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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民(私)營企業：產業與空間重組機制之研究(2/2)
(NSC94-2412-H-004-001)

中文摘要

陳小紅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關鍵詞：浙江現象、塊狀經濟、產業集群、溫州模式、義烏模式、
制度創新、企業轉型、環杭州灣產業帶、溫台沿海產業帶、
金衢麗產業帶

位處中國前線的浙江省，解放以來一直未獲中共中央政府投資的眷顧，「窮
山惡水」的自然環境，加以地方官員較為大膽開明的作風，既使在改革開放之前，
在姓「資」、姓「社」爭議尚未明朗之際，東南沿海的溫州即已藉「家庭小作坊」
方式蘊育出舉世聞名的「溫州模式」，影響所及，附近的台州儼然已出現後來居
上之勢，「溫台模式」之稱乃不脛而走。

環視浙江各地平均高達 55％上下的第二產業比重，稱浙江為「製造業大省」
似不為過，又因其「以商帶工」的特殊產銷模式而形構之塊狀經濟與產業集群更
為浙江贏得了「市場大省」的封號。盛名在外的義烏「小商品市場」和紹興柯橋
的「中國輕紡城」均不失為最佳註腳。

大體而言，浙江的產業與空間互動集聚已模塑出省域內三大產業帶—環杭
州灣產業帶、溫台沿海產業帶和金衢麗產業帶。此三大產業帶於 2005 年浙江省
政府拍板下更進一步地得到確立。範圍包括杭州、寧波、紹興、湖州、舟山、嘉
興等六個主要城市的環杭州灣產業帶因鄰近上海和江蘇，於杭州灣大橋興建完成
及各項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完備後，「接軌上海」、接受長三角輻射，體現世界第六
大城市群的目標當不難實現。杭州與寧波分掌省內政治、文化和港口、物流等的
雙核城市帶規劃理想亦指日可待。擬結合金（產業）、藍（海洋）、綠（生態）之
溫台沿海產業帶，儘管經濟發展勢頭仍猛，唯囿於年來土地與能源緊張的危機，
部分產業於其他省分（如東北）積極招商情勢下已悄然外移，部分產業考慮「要
素成本」之差異，亦轉移至省內發展較遲緩的金衢麗區域。依賴高耗能、勞力密
集式的傳統製造業生產模式似已面臨不得不轉型與再次制度創新的階段。特別是
2004 年溫台 GDP 的成長落於浙省 11 個主要城市之末，更引起學界與政界對「溫
州模式」是否已走到盡頭之議論。或許也即於此契機下，著重引進外資的「江蘇—
蘇南模式」便極自然地成為與內發型家族企業式的「浙江模式」比較之對象。不
少學者、業者甚至地方官員（如溫州市委書記）更公開疾呼借重外資再上更高台
階的重要性。溫州 2005 年推出的「12345」工程即為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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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廠商和企業在面臨內、外在環境變遷過程中，也採取了多角化經營、
分散投資風險、控股、擴大與外資合作等不同適應對策。本研究期間先後拜會的
52 餘處企業、工業區，共計 141 多位專家、學者、業界人士觀點之剖析充分反
映了此等心聲。

浙江作為中國人均 GDP 第四大省，產業 GDP 的第七/八省份，未來發展走勢
為何？其轉型模式與江蘇、過去的台灣經驗有何可相互借鑑與參照之處？產業與
空間重組的互動將激盪出何種地域發展的新面貌？政府、個別企業甚或學界於此
一瞬息萬變過程中將各自扮演何種角色？這些課題均為本文已/擬於後續研究中
更深入加以探索之所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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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jiang’s Private Enterprises: A Study of Both Industrial and
Spatial Institutional Reorganization

ABSTRACT

By

Hsiao-hung Nancy Che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Key Words: Zhejiang Phenomenon, Industrial Cluster, Wenzhou Model,
Yi-wu Model,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Hangzhou Gulf Industrial Belt,
Wenzhou-Taizhou Coastal Industrial Belt,
Chinhwa-Chiuzhou-Lishiu Industrial Belt

Aside from the famous “Wenzhou model” and “Yi-wu Model”, the fact that 
more than half of Zhejiang’s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focusing on manufacturing 
sector has not only made it as one of the biggest manufacture provinces, its
unique production—marke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has also won
Zhejiang the nickname of being one ofChina’s largest “marketing” provinces. 

Based on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ext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as well as field
study relying heavily on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scholar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entrepreneurs themselves, the study has
found that new pattern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seem to have become a must for Zhejiang’s private enterprises.
Through more than 141 interviews conducted and some 52 different
industries/industrial sites visits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it has been observed
that some small-medium scale private enterprises have adopted the “vote by 
feet” strategy to relocate their industries into relative less-developed areas
such as Chinhwa-Chiuzhou-Lishiu area within the province or the North-east
region of the country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cheaper “production factor” 
cost such as land price and less tensed production resources including water,
electricity and coal, etc. Some enterprises have diverted their investment into
more lucrative items such as real estate to balance up the profit margin. Still
others have transformed from originally a family enterprise into stock holding
companies or diversified originally one-product business into multi-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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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ies. Collaborative opportunities have also been sought to covert the
originally domestic based enterprise into somewhat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Thus, if previous labor-intensive, family owned enterprise could be cited as
part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Zheijing’s private enterprises, the 
aforementioned recent new developments ought to be viewed as another
wave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driven particularly by land and production
resource shortages as well as the need for structural upgrading.

The long-standing benign role of Zheiji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seems to
have undergone changes too. Among other things, planning of the three
major industrial belts along Hangzhou Gulf, Wenzhou-Taizhou coastal area
and Chinhwa-Chiuzhou-Lishiu is the best evidence.

To sum up, which direction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that cover nearly 80% of
Zheijing’s industries shall transform into after accomplishments of their 
preliminary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terms of the forms of property rights?
What interactive forces between the industrial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will
emerge in Zheijing for the next few years? Within the realm of Yangtze River
Delta, what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hall evolve in the coming
process? Is it possible to blend together the Sunan Model with Wenzhou
model? What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that Taiwan and Zheijing can
learn/share with each other given the rapid chang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ever globalizing trend? These are some of the remaining
issues the study has had addressed and intends to explore further in the nea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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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民(私)營企業：產業與空間重組機制之研究(2/2)
(NSC94-2412-H-004-001)

（初稿，請勿引用）

期末報告

陳小紅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人口為台灣的兩倍，土地面積為台灣三倍的浙江省總體發展，近年來引起
了學界與業界日益增多的關注。天下雜誌於 2005 年初特別製作了「浙江現象」
的專題報導；蕭山因各項指標超越了蘇州與昆山而入選為台灣電電公會評比中，
最受台商青睞的投資首選地點。事實上，浙江蓬勃發展的中小企業更已奪下大陸
新財富 500 富人榜，全國各省中富人最多之首席1。浙江社科院經濟所所長葛立
成教授在接受本研究訪談時更大膽預言，浙江的人均生產總值或許仍略遜台灣，
然 2006 年之生產總值極有可能超越台灣。就以目前情況言，浙江的生產總值即
已列名全中國的前七、八名，人均則僅次於廣東、江蘇、山東而暫居全國的第四
位。

