「消滅一切形式的對女性的歧視」（CEDAW）、第三

世界貧窮與激進女權主義者的性工作、及透過自願性母職以降

低農村婦女的負擔所引發與自我賦能間之矛盾。 

6. 衝突和再分配的掙扎（Conflict and Redistributive Struggle） 
本場次亦有四篇論文，每篇均為個案研究，如對印度農民在遭

遇政府力量時所產生之工業發展及土地持有間的矛盾；千禧年

Mumbai 遭遇政府沒收或占有之暴力經驗；醫療發展型國家：

巴西城市的理論和實證；及中美洲新自由主義發展策略及群眾

運動的再生。 

7. 制度與國家發展（Institutions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本場次所發表的三篇論文中，首篇討論的是後社會主義轉型下

的中歐和東歐組織；或許基於主席係來自拉丁美洲的關係，其

他兩篇均為針對拉丁美洲案例的探討，一為探討墨西哥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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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看似矛盾發展的機構，另一篇則是由制度學派觀點探討哥倫

比亞發展的困境。  

 

            「發展社會學」與其他組別另一不同之處，乃在於對若干出版品

的強力推薦，如： 
 

1. Jacobs A. J. (ed.), 2012, The World’s Cities: Contrasting 
Regional, Nation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Routledge. 

2. Henderson, Jeffrey, 2011, East Asian Transformation: On the 
3 Political Economy of Dynamism, Governance and Crisis, 
Routledge (ISBN: 987-0-415-54792-5)  

3. Nadvi, Khalid, Jeffrey Henderson and Shiuh-shen Chien 
(eds.), Greater China and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lobal Networks, 11/3, 2011)     等 

 

     其實，參加類似「全美社會學年會」之大規模會議的另一優點，

即它提供了歐美重要出版商聚首的平台，參與者不僅可藉機瀏覽群書，

也能經由臨場示範，了解隨網路的普及，如何善加利用各種不斷推陳出

新的電腦研究程式和工具。本次大會對圖書販售部門的管理無比嚴格，

為防止未註冊者私闖，規定無名牌者不准進入；不過，少數書商或出於

希望能為其推銷之考量，非常慷慨地贈送本年度剛出版的新書，這對愛

書者而言，應該說是最實惠的禮物。 

 

參、結語 

 
     總體而言，每年一度的全美社會學年會參加者至少總在三千人上

下，會議場次也總有數百個之多，任何人都無法場場皆出席，多半僅能

就個人專長、興趣選擇性的「趕場」；除切磋研究心得外，會議的另一

功能乃在提供舊雨新知、同行間彼此認識機會，以發掘未來合作研究的

可能。對應屆畢業的年輕學子而言，更是探尋工作生涯與開拓人際關係

的場域。大會雖名為全美社會學年會，然由與會者中愈來愈多亞裔和非

美國學者參與的身影及個人所出席場次探討議題的取向，不難感受到

「全球」、「跨界」研究之重要性；然而，這些年國內的學生甚至教師反

有與世界潮流背離發展狀況，這影響的當然不僅是臺灣在國際場域的話

語權，更將投射於日益降低的國家競爭力，看來新一波的高教改革已然

迫在眉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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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北美華人社會學年會」議程 
North American Chinese Sociologist Association 

2012 Conference Program 
August 16, 2012 Denver, USA 

Hyatt Regency Denver, Conference Rooms: Mineral F and G 
Registration and Membership on Site 

650 15th Street, Denver, Colorado, USA 80202 
Mineral F Mineral G 

8:00-8:50am Registration, Tea and Coffee 
9:00-10:30am 
Panel 1. China State and Non-State 

Organizations  
Presider: Ethan Michelson, 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   
  emichels@indiana.edu  
Discussant: Yang Cao,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Charlotte,   
  yangcao@uncc.edu  
 

 1. Yaohong Zhou,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College,   
   zhouyhy@sina.com. 

The value of NGO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Service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ir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n the  
Sunday Youth in C community, S City. 

 
2. Rachel C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rcore1@jhu.edu.  

Creating a Utopian Health Delivery  
System? Tuberculosis control in  
Shanghai, 1950-57 

 
3. Bin Xu.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binxu@fiu.edu. The Disaster Drama: 

Theatrical Rhetoric, Practice, and Polic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the Sichuan Earthquake 

 
4. Ju Li, Binghamton University. 

lijuliju@yahoo.com.   
  Fight Silently: Everyday Resistance in  

9:00-10:30am 
Panel 2: American and Canadian Studies  
Presider and Discussant: Raymond   
  Sin-Kwok W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rwong@ust.hk 
 
1. Eric Fong, Alice Hoe, Siyue Tan, and 

James Jeong, University of Toronto, 
fong@chass.utoronto.ca.  
Earnings of Entrepreneurs and 
Employees in Canadian Gateway and 
Non-Gateway Cities  

 
2. Yu-Ching Cheng, SUNY Albany, 

ycheng@albany.edu.   
  Born to be Chinese? Ethnic Identification  

of Children of Pan-Chinese Married  
Couples   

 
 3. Yang Zhao, University of Kansas.  

zhaoyang@ku.edu.   
  Asian American Women’s Earnings  

Advantage and Myth 
 
4. Wenhong Che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wenhong_chen@mail.utexas.edu.  

Network Diversity, Media Consumption,  
and Cultural Repertoire: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Canadian Entrepreneurs 

 

mailto:zhouyhy@sina.com
mailto:rcore1@jhu.edu
mailto:fong@chass.utoronto.ca
mailto:wenhong_chen@mail.utexas.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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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iving SO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5. Song Yang, University of Arkansas,   
  yangwang@uark.edu and Bingjie Wang, 

University of Arkansas, 
bxw036@mail.uark.edu 
bxw036@mail.uark.edu.  
The Paramount of Government- 
controlled Firms in a State Capitalism: 
Board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 in 
China. 

5. Simon Cheng and David Weakliem,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simon.cheng@uconn.edu. Did  

  America Elect a Black President? 

10:30-10:45: Tea and Coffee Break 
10:45 am-12:15pm 
Panel 3: Educational Processes and 

outcomes  
Presider and Discussant: Emily Hannu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hannumem@soc.upenn.edu 

 
1. Yuping Zhang, Lehigh University, 

yzemail2@gmail.com.  
The Hopes Carry Them On: Early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Later 
Educational Outcomes in Rural Gansu 
China 

 
2. Yilin Chiang,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elim.chiang@gmail.com 
and Hyunjoon Park 
hypark@sas.upenn.edu.  
Grandparents in Contexts: A 
Multi-generational Perspective on 
Higher Educational Enrollment in 
Taiwan  

 
3. Peggy Kong, Lehigh University, 

peggyakong@gmail.com.   
Poor Parents' Strategies for 
Educational Involvement in Rural 
Northwest China 

 
4. Hyejeong Jo,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hyejeong@gmail.com. 
Immigrant Mother’s Parenting 
Strategies in Korea: Acquired Cultural 
Capital among Chinese, Filipina, 

10:45 am-12:15pm 
Panel 4: Marriage, Family,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Presider: Lingxin Hao,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hao@jhu.edu 
Discussant: Yin Yu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yueyinpp@gmail.com 

 
1. Lei Lei. SUNY Albany, 

kathylei7@gmail.com.  
Sons, daughter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China 

 
2. Yanrong Wang,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wangai@ust.hk and Raymond 
Sin-Kwok W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rwong@ust.hk.  
Educational and Ethnic Assortative 
Marriage in China from 1950 to 1990. 