如果說中國是「製造大國」，浙江各地平均高達 50％上下的製造業比重，稱
其為「製造業大省」實不為過。產銷一體的發展模式更為浙江贏得了「市場大省」
的封號。早在實施社會主義時期即已萌芽的民/私營企業更突顯了浙江經驗的特
別性。「小商品、大市場」及「小企業、大集群」向來都是學者們習以形容浙江
經濟的稱法。

一、 塊狀經濟與產業集群：浙江民/私營經濟的骨幹

葛立成（2004），顧強及王缉慈（2003）的研究均指出，在浙江 88 個縣
市區中，已有 85 個縣市區已形成了以特色產業為標誌的塊狀經濟。所謂「塊
狀經濟」指的是同類或相同產品在 10 家以上，年產值逾億元的區塊。舉例
而言，紹興已成為化纖紡織產業的集聚區，溫州的製鞋業、樂清柳市的低壓
電器業、瑞安的汽摩配企業、諸暨的襪業、嵊州的領帶和廚具業、寧波鄞縣
的服裝業、湖州織里的童裝業、海寧的皮革業、嘉喜的木業、永康的五金業、
桐廬的制軍工業園區、臨安的節能燈工業園區、台州的閥門、傢俱業等均可
謂其中代表。

1 在新財富 500 富人榜中，浙江共占 105 位（21.3%）,領先全國各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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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過程中所拜訪的學者、業者與官員幾乎均異口同聲告以浙江民/私
營企業不僅大多已形成一鄉/鎮一品，透過市場的競爭甚至已演變成上、中、
下游極佳/細的配套。這也是何以一提鈕扣，人們自然會想起永嘉橋頭鎮，
一論及木雕，必然會談到東陽；其中若干行業更已型塑為中國境內的名牌，
如寧波的雅戈爾、杉杉集團，溫州的報喜鳥、康奈皮鞋等。

二、溫台模式與義烏模式：浙江民/私企發展的瑰寶

在探索浙江塊狀經濟與產業集群的過程，不論學界或業界均無法忽視「溫
州模式」（近日有加入台州經驗，而簡稱為「溫台模式」趨勢）與「義烏模式」
的重要性。

（一）「溫台模式」的意涵與演進階段：
「溫州模式」的蘊育有其歷史與地理方面的特殊背景。由於地處浙

省東南一隅，解放以來浙省又一直被中共中央視為「前線」，中央資源的
投入始終有限，浙江在「窮山惡水」的環境中只有「自謀多福」；又因「天
高皇帝遠」，溫州當地幹部的開放思想，早於改革開放前，溫台一帶居民
即已開始家庭作坊式的經濟運作。本研究多位受訪學者與官員直言：「『溫
州模式』一開始和「海盜行為」即脫不了關係，後來透過和台灣走私漁
船的「以物易物」貿易活動，接觸到台灣生產的一些手工用品，經由模
仿、改良，逐漸發展出廉價的家庭式製造成品，由於有銷路，又鼓舞了
更多生產，就這樣衍成「千家萬戶發電機」型態的『溫州模式』。」

溫州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副會長洪振寧教授明白點出：「『溫州模式』
已歷經四個階段的蛻變；每一階段說來都是在解決一些過程中碰到的問
題。換句話說，『溫州模式』緣起於家庭式的粗放型工廠，隨生產的增加，
家庭工廠透過股份合作逐步結合而成集體式企業。1992 年鄧小平南巡講
話後，『姓資、姓社』的困擾日益解除，在 1993 年之後企業為了上規模、
上檔次、上水平，乃將原來小規模的企業做大，工廠轉成公司，公司制
企業於焉大量出現。隨企業不斷做大，在 1998 年後，為了『想走出去』，
發現單一企業無法成功，故而轉型為塊狀經濟，衍生出不同的產業集群。
目前，『溫州模式』已走到了第五個階段，想往國際發展，然因加工生產
的利潤薄，研發、市場營銷固然多年來也有提升，卻仍比不上國外廠商，
是以冀望由區域一體化角度尋求突破。」

（二）「溫台模式」與「企業組織制度創新」：
溫州大學教授馬津龍認為上述各階段的變化「其實就是一種企業組織

制度創新的過程。」他指出在 1980 年代中期，溫州極少數的企業係由內
部員工持股的，當時一部份的企業是靠集資解決經營上的困境。而「股
份合作制企業」，在他眼中不過是政治意識下的過渡作法罷了！過去溫州
四萬家企業中，現已有一萬多家登記為股份合作制公司，不過名義上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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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股份合作制」，實則為「合夥企業」。馬教授更進一步剖析道：「溫
州企業中大部分股份仍掌握在家族手中，此不僅由溫州 500 強企業中有
180 家為家族企業可見一斑，且基於中國人『傳子不傳賢』的文化傳統，
短期內恐難有所改變。」

（三）「溫台模式」與溫州人文化：
「老百姓經濟學」一書2作者李丁富在接受本研究訪談時也提到：「敢

說敢做、苦幹實幹、兼顧創業、自立自強、競爭力高可說是『溫州模式』
的特點。」他以溫州人的格言：「吃，吃得開；不吃，吃不開；越吃，越
吃得開。」來比喻溫州文化中存在的「有錢大家賺」的思維。他還進一
步指出，既使在計畫經濟時期，溫州農民即以「農民股份合作制」精神，
透過農民集資、抬會（類似跟會）、資金互助、農村合作基金會等方式進
行資本的原始積累。而目前溫州商會更擔負著保護商人利益、協調同行
間產品、聯絡政府與企業、協調勞資關係等功能。據悉溫州在外地的商
會共有 76 個，市內則有大小 114 個商會。

（四）由雞毛換糖衍生而來的「義烏模式」：
除「溫台模式」外，於今研究浙江民/私企者均不得避開號稱中國小

商品市場的「義烏模式」。李丁富教授認為：「『義烏』就像是後期的溫州；
在 1983 年之前，義烏市場裡的產品大多是由溫州橋頭等地區進貨的；到
了後期，義烏也搞起了自己的產銷。」而長年研究「義烏模式」的陸立
軍教授則認為：「『義烏模式』可以說是『溫州模式』的變種。義烏之所
以興起和溫州人的投入脫不了關係。義烏是以產銷為主，採取的是『以
商促工、貿工連動』的發展模式，活力可能更甚於溫州。」

學者一般均將「義烏模式」的發展分成以下三個主要階段：（徐劍
鋒：2002；陸立軍、白小虎：2000；陸立軍：1999 等）
（1）1978-1984 年之創立起步階段，也即由早期「雞毛換糖」的貨郎演

變而來。不過，學者們也不忘強調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義烏縣的領
導班子採取的 ”四個允許”3對這個階段「義烏模式」的發展起了相
當大的影響。

（2）1985-1991 年之迅速發展階段，此階段開始有「小商品市場」的出
現。

（3）1992-1997 年之拓展提高階段，此階段有了「第四代『中國小商品
城』的出現。

目前義烏商品城面積約為 80 平方公里，共有 5000 多家廠商，2001
年時之工業總產值達 50 億元。園內大致可分為一區五園七小區。各區之
劃分大致依下述八大優勢製造業加以區隔：襯衫、襪業、飾品、拉鍊、

2 指李丁富著，2003，老百姓經濟學：溫州人經濟集團發展啟示錄，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
3 “四個允許” 指的是：（1）允許農民經商；（2）允許從事長途販運；（3）允許開放城鄉市場；
和（4）允許多渠道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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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小五金、印刷與毛紡等。