 
3. Hu Shu and W. Jean Yeu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hu_shu@nus.edu.sg, 
socywj@nus.edu.sg.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in China 

 
4. Qi Wang,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qwang10@student.gsu.edu.  
Given or Taken: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and Its Effects on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Chinese Elders 

mailto:yangwang@uark.edu
mailto:bxw036@mail.uark.edu
mailto:yzemail2@gmail.com
mailto:elim.chiang@gmail.com
mailto:hypark@sas.upenn.edu
mailto:hao@jhu.edu
mailto:yueyinpp@gmail.com
mailto:qwang10@student.gs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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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ese and Vietnamese Mothers 
 
5. Cloris Jin Jiang jiangjin.gm@gmail.com 

and Tony Tam soc.tam@gmail.c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lass Inequality of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The Role of 
Schooling Opportunity and Incentive 
for Competition 

 

12:15-1:15pm lunch break 
1:15-2:45pm 
Panel 5. Welfare and Well-Being  
Presider: Jenny Zhan,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hzhan@gsu.edu 
Discussant: Zhang Jie, SUNY Buffalo, 

zhangj@buffalostate.edu  
 
1. Li-Chung Hu,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ijong70@gmail.com. 
The Consequences of School-age Child 
Stunting in Rural Gansu, China 

 
2. Emily Hannu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hannumem@soc.upenn.edu.  
Poverty, Nutrition, and Children's 
Schooling in Rural Northwest China: 
Exploring the Roles of Family Food 
Security, Under-nourishment, and 
Experience of Hunger 
 

3. Guangya Liu, Duke University, 
guangya.liu@duke.edu.  
Preferred, Actual, and Expected Living 
Arrangements among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in China 

 
4. Jia Wang,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wangaf@ust.hk.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Post-Reform 
Urban China 

 
5. Eric Yang Liu, SUNY Buffalo, 

liuey@buffalostate.edu.  
Testing Social Relativism Perspective: 

1:15-2:45pm 
Panel 6: China Transformation and 

Reform  
Presider: Yuping Zhang, Lehigh 

University, yzemail2@gmail.com  
Discussant: Dingxin Zhao, University of 

Chicago, dzhao@uchicago.edu  
 
1. Ethan Michelson and Ke (Karen) Li, 

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 
emichels@indiana.edu, 
like2@indiana.edu.   
Judicial Performance without 
Independence: The Delivery of Justice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Rural China 

 
2. Dongxiao Liu, Texas A&M University, 

dliu8@neo.tamu.edu.  
Engendering the China Model 
 

3. Hsiao-hung Nancy Che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nkchen@nccu.edu.tw.  
From Yangtze River Delta to Pan 
Yangtze River Delta: Field Observations 
of State Planning vs. Market Dynamics  

 
4. Zongshi Che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college, Yonsei University. 
Zongshi75@gmail.com.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States in China. 

 
5. Yang Cao and Beth A. Rubi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Charlotte, 
yangcao@uncc.edu.  
Market Reform and the 

mailto:jiangjin.gm@gmail.com
mailto:soc.tam@gmail.com
mailto:hzhan@gs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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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ale Subordination and Depression 
in Rural China 

 
6. Sibo Zhou, SUNY Buffalo, 

sibozhao@buffalo.edu. 
Social Reference Theory and 
Sociological Research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Standard 
Workday in Urban China 

2:45-3:00pm Tea and Coffee Break 
3:00-4:30pm 
Panel 7: Comparative Studies  
Presider and Discussant: Lingxin Hao,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hao@jhu.edu 
 
1. Raymond Sin-Kwok W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sorwong@ust.hk.  
Comparative Social Mobility in East 
Asian Societies 

 
2. Jenny Zhan,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hzhan@gsu.edu. 
Moving in or Returning home— 
Community-based care vs. residential 
care in China and the U.S. 

 
3. Lulu Nie, Clemson University, 

lulun@g.clemson.edu and Ye Luo, 
Clemson University, yel@clemson.edu. 
Gender Differences in Work Values in 
China. 