學者們的研究尚指出義烏的產業集聚與其城市化間存在著良性的互
動。具體言之，因老城區的集聚效應帶動了市場和商貿業的集聚；由於
商業在城區集聚，進而帶動了同心圓城市的形成；中心城市所引起產業
的向外輻射與再聚集又進一步促成了中心鎮的出現。目前義烏的城市化
水平高達 55.2％，遠遠領先浙江全省平均 42％的水平。專家們預估其城
市化比率在本世紀中期應可達 75％。唯為了更健康有序的城市發展，城
區產業佈局似宜及時「退二進三」，多重視第三產業的集聚與提升。

相較於義烏，溫州年來因經濟的快速發展，市區不斷擴大，目前人
口已達 700 多萬。浙江省政府對溫州產業與空間的總體規劃定位為「國
際性產業集群地」及「全國民營經濟發源地」。而為配合前項目標，更擬
將溫州建設為「東南沿海國際商貿城」。甚至賦予溫州市「一港三城」名
號—一座通商港、三個國際城（國際輕工業城、國際山水文化城和國際
商貿城）。儘管如此，受訪學者李丁富倒是相當坦誠地指出：「迄今往溫
州進行的國際採購等於零。」馬津龍教授也提及：「溫州未來的發展若無
法進入上海，溫州的經濟沒什麼大希望。」他補充說明道：「溫州必須朝
外面去做大，而以溫州做基地或分公司即可。」洪振寧教授多少也持相
同的看法。他認為：「溫州市的土地太小，過去僅 12 平方公里；1993 年
時雖已擴大為 27 平方公里，2003 年又擴展為 130 多平方公里，但除了永
嘉附近一塊可搞金融中心的用地外，似已無可開發的土地了！」

（五）由「溫/台州模式」到「12345 工程」：兼論「溫台模式」的變形
2003 年始，向為浙江人引以為傲的「溫台」地區發展增長速度在全

省各市中之排名急速倒退；台州由 2002 年時排名第一，掉到 2003 年時
的排名第七，2004 年更下降至第十；而溫州在 2000 年時名列全省第一，
2001 年時降為第二；2002 年急速下滑至第七，2004 年第一季更降為全省
第十一位。

陳豔聰（2005）的研究即指出：「原本富有潛力的溫台民營企業制度
創新的步伐已大大放緩，絕大多數溫台地區的民企至今還保持著封閉式
家族企業的型態，既不能讓外人進入，也不想與其他企業聯合和合併，
更不願被其他企業收購和兼併，以致企業的平均規模仍然很小，股份有
限公司和上市公司也很少。而商品市場發展，特別是市場結構和交易方
式方面也已經落後於義烏和紹興等地，要素市場和市場秩序建設方面也
沒有什麼新進展。」或許正因此一日漸式微的發展態勢，由杭州蕭山在
2004 年 11 月才轉任溫州市委書記的王健滿就於 2005 年 5 月提出了
「12345 工程」的構想。所謂「12345 工程」即擬以三年時間，力爭全市
引進世界 500 強企業 10 家，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比重 20％以上，擁有銷售產值超過 10 億元大企業大集團 30 家以上，擁
有中國名牌、中國馳名商標 40 個以上，工業總產值達 5000 億元以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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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觀察報：2005.5.9）

由於來自蕭山，被視為「蕭山模式」締造者的王健滿所提出的此一
工程，講白些即要求溫州「千家民企大招商」。王個人不止一次強調：「無
外不快，無外不活，無外不強和無外不高。」「外資」的引進似乎被視為
解決溫台發展困境的秘笈。「溫台模式」是否從此沒落了呢？自然也引發
了不少討論。

溫州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洪振寧教授（2005）因此再次為「溫
台模式」提出辯解；他說：「『溫州模式』是一個動態的概念，而外界卻
往往以所有制二分法視之；或侷限於投資外流問題上，把溫州模式當作
是一個僵化的區域概念，這無疑是刻舟求劍。」他並指出：「『溫州模式』
從來都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概念，從 20 多年前的供銷員經濟、家庭工廠
經濟，到近期合力推動產業集群的演進，『溫州模式』一直在變化、突圍、
提高、發展。」在洪振寧教授的眼中，「『溫州模式』的本質，其實就是
一種不斷探索、不斷創新的精神，一種不斷超越自我的能力。只不過，
溫州超前的發展使它最早遇到了「如何走出去」的問題，也即如何解決
「全球價值鏈」的問題。」（經濟觀察報：2005.5.9）

值此溫州民營企業處於中國應對貿易壁壘的第一線時刻，洪振寧教
授（2005）相當感性地表達了他的想法：「溫州人用 30 年的商業文明，
對抗西方社會 300 年的商業文明，繼續充當著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探
路者角色，你不覺得這很悲壯嗎？」不過，他也深刻體會到「溫州模式」
的轉型再也不只是區域性的問題，而反映出的正是「政府體制改革的滯
後」及「經濟管理體制創新的匱乏」。融資機制的創新、服務型政府的打
造、低成本物流系統的建構、生產要素進一步的充分供給似均已刻不容
緩。

事實上，本研究於走訪溫台企業過程中，企業主們一致反映，不囿
土地、能源已成為企業進一步發展的制約因素，人才、金融、技術等制
度層面的配套更屬勢在必行。若干企業因前述問題，已然出現了「用腳
投票」的現象。陳豔聰（2005）的研究即明白地指出：「台州經濟開發區
土地成本已達每畝 38 萬元，而江西、江蘇、山東等地，三通（通水、電、
氣）一平（道路）後的土地每畝平均在 5 萬元上下，對台州企業自然具
有很強的吸引力。」

三、長三角經濟區域內浙江與江蘇發展模式之爭：

有鑑於前述發展事實，近來學界、政府與業界乃陸續展開了「浙江模式」
與「江蘇模式」或云「蘇南模式」與「溫州模式」誰優、誰劣的討論。

（一）「蘇南模式」Vs.「溫州模式」：誰優？誰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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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三角境內江蘇省和浙江省發展模式的最大不同在於前者（以「蘇南
模式」為代表）著重於由上而下的招商引資。後者則建基於民/私營內
發式的發展。兩地之所以採取截然不同的發展模式自有其不同的歷史
背景。「蘇南模式」的根源為鄉鎮企業（由原 ”社隊企業”蛻變而來），
集體性質強，政府干預多；浙江的發展以個體暨家庭/族式經濟起家，
市場力量遠超過政府。浙江民力因此富於江蘇，然江蘇經濟總量與規
模則較浙江為大。唯基於中國經濟的體制，「蘇南模式」在地方政府力
爭外資過程中，已衍生不少諸如盲目圈地、競相攀比等弊端，更引起
專家們擔心一旦「要素成本」增加，外資有隨時再「用腳投票」之虞。
而如前述，在「溫州模式」下，不少高耗能、低成本式的生產模式亦
面臨了升級和轉型的關卡。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史晉川院長即認為兩種
模式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未來應採兩者混合式的發展模式。由浙江
角度出發，他基本上相當贊同引進「外資」，這不單是為了資金取得上
的考量。他十分傳神地引歷史為例，說明：「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政
府就是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政府…，引進外資不但可以改善
目前政府行為中不太規範的部分，一旦外資湧入後，政府必然提供各
種優惠，久而久之，民/私企也會要求比照辦理，如此一來，民企與外
企的差別待遇也可逐步獲得解決，可謂一舉多得。」