 
4. Ning Hsieh,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ninghsieh@gmail.com. 
Interpersonal Network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re 
Discussion Networks in China, Japan, 
and the US 

3:00-4:30pm 
Panel 8: China Migration Studies  
Presider: Dongxiao Liu, Texas A&M 

University, dliu8@neo.tamu.edu 
Discussant: Min Zhou, UC Los Angeles, 

mzhou@soc.ucla.edu 
 
1. Zai Liang, Jiejin Li, Zhen Li, Liu 

Lin-ping, and Qian Song. SUNY 
Albany, zliang@albany.edu.  
Understanding the Puzzle of “Shortage 
of Migrant Labor”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n China 

 
2. Ming Wen, University of Utah, 

ming.wen@soc.utah.edu, Zhenzhen 
Zhe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engzz@cass.org.cn, and 
Jianlin Ni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iujl@cass.org.cn.  
Mental impairment of rural-to-urban 
migrants in Shenzhen and Shanghai, 
China 

 
3. Xixi Che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celine.xixi.chen@gmail.com.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from Gansu Province 

 
4. Muyang Li. SUNY Albany. 

mli2@albany.edu.   
Public Sphere and China’s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Policy: From Sun Zhigang  
Event 

4:30-4:45pm Tea and Coffee Break 
4:45-6:15pm 
Plenary Session: Surveys and Fieldwork in China: Foundation for Evidence-Based 

Research  

mailto:sibozhao@buffalo.edu
mailto:hao@jhu.edu
mailto:dliu8@neo.tam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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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r: Lingxin Hao,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hao@jhu.edu 
Weidong Wang and Lina Ta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me@wangweidong.com 
Yanjie Bia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bianx001@umn.edu  
Emily Hannu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hannumem@soc.upenn.edu  
Chin-Chun Yi, Academia Sinica, Taiwan, chinyi@gate.sinica.edu.tw 
Dingxin Zhao, University of Chicago, dzhao@uchicago.edu  
Min Zhou, UC Los Angeles, mzhou@soc.ucla.edu   
7:00pm-  Chinese Banquet ($21 per person) 
P. F. Chang’s China Bistro, 1415 15th St., Denver, CO 80202 

(303) 260-7222 (walking distance, 0.5 miles, 7 small blocks northwest up on 15th 
street from Hy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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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全球與跨界社會學」組議程 

（The 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Sociology）  
 
1. Global Governance 

Organizer and Presider: Evan Schofer 
（1）. “Institutional Emergence of Global CSR Frameworks: Global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he Intergovernmental Field”,  
Alwyn Lim, 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 

（2）. “The Limits of 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 The Crisis of the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FSC),”  
Sandra A. Moog (university of Essex), Steffen Boehm (Essex Business 
School), Andre Spicer (City University London) 

（3）.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Nongovernmental Regulation of Markets: 
The Uneven Rise of Fair Trade Producer Organizations”,  
Kristen E. Shoret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 

（4）. “International Linkages and Liberalization of Abortion: Competing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etworks”,  
Dong-ju Lee (Harvard University) 

（5）.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 Pathways for the Achievement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Beth Schaefer Caniglia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2. Transnational Processes and Institutions 

Organizers: Wes Longhofer (Emory) and Sadia Saeed (Yale) 
Presider: Terence C. Halliday (American Bar Foundation) 

（1）.”The Spread of the Worldwide Financial Crisis, 2007-2010”,  
Neil Fligste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Jacob Habine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2）. ”Transnational Authority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a Refugee Camp”,  
Elizabeth Holzer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3）. ”Fair Trade Certification in the Global Flower Industry: Challenges in  
Improving Labor Standards and labor Rights”,  
Laura T. Raynolds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4）. ”Global Justice, National Distinctions: Criminalizing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Darfur”,  
Joachim J. Savelsberg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Hollie Colleen Nyseth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5）. ”The National Bureaucratic Underpinnings of Transnational  
Regulatory Networks: Latin American Labor Inspector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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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 Schrank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3. Gender, Global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ism 
Organizer and Presider: Leslie Salzinger (Univeris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Discussant: Leslie Salzing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1）. ”Transnational Women’s Activism and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Gender  