（二）長三角區域一體化下的企業地域分工：
史晉川教授（2005）認為外資的引進最好能由建立與本地已發展得

不錯企業的分工作起，達到互補互利功能。他舉溫台地區、紹興、寧波
甚或杭州等地已有一批發展得不錯的企業為例，認為此一國內、外企業
的水平或垂直分工完全具有可能。浙大研究區域經濟的陳建軍教授
（2005）之實證研究也發現長三角區域內確實已有一批規模較大的江浙
企業將部分功能機構，如研發和銷售部門轉移至上海，樂清柳市的正
泰、德力西、天正集團和寧波的杉杉服裝集團已紛紛在上海設立營銷點
和研發中心。陳教授的研究並指出在長三角區域內，企業內的地域分工
已出現有別於以往的四項特點：（1）中小企業成為跨地區發展企業的主
力軍；（2）企業內地域分工的動力機制已有由市場導向轉變為資源異向
型和服務導向型之態勢；（3）企業內地域分工的形勢也有從設立營銷機
構為主，轉變為建立生產加工基地、轉移總部和研發機構為主之勢；（4）
企業的跨地區擴張方向也已由原來江浙向上海的單向形式，轉變為三地
之間相互跨區域發展的多向和雙向形式。大致說來，早期時，江浙企業
向上海擴張，以實現企業內的地域分工為主，而上海的企業則很少利用
江浙進行企業內的地域分工。唯近期各地產業大舉進駐上海的同時，上
海的企業也加大了結構調整和跨區域發展的力度。（陳建軍：2005）

四、產業發展與空間佈局：浙江區域產業帶發展規劃構想之拍板

 塊狀經濟與產業集群發展的結果勢必反映於空間格局上。就浙江省域產業
與空間發展間之關係言，大體呈現出三大板塊殆無疑義。事實上，浙江省總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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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規劃構想也即依循此三大板塊的運行而舖陳的。

浙江省發改委於 2005 年初敲定了浙省三大區域產業帶的發展計畫。它們
分別是環杭州灣產業帶、溫台沿海產業帶及金衢麗地區產業帶。

環杭州灣產業帶的戰略定位為：（1）先進製造業基地核心區；（2）世界第
六大城市群重要部分；（3）改革開放先行區；（4）科技創新先導區及（5）生態
建設示範區。而溫台沿海產業帶則有三方面的定位:（1）國際性產業集群集聚區；
（2）民營經濟創新示範區；和（3）陸海聯動開發先行區。至於金衢麗地區產業
帶則以:（1）經濟走廊；和（2）生態屏障作為總體定位。

（一）環杭州灣產業帶：（圖一）
環杭州灣產業帶實則包括了杭州、嘉興、湖州、寧波和紹興等六大

城市。綜合實力較雄厚，經濟資源佳且國際化程度亦較深。做為世界第
六大城市群的重要部分，浙江擬提升杭州與寧波兩大中心城市之功能，
逐步擴展城市連綿區，並致力於與上海和長三角北翼城市共同打造世界
第六大城市群。依規劃構想，2010 年時，冀能達到 12000 億元以上國
內生產總值之環杭州灣經濟帶，人均 GDP 則期超過 6000 美元；2020 年
時經由區內國際分工地位的更進一步提高，不僅期能更加突出此帶於浙
江省內先進製造業的龍頭地位，亦盼能提升於長三角區域中具國際先進
製造業基地的地位。

圖一 環杭州灣產業帶

資料來源：浙江省發改委，2005，”浙江敲定區域各產業帶發展路線圖”，今日
浙江，第 6期，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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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環杭州灣產業帶的發展目標凡三；即擬形成：
 （1）先進製造業集聚區、城市連綿帶和綠色生態網。透過”區—帶— 

網”的格局，打造成長三角南翼的「黃金產業帶」。

具體言之，未來數年，浙江省擬於此區內重點培育以下標誌性的 
五大產業集群：

1.以杭州、寧波和紹興為重點之電子信息產業集群。
 2.以杭州、紹興、舟山為重點之現代醫藥產業集群。

3.以寧波、紹興、嘉興為重點之石化產業集群。
4.以紹興、杭州蕭山、嘉興為重點之紡織產業集群。

 5.以寧波男裝、杭州女裝、湖州童裝為主之服裝產業集群。

圖二 世界第六大城市帶—長三角「之字形」城市群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此外，浙省亦擬於區內大力扶持以下六大成長性之產業集群：
1.交通運輸設備產業集群

杭州蕭山—經濟型轎車和汽車基地
舟山—船舶製造中心

2.以湖州為中心之先進裝備製造業產業集群
3.依托寧波、杭州形成之新型金屬材料及製造業集群
4.以杭州、寧波、嘉興為主之造紙業及紙製品產業集群
5.以杭州、嘉興為重點之家用電器及設備產業集群



- 9 -

6.以紹興、舟山為重點之食品加工製造業集群

在空間配置方面，未來杭州灣計畫將形成杭州市與寧波市兩經濟圈
為主之「兩圈一廊」。除為「接軌上海」積極佈建聯絡上海之交通要道
外，港口、機場、物流等基礎設施亦將大幅興修。誠然，除硬體建設外，
浙江省政府亦擬於軟環境方面大力投入，舉凡科技創新、人才開發、政
府效能之提高、資源之更有效配置、農業與生態保育等各方面勢將更有
效地配套。

（二）突顯金（產業）、藍（海洋）、綠（生態）意涵的溫台沿海產業帶：
溫台沿海產業帶的發展首先係以於 2010 年創造 5000 億以上之 GDP，4500

美元人均 GDP 為目標，以實現全面小康。

具體作法上，將著重下述幾方面：
1.強化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以提昇國際競爭力與產業素質為標竿。

 2.強化產業和城鎮之集聚。
3.強化體制與科技創新。

本區之空間佈局為「一軸兩群三帶」。「一軸」指的是以沿甬台鐵路、台溫
高速公路和沿海大通道三大交通幹線為依托之區域發展主軸。「兩群」則指優勢
顯著的國際性產業集群和功能完善的沿海城市群。「三帶」則分別為（1）金色產
業帶；（2）藍色產業帶和（3）綠色產業帶（圖三）。未來將以溫州大都市區和台
州都市區之構建形成以城市為核心，副中心城市為輔助，眾多中小城市和中心鎮
為支點，功能互補、城鄉一體化發展之沿海城市群。

圖三 溫台沿海產業帶暨臨港工業區發展規劃構想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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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衢麗產業帶：（圖四）
目前發展相對遲緩的金衢麗產業帶，由於涵容浙江省內錢江及甌江兩大水

系之源頭，規劃中將其定位為經濟走廊與生態屏障。且提出了所謂「一主導、三
優先和五互動」的說法。其中「一主導」指的是以新型工業化以帶動城市化，以
工業化、城市化進一步帶動農業和農村現代化。「三優先」則指基礎設施建設優
先、人力資源開發優先以及生態環境保護優先。至於「五互動」意味著工業化與
城市化互動、內力與外力互動、產業成長和環境保護互動、城市崛起與農村發展
互動及欠發達地區脫貧致富與生態建設互動。

另在產業和空間發展格局方面則擬朝「兩區三核多點」方向佈局。「兩區」
指的是由杭金衢和金麗溫高速公路沿線產業帶和生態發展區共同組成的兩類發
展區。「三核」指的是（1）浙中城市群（包括金華市、義烏市、永康市、蘭溪市、
東陽市及浦江縣、武義縣等金衢麗的龍頭發展地區；（2）聯繫東部沿海與內陸地
區重要節點的四省邊際中心城市；（3）與溫州、金華經濟聯繫密切的浙南山區中
心城市。至於「多點」則指基礎條件較佳、發展空間較大、對周邊地區帶動力較
強的重點城鎮和區塊。

圖四 金衢麗地區生產力佈局與產業帶發展規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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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麗水、衢州屬浙江省欠發達地區，故於未來發展策略方面，特別強調了
應落實和完善此等地區的扶持政策，具體措施方面除擬逐步建立和健全生態補償
機制外，積極尋求與環杭州灣產業帶與溫台沿海產業帶的合作機制不失為另一努
力的方向。此外，鐵、公路與航運等基礎設施之佈建，人力資源、能源保障系統
與信息網絡系統之闢增尤為必要。

或許正如本研究進行過程中所觀察到的，環杭州灣產業帶因離上海與江蘇均
較近，人才、訊息、產業門類、科技含量等各方面均領先浙江境內其他各區；
此一地帶也正是學者們認為最有希望整合「蘇南模式」與「浙江模式」而蘊育出
一種新型混合發展模式的地區。杭州「一主城三副城」的格局與寧波憑藉北崙、
舟山港優勢與擬藉杭州灣大橋揚帆蓄勢待發的雄心相互輝映。而向以「溫台模式」
享譽在外之溫台沿海產業帶，在高速成長多年後，多半產業已面臨了不得不轉型
與升級命運，或許也即於此契機下，位處西部山區的金衢麗地區近年來開始感受
到部分溫台產業西移之輻射效應。誠然，溫台的資金不全然會注入金衢麗地區，
有可能向更遠的新疆、東北、福建甚或海外移轉。唯也正是於此發展勢頭下，浙
江產業與空間發展的重組變得愈加可能。浙江社科院經濟所的解力平教授就曾這
麼表達過：「由浙江省政府的觀點出發，我們先採取的是『不均衡發展』的策略，
但最終期望的是達成『均衡發展』！」未來浙江三大經濟區域的差距究竟將更為
拉大或逐步縮小，看來不僅將受「市場」因素左右，在可預見的將來，「政府/
策」因素必然也會產生相當的影響力。

五、浙江民/私營企業發展總體概況與個案分析：

於進一步探索浙江民/私營企業的未來發展前，吾人似有針對浙江民/私營
企業總體發展的最新概況與不同類型和地區的民企個案做較深入剖析之必要。

（一）浙江民/私營企業的總體發展現況：
一項由浙江省社科院、浙江省工商局和浙江省民/私營企業協會共同組

建的浙江民營經濟研究院，於 2004 年底針對浙江省 11 個市共三千家民營企業的
問卷調查發現，浙江省民/私營企業呈現了以下幾點特質：（2005）

1. 企業規模有明顯的擴張；具體言，浙江民/私營企業呈現出總體規
模較大而單體規模較小的特質。
就產值觀之，過去三年浙省民/私營企業的戶均產值增長了 31.9
％；由銷售額看來，同一時期之增長達 47.8％；稅收在同一期間
內亦增加了 112.7％。

2000 年時，民企平均規模最大的在紹興，最小者則位於麗水，兩
地戶均產值與銷售額分別相差了 5.5 倍和 7.9 倍。2003 年時，平
均規模最大的民企在杭州，最小者則位於溫州，兩地戶均產值與銷
售額分別相差了 4.4 倍和 9倍。

2. 粗放型理念已開始轉變；亦即浙江民企的競爭優勢雖仍體現於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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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唯品牌、技術、人才在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則不斷增強中。
統計顯示 44％的浙江民企已選擇了國際化的發展策略。71.4％的
民企在國內銷售市場中仍以省內市場為主，3.7％的企業已占有同
行業國內市場的八成。

3. 技術裝備的快速更新；有 45％以上的企業於最近三年內進行了主
要設備的更新。

4. 公司制已成為主要的組織型式：
四分之三以上的浙江民企屬有限責任公司。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公
司二者合計已占民企總數的 80％以上。
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監事會以及職工代表大會、工會和黨組織的設
置平均在 67％以上，領先全國平均水平的 20-30％。

5. 發展環境穩步改善。
6. 企業主的綜合素質均有提升，尤其是第二代企業主具有專科以上學

歷的比例已高達 52.4％。

同一調查也指出下述幾項浙江民企所面臨的問題：
1. 過於偏重傳統製造業與勞動密集型產業。浙江民企在製造業的比重

為 64.2％，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的 38.2％。總的來看，勞力密集型
產業的比重最高，達 63％；其次為技術密集型企業的 24.9％；再
次則為資本密集型的企業，占 12.1％。

2. 血緣關係仍然強於契約關係，此由股權結構即可窺其一斑（自然人
股東占 86.6％，社會法人股東占 8.5％，職工股東僅占 2.1％）。
絕大多數企業的總經理係由創業者本人擔任，家族式色彩頗為濃
厚。

3. 缺乏長期的激勵機制：
仍以現金獎勵為主，離以股權獎勵和期權獎勵為主的現代企業管理
方式尚有一段距離。

4. 融資渠道不暢。
5. 不同地區民企所承受的商務成本不一。
6. 地價與稅收方面的不公平待遇仍然存在；此不僅見諸於國有與非國

有企業間之差別，亦存在於內、外資企業間不同的待遇。

該調查最終分別提出了對民企和政府各二方面的建議，它們分別為：
1. 對民企方面：

（1） 宜突出技術創新與新產品的開發。
（2） 宜選擇專業化和相關聯產業多元化的發展。

2. 對政府方面：
（1） 應著力於商務成本的降低，特別是制度成本方面。
（2） 應致力於公平的發展環境之營造。

（二）浙江民/私營企業的個案分析：
為收集浙省民/私營企業經營概況的第一手資料，本研究曾先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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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造訪浙江，共訪察了 41 處不同企業及 36 處工業區、市場、商會代
表。依地區分，位於杭州者 16 家，嘉興 9 家，湖州 6 家，寧波 6 家、
紹興 5處，溫州 13 家，台州 2家，金華 14 家，衢州 2 處、麗水 4 處。
（詳請見表一）