Quotas”,  
Melanie M. Hughe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ona Lena Krook  
(Washington University—St. Louis), Pamela M. Paxton (University of  
Texas) 

（2）. ”Reproductive Rights and the Shifting Arena of Membership in  
Ireland”,  
Paulina Garcia del Moral (University of Toronto), Anna C. Korteweg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Refusing Rights: Migrant Women, Feminist Advocacy, and Gendered  
Morality in South Korea”,  
Hae Yeon Choo (University of Toronto) 

（4）. ”Gender Inclusivity in Postcolonial Organizations: Culturalism and  
Isomorphism in Indian IT Corporations”, 
Smitha Radhakrishnan (Wellesley College) 

 
4. Transnational Networks 

Organizers: Wes Longhofer (Emory) and Sadia Saeed (Yale) 
Presider: David A. Sm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 
（1）. ”The Limits of Transnationalism: Trapped Between Two Nations”,  

Ernesto Castaneda (University of Texas—El Paso) 
（2）.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Membership and U.S. Development  

Aid Flows”,  
Lauren M. Gaydosh (Princeton University) 

（3）.”Diffusion as Negotiation: The Relational Dynamics of How  
Innovations are Localized and Why They Stick”,  
Tamara Kay (Harvard University) 

（4）. ”Does Generalized Trust Promote International Trade?”,  
Simone Polillo (University of Virginia) 
 

5. Ways of seeing: New Directions in Transnational and Global 
Research；（Panel Rresentation） 

（1）. “How do we consider Race and Age within a Transnational Lens? A 
Reflection on Methodological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Bandana Bandana Purkayastha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2）. “The sound of Civility: Music competitions and the meaning of a global 
musical public”, 
Lisa McCormick (Haverford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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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lobalizing Art and Culture in New York City: Contemporary Art  
and Museums and does the Physical Gallery and Museum have a  
future?” 
David Halle (UCLA) 

（4）. “’Prostitutes’ and ‘Defectors’: Transnational Nation-building and State  
Constructions of Emigrants in Ukraine”, 
Cinzia Solari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5）. “Expressive Entrepreneurship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 
Patricia Fermandez-Kelly (Princeton University) 
 

6. Ways of Knowing the 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Speaking 
Across Methodologies（Round-table Discussion） 

（1） . Gay Seidma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2） . Evan Schof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 
（3）. Terrence Halliday (American Bar Founda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4）. Wesley Longhofer (Emory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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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發展社會學」組議程 

（Development Sociology） 
 
1. Rebirth of Development Sociology: New Findings, New Models.

（Paper Session） 
Organizer: Jocelyn S. Viter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ider: Jocelyn S. Viterna, Harvard University 
Discussant: Jocelyn S. Viterna, Harvard University 

（1）. Commodity Networking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air Trade and  
South Africa’s Emerging Rooibos Tea Sector.  
Jennifer Anne Keahey,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2）. The Role of Returnee-Entrepreneurs in Cluster Emergence: The Case of  
Shanghai’s Fabless Semiconductor Design.  
Elena Obukhov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3）. Reform through Return? Migration, Health, and Development in  
Gujarat, India.  
Peggy Levitt, Wellesley College; N. Rajaram, Central University of  
Gujarat  

（4）. Internal Wars, Taxation, and State Building.  
Diana Rodriguez-Franc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2. Issues in Region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aper Session）  
Organizer: Yunus Kay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Wilmington 
Presider: Yunus Kay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Wilmington  

（1）. Fundamental Caus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y  
Development: Competing Perspectives on Child Heal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bekah Burrowa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Stony Brook 