表一 受訪企業、學者、政府官員暨其他人士一覽
區域/城市 企業 學者 政府官員 其他 小計

杭州 14 29 12 2 57
嘉興 4 0 0 5 9杭嘉湖
湖州 1 0 3 5 9
寧波 2 3 2 4 11

寧紹
紹興 2 0 1 3 6
溫州 8 6 2 5 21

溫台
台州 2 0 0 0 2
金華 6 2 1 8 17
衢州 0 0 2 2 4金衢麗
麗水 2 0 1 2 5

合計 41* 40 24 36 141
註：*此數字係以受訪企業家數為計算基準，實際受訪人數遠超

過此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

1. 溫台區域：
（1）.企業規模、技術水平、勞工待遇：
若由規模加以比較，依序為「正泰集團」、「德力西集團」、「華峰

集團」、「報喜鳥」、「康奈集團」、「東藝鞋業」、「虎牌打火機」、「頂峰
傢俱公司」、「隆大銅業有限公司」及「鄭氏鍛造」。採用技術層次的高
低則依序為「華峰集團」、「正泰集團」、「德力西集團」、「報喜鳥」、「康
奈集團」、「東藝鞋業」、「隆大銅業有限公司」和「鄭氏鍛造」。若依涉
及行業分，位於溫台地區的十家受訪企業幾乎均為傳統製造業，差別
則在於生產過程所採技術層次之不同罷了。「正泰」、「德力西」兩家企
業高科技含量較高，而其他八家均屬傳統製造業，在當地均具一定的
代表性。換言之，以規模而言，擁有 60 億資產，年營業額 150 億元，
員工 15000 名的「正泰」企業負責人，除企業家身分外，業已擠身中
共人大代表行列，而與之分家的「德力西」負責人胡成中亦不遑多讓，
擁有資產共 50 億，年營業額高達 97 億(2004)，員工 14000 名，且亦
側身全國政協委員隊伍。「德力西」頗感驕傲的是其低壓電器產品於
2005 年中共神六升空任務中提供了所需之相關產品。而以台州玉環縣
為例，在總計 5000 多家各式民/私企業中，排名前三名的代表企業分
別為汽摩配件、閥門和傢俱業，各約有 1000 多家，因時間限制本研究
固然未能造訪當地具代表性的傢俱業，然受訪的「鄭氏鍛造」與「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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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銅業有限公司」在汽摩配件與閥門業中均執牛耳地位，而抽空走訪
當地傢俱賣場亦多少可感受該業發展盛況。至於位於溫州的「康奈集
團」和「東藝鞋業」不僅已形塑自己的品牌，且在中國可說是已成為
除江蘇「森達」外的名牌鞋業。「華峰集團」固然涉足多種產品，唯大
多與聚氨酯材料有關。

具體說來，在所拜訪的十家溫台地區企業中，以生產汽摩配件的
「鄭氏鍛造」所採技術層次最低，其次為生產閥門製品的「隆大銅業
有限公司」。兩家企業製程中尚保留相當程度的勞力密集成分，由於產
品性質關係，兩家企業員工均以男性居多，且其中相當比例屬中年以
上勞工。據企業負責人告以勞工以外地民工居多，因從不積欠工資，
故未面臨找不到勞工問題。然為確保一定的工作產量，基本上乃採用
「論件計酬」方式支給薪資；目前一般工人每月大約可領 800-1200 元
人民幣工資，比起留在農村的待遇和機會還是好得很多。至於以生產
聚氨酯相關產品的「華峰集團」，在技術設備方面已引進不少日本和台
灣、甚至歐洲的機器，自動化程度高，相對對勞工的需求較少，許多
產品製程甚至已改由電腦控制，但基於產品性質，第一線勞工仍以男
性居多，唯較之於「鄭氏鍛造」或「隆大銅業有限公司」，不僅規模較
大，由於技術含量高，工人年齡亦較前兩企業為輕。均以生產皮鞋、
皮件為主之「康奈集團」和「東藝鞋業」，製程中部分雖亦採機器生產，
然仍保留相當比例的勞力密集色彩。由於鞋底、鞋面之剪裁、黏貼、
上線需要心細與耐力，故企業中絕大多數工人為女性，年齡亦普遍較
輕。受訪的「康奈集團」接待人員強調由於該集團在溫州已然為享有
盛名集團，工人大多來自外地，工廠福利不錯，備有宿舍（四人一間）、
圖書館、卡拉 ok 室、網咖、網球場、交誼廳等一應俱全之娛樂休閒設
施，遠比留在農村強許多，故迄未遭遇過找不到工人的困擾。「康奈」
和「東藝」亦均以「論件計酬」方式計薪，工人每月大約可領 800-1500
元人民幣。

除上述傳統產業外，位於樂清柳市以生產低壓電器馳名中外的「正
泰集團」和「德力西集團」，作為同業中的龍頭，原屬同一企業，拆夥
之初，在業務劃分方面似乎已略微考慮過「市場區隔」。(「正泰」著
重於交流電器的發展，「德力西」則偏重於熱繼電器的推展。)事實上，
當年由「家庭作坊式」起家的兩集團目前在中國境內「低壓電器」行
業內以各占中國三分之一市場的態勢和其他無數小型低壓電器廠形成
三強鼎立的局面。唯「正泰」明確地擬朝 1.高低壓電器 2.輸配電設
備 3.儀器儀表 4.工業自動化 5.建築電器 6.汽車電器等六大類方向
發展；而「德力西」則以高壓電器、低壓電器、儀器儀表等為致力發
展目標。由於電子業的流水線需要手巧心細，故員工亦均以女工較多，
工人月薪約 1000-1500 元人民幣。

溫州另一家以製造英式古典傢俱，主攻外銷路線為主的「頂峰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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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公司」專業經理人沈總工更具體點出：「改善待遇和工作環境一直是
公司努力重點。」尤其對大半來自東陽地區具有木雕技術的工人，「頂
峰」更不敢怠慢，他們比一般勞工的收入要好許多。

（2）.產權形式：
倘由企業經營型態加以分析，溫台地區的十家受訪企業在初期時

均為由傳統家庭作坊演變而來，「華峰集團」雖業已股份化並採取所有
權人與專業經理人分治之產權主體，「隆大銅業有限公司」更已成為中
外合資企業（與西班牙合資），唯不論「康奈集團」、「鄭氏鍛造」、「隆
大銅業有限公司」甚或「華峰集團」、「德力西集團」卻仍然維持著不
同程度的家族企業色彩。所不同於以往的乃在「康奈集團」的第一代
經營者已逐漸將事業轉給第二代經營，「鄭氏鍛造」亦然。相較於其父
執輩教育水準偏低的情況，第二代經營者普遍受過較好的教育，亦有
機會經常出國觀摩，甚至學習。如「康奈集團」創辦人的兒子即被派
往義大利學習皮鞋製作，而女兒則負責財務管理。「鄭氏鍛造」的創辦
人目前逐步退居幕後，事業重心漸交入兒子與媳婦手中。「隆大銅業有
限公司」，雖為中外合資企業，早期時，西班牙方面確曾派員長駐公司，
然因成本過高、管理觀念不一，目前已改採參股方式投資，經營細節
則大多掌握在中方（兄弟二人）手中。規模不小且已上市的「華峰集
團」創辦人與其親屬仍握有較多股份，目前得以參股者僅限於高層管
理者，尚未開放給所有員工，故現代企業之「分紅入股」概念並未落
實。

至於當初以 5000 元人民幣發家的「虎牌打火機」公司，強調「專
業化」經營的重要性。集 21 種零組件、108 道工序於一身的小小打火
機其實為一具一定技術含量的勞力密集產業。「虎牌」除部分電鍍工作
外包至廣東，部分小零件由國外進口外，其他的零組件，溫州本地幾乎
均可供應。「虎牌」目前除 30％做歐美貼牌加工外，70％為自有品牌，
基本上均外銷，以日、美、俄為主要市場；國內在溫州本地和義烏均設
有專賣店。由於強調專業，「虎牌」負責人周大虎先生迄今仍無轉投資
至房地產等其他行業計畫。此一年產 1500 萬支打火機（溫州打火機年
產總量為 6億支），獲利 1.8 億元的民企，除周氏夫婦與其甫由加拿大
學成返國的兒子外，兩位擔任專業經理人的副總，與創辦人並無親戚關
係。

「正泰」似已由家族企業脫胎換骨成股東化產業，而「德力西」
則似仍環繞在胡成中兩兄弟為主之家族經營模式。此外，此兩企業轉
型過程中都分別採取了「國際化」策略。「正泰」和美國通用公司合作；
而「德力西」則和行業內另一龍頭 Schneider 合作。兩企業皆明白表
示，和國外大公司結盟的好處不外吸引部分技術、分享國際知名品牌
和已建立之國際市場優勢。然而，國際大廠之所以願意和國內廠商合
作，主要著眼於國內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動力)成本低，且因兩企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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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樂清柳市早已形成低壓電器相當完整的產業鏈，外國投資者因此
可以低廉價格獲得足夠完善之供應。兩集團負責人於訪談過程中毫不
避諱的提及，不少跨國公司與中國企業合作的最終目的在於輕鬆承接
中方資產與國內通路，故現階段兩企業與外企的合作並未全面展開，
僅侷限於生產環節上的某一部分。事實上，「德力西集團」在成立之初
即屬中外合資企業，目前雖已幾經轉型，唯仍保留最早期和德國合作
時之研究機構。

（3）.經營困境與對策：
如再進一步剖析溫台地區這十家企業目前經營上的困境，則可發

現，位處台州玉環的兩家企業不約而同地指出：「土地的難以取得和能
源荒確已構成經營過程的一些困擾。」甫搬遷至玉環臨海位置，尚在
裝潢的「鄭氏鍛造」說明了當地政府將企業用地區分為三級，最臨道
路的為第一級，依次則有第二和第三級，地價自然會有區別。經營不
錯的公司，其實目前最擔心的不是價格本身而是能不能批到地。這對
溫州地區的「納稅大戶」--「正泰集團」、「德力西集團」、「康奈集團」
和「華峰集團」言，或許根本不是問題。地方政府擔心企業出走，反
而會主動幫忙解決土地吃緊問題。「華峰集團」因此取得了面積相當
大，短期間或許還用不著的土地，但因批地時間先後不一，故廠房可
能分散不同地點。杭州的「傳化集團」和湖州的「久立集團」也有類
似情況。部分學者將之視為另一種「圈地運動」4。受訪的「鄭氏鍛造」
因取得土地必須與地方政府維持良好關係，故除「企業家」頭銜外，
老總還同時擔任當地某鎮的鎮長。

就「頂峰」此一亦由「家庭作坊」發展而來的民企，從 2001 年起
才開始自創品牌，由北歐式傢俱逐步改為專注於英式古典傢俱的製
作。據悉，「頂峰」初始係以製造餐桌椅起家，經過多年的市場試煉，
自創品牌後原主攻北歐式傢俱，由於線條單純，易遭仿冒，堅持以實
木為主的「頂峰」反遭劣幣驅逐良幣同行競爭之苦。改投入英式古典
傢俱且以外銷為主後，因「市場區隔」反有較佳之業績表現。不過，
訪談中，沈總工亦透露傢俱業所需場地大，溫州土地本即有限，「頂峰」
目前有遷移至本業集中之嘉善發展的打算5，唯一方面或因溫州人戀鄉
情節作祟，另一方面亦考量於溫州已形成傢俱業的產業鏈，故是否會
搬遷仍在考量中。

近二年浙江各地企業蓬勃的發展，使水、電、煤等能源出現相當
緊張狀況，規模較大企業、業績卓著企業、納稅大戶企業姑且還不至
感受立即壓力；唯多半仍屬中小企業性質的民企在面臨能源吃緊形勢

4 自王健滿書記到任，大力鼓吹引進外資，尤其是 500 強外資後，由於政策有向大型、外資企業
傾斜的結果，已引起溫州當地不少中小民企對土地不易取得的抱怨。

5沈總工指出，傢俱的產業鏈在嘉善地區亦有良好的配套，嘉善地區有生產其所需的過渡材料膠
合板、膠、油漆、螺絲(晉億)等，距離上海又近，資訊和供應鏈都可以快速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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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各家各戶只得自備發電機。若再碰上原材料飛漲，尤其進口原材
料的上漲，真可說是雪上加霜。以玉環縣的「隆大銅業有限公司」言，
由於生產原料—銅錠價格的飛漲，已使其原已微利的經營益感吃力。
老總不得不拒絕一些手續麻煩、成本高的訂單（如少量要求重新打模
者）。當然，不少企業被逼得只有在本業外尋求其他更好的商機。這二、
三年來火紅的「房地產」業很自然地便成為浙江民企轉投資的對象。
不少受訪企業指稱，原來從事的老本行，利潤愈來愈薄，只得靠有「暴
利可圖」的房地產盈餘加以挹注。現階段浙江大多數民/私企業主很少
願意放棄自己的本業，只是隨企業多角化經營的日益普遍，在企業轉
型過程中會否完全脫離本業則待觀察。本研究訪察過程留下的深刻印
象之一即在於企業主大多相當珍惜其原本起家的行業，即便企業不斷
做大，似仍有一份難以割捨之情。如「華峰集團」現雖涉足奈米相關
的產業，卻仍不願丟棄「聚氨酯」這塊本業。「康奈集團」、「東藝鞋業」、
「報喜鳥」、「虎牌打火機」、「頂峰傢俱」等所從事的雖為傳統的製造
業，經營者則似乎抱持著僅願在設計、品牌方面再下功夫卻不離棄本
業的信念。此一情境在紹興地區的「精功集團」、「天聖控股有限公司」、
杭州的「中緯實業有限公司」，甚或是已成為杭州蕭山工業區樣板的「傳
化集團」均可得見。「傳化集團」對外展示廳中的那口染缸，「中緯實
業有限公司」迄今未曾改棄於民族工業時期即已生產的「六一」牌內
衣均為最佳佐証。

（4）.企業的跨域轉移和佈局：
身為溫州較大型企業，「正泰」和「德力西」兩集團領導階層對

政府給予之協助似均能了然於心，唯或因企業發展過速，或因其他生
產要素(如人才)考量，兩企業在上海均設有分廠。( 「正泰」在上海
松江，「德力西」在上海青浦。)訪談過程中，受訪高層非常坦誠的提
到：「溫州留不住人才，而人才又往往是技術含量較高產業最迫切需要
的生產要素。」「溫州商業氛圍頗為濃厚，然而，一方面欠缺滿足高階
人力生活所需的文化環境；另一方面也缺少滿足高階人力不斷學習充
電創新的場域。因此，一個高階人才來到溫州二、三年在所學用得差
不多後，即難有再提升和突破的可能。」當然，以整個長三角的佈局
而言，兩集團在上海設廠的舉措也充分顯現了「接軌上海」的意圖。