（2）. Is Chinese Capitalism Saving Global Capitalism?  
Ho-Fung Hung,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3）.Political-economic Origins of Demographic Trends: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and Within-country Population Health Inequality in  
Sub-Saharan Africa,  
Moshi Optat Herman, Brown University 

（4）.Re-thinking Unequal Terms of Exchange: Commodities and 
Development 1913-1950, 
Samuel Cohn, Texas A&M University; Katherena Beckermann,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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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University; Alison Clare Wolters, Texas A&M University  
（5）.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Argentine Pampas: Modern  

Agriculture and the Displacement of Nature,  
Amalia Leguizamon,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Graduate Center 

 
3. Economic Growth and Accumulation（Regular Session） 

Organizer: Samuel Coh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ider: Samuel Cohn, Texas A&M University 
Discussant: Samuel Cohn, Texas A&M University 

（1）. Brokering Development?: Social Capital,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nd 
Land Markets in Rural India.  
Michael James Levi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2）. Multiple Paths to Development: The Analysis of 23 Recently (Semi) 
Developed Countries.  
Burak Eskici, Harvard University  

（3）. The Origins of Sovereign Risk Ratings: Explaining the When and Why. 
Diogo Lemieszek Pinheiro,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4）. Regulating the Regulators: Agency Autonomy and Interagency 
Cohesion in Brazilian Telecom Regulation.  
Daniel Buc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4. Men and Women in the Global South（Paper Session.） 

Organizer: Rae Lesser Blumberg,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ider: Lorna Lueker Zukas, National University  

（1）. Gender and the Contradictory Classes: Middle Class Women and the  
Neo-liberal Development of Trinidad and Tobago.  
Alesha Istvan, Texas A&M University  

（2）. Seeking Divorce in the Midst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Chinese  
Women’s Help-seeking Strategies in Marital Disputes.  
Ke Li, 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  

（3）. The Quota Revolution? Promising Potential and Possible Problems  
Promoting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in Parliaments. 
Rae Lesser Blumberg, University of Virginia; Juree Vichit-Vadakan,  
National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5. Development and Gender（Regular Session） 

Organizer: Mary Johnson Osirim, Bryn Mawr College 
Presider: Mary Johnson Osirim, Bryn Mawr College 
Discussant: Mary Johnson Osirim, Bryn Mawr College  
（1）. How CEDAW Works: Procedures and Result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Treaty.  
Susan Hagood Lee, Boston University  

（2）. Performing Third World Poverty: Racialized Femininities in Sex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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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berly Kay Hoang, Rice University  
（3）. The Rural Woman's Burden: Volunteer Mothering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Empowerment.  
Pamela Jane Neumann, University of Texas-Austin  

（4）. When Subaltern Women March: Padyatra (Foot Pilgrimage/March) 
and the Embodied Gender Dynamics of Protest in India.  
Manisha Desai,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6. Institutions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vited Session）  

Organizer: Alejandro Por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ider: Alejandro Por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Discussant: Jennifer L. Bair, University of Colorado 

（1）. Institutions and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s.  
Nina Bandelj,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  

（2）. The Colombian Paradox: A Thick Institutionalist Analysis.  
Cesar Rodriguez-Garavito, University of the Andes  

（3）. The Uneven and Paradoxical Development of Mexican Developmental  
Institutions.  
Jose Luis Velasco,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onoma de Mexico 

 
7. Conflict and Redistributive Struggle（Regular Session.） 

Organizer: Samuel Coh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ider: Jennifer Ear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Barbara 
Discussant: Jennifer Ear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Barbara 

（1）.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Land Dispossession in India: Gujarat  
Peasants Confront the Sub-national State.  
Devparna Roy, Cornell University  

（2）. Demolition and Dispossession: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State  
Violence in Millennial Mumbai.  
Liza J. Weinstei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3）. Health Developmental State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Urban Brazil.  
Christopher L. Gibson, Brown University  

（4）. Neo-liber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Popular  
Movements in Central America.  
Paul D Almeid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Mer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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