（5）.國際接軌和品牌打造：
除低壓電器行業外，本研究所拜訪過的溫州另一些馳名企業，如

被溫州當地男士形容辦終身大事時必須擁有一套，以內銷西服馳名的
「報喜鳥」。近年來在「國際化」方面可謂不遺餘力。首先，為了打入
國際市場，「報喜鳥」已先後高薪禮聘兩位義大利技師長駐廠內，負責
技術指導。另外，亦將「報喜鳥」名稱洋化為 Saint Angelo 以迎合國
外人士的品牌形象認同。「報喜鳥」公司似已深切體認，若擬走入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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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勢須有自己的品牌，而不宜始終停留於「貼牌」6、代工生產階
段。設計、研發、創新乃勢在必行。靈活的行銷和通路開展亦不可缺。
這幾年，「報喜鳥」除於國內主要城市/地區設專賣店外，也在國外陸
續設立專賣店。該公司受訪者相當驕傲地告以去年夏天特別在甘肅敦
煌彌沙山舉辦了一次成功的發表會，形塑「品牌形象」。該公司並先後
聘請港星任達華和任賢齊代言產品，企圖塑造「成功男人形象」。受訪
者還強調除了大量生產的 ABC 款式外7，個性化量身訂做西服，公司並
不額外收費，可見不論在營銷、市場、品牌、設計、客戶滿意度等諸
方面，「報喜鳥」似已能深刻掌握微笑曲線之箇中奧妙矣！

「報喜鳥」在上海松江設有分廠，旗下的品牌「寶鳥」以生產客
戶指定的各式職業制服為主，另貼牌生產「法藍絲頓」品牌，用色傾
向五彩繽紛的流行花樣。松江廠的開辦除受溫州土地有限制約因素影
響外，「接軌上海」之企圖心更不言可喻。此外，「報喜鳥」固然也搶
搭目前中國火紅房地產列車，投資江蘇昆山、浙江嘉興等地；另亦涉
足以搭配本業為主之物流行業，唯始終仍汲汲於本業之精進。

（6）.貿易磨擦：「反傾銷」帶來的衝擊
同屬中國馳名品牌的「東藝公司」接受本研究參訪時正值歐盟對

中國鞋類祭出「反傾銷」8之際。受訪的周副總因此先表達了他對歐盟
「反傾銷」作為的看法。由於廣東花都、福建(泉州、晉江一帶)集中
了相當多數的港臺鞋業同行，周副總認為對該等地區的衝擊可能更
大，是以目前同行間已結盟透過商務部的協助共謀對策。總體看來，
周副總認為此次歐盟的「反傾銷」控訴，政治歧視的意味甚濃，且若
干處置違反 WTO 的精神。他直言：「這回『反傾銷』的裁決是頗不公平
且具歧視性的，蓋因溫州鞋類企業的主體基本上非為國營，資本結構
完全是由個人或外資所組成，並不存在所謂『政府的補貼』。」此外，
周副總認為歐盟的整個調查過程係黑箱作業，130 多家被抽查的企業
完全未被告知抽查的標準，尤其 WTO的規定應進行 15 項的評估，唯歐
盟卻只做了 6項而已。抱怨歸抱怨，周副總卻頗持平的認為「反傾銷」
的控訴卻也提供了企業本身重行檢視、整理自身核心競爭力、缺陷的
契機；對溫州鞋業而言，未嘗不是一種機運、挑戰和鍛鍊。訪談過程
中，周副總中肯的點出了：「對企業發展而言，廣義上的競爭始終是存
在且全面性的。也即無論是在設計、研發、技術、品牌、市場等各方
面，保有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乃不二法門。」

6 目前「報喜鳥」除生產自有品牌外，也幫義大利服飾「Marshall」進行貼牌加工。而「報喜鳥」
本身的襯衫亦係委外代工。

7「報喜鳥」的服裝依體型分 A 型-北方體型、B-南方體型、C-胖高體型三種；顏色選擇則以黑、
灰、藍為主。

8 訪談周副總時，歐盟對中國鞋業的「反傾銷」擬議尚未通過；唯本文定稿時，歐盟巳通過自本
（2006）年 10 月起對中國出口該區域鞋類課 16.9%的反傾銷稅。



- 19 -

（7）.產業鏈和錯位發展：
談起號稱中國鞋都的溫州，周副總一語道出：「製鞋牽涉了鞋五

金、鞋底、鞋材(鞋塑膠)、布料(鞋化工)等產業鏈；溫州的鞋業不是
一、二家在作，而是個大集團，中間品的傳遞和成本幾乎為零，以『基
地』為生產模式的效益頗高，緊密的產業鏈可說是溫州製鞋成本低的
主要原因。」這麼多家的鞋廠9是否會出現惡性競爭的狀況?周副總不
諱言道：「早期確有競相削價情形，經過了這麼多年，國內鞋業的競爭
已是一種『摩擦性的競爭，而非針鋒相對的競爭。』換言之，「錯位發
展」似已成為行規和趨勢。對主打外銷的「東藝」而言，循中檔集舒
適和美觀於一體的發展路線多少亦刻劃出其未來繼續努力的標竿—注
重環保概念。借周副總的話來說：「『長青不足，要常綠。』鞋業之所
以被認定為傳統產業正是因為高科技取代不了它，所以還需用人工；
唯傳統產業並非無法與高科技相結合，未來「東藝」須努力的便是要
靠高科技將生產鞋的技術變得更加環保，製程更加先進。」

因論及傳統產業和高科技產業的比較，周副總對時下中國政府似
更多向高科技傾斜的政策走勢略有微詞。他指明：「政府在發展高科技
的同時，不宜忽視傳統產業的重要性。尤其針對中國的國情，不是所
有人、所有地方都具備發展高科技產業的條件。就鞋類而言，於中國
現階段發展過程中，其實承擔了一項相當重要的社會責任—提供就業
機會。」

（8）.政府 Vs.企業：兼及「非公 36 條」10

當順勢請教周副總對「政府與企業間關係」暨「非公 36 條」的
看法時，他除了再次提及傳統與高科技產業宜予並重外，明確表達了：
「民營企業是靠政府政策發展的，政府至少應提供民企一個適合的企
業氛圍。」至於「非公 36 條」，周副總相當幽默的點出了目前的狀況

9 溫州鞋革商會會長朱峰於訪談時提及：「溫州的製鞋業主要分佈在鹿城區、甌海區、龍灣區、
永嘉縣、里安市、平陽縣等地。目前(2006.4)總家數有 4000 多家，從業人口約 40 萬人，2005
年皮鞋產量達 499 億人民幣，年產量 6000 萬雙，年出口額約 15.84 億美金，佔溫州出口總額
的 29%。」

10 “非公 36 條”於 2005 年 2 月間公布。詳細名稱為「國務院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
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該「意見」重點包括對非公有制經濟市場准入範圍加以放寬；
如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壟斷性行業和領域；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領域；允
許非公有資本進入社會事業領域；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金融服務業、國防科技工業建設領域；
並鼓勵非公有制經濟參與國有經濟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的重組以及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參
與西部大開發、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的振興和中部地區崛起工作。此外，「意見」也加大了
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諸如信貸、直接融資、金融服務創新等財稅金融支持。「意見」也提出對非
公有制企業和職工合法權益的維護，包括私有財產的保護，企業合法權益之維護、職工合法權
益之保障、社會保障制度之推進、工會組織之健全等。另在現代企業管理、監督、協調政企關
係方面亦有明確規定。

本研究期間曾以此詢及受訪學者們的看法，大多肯定此法之用心，唯認為其中不少規定在
浙江省早已先行矣。問題是政府相關配套，如金融改革等必須及時到位，方可言此條文之真正
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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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近似「打開市場准入的大門，但門口還站著個員警，所以大家仍在
觀望。」此外，「開放是正確的，不過，不少民企目前還在發展，管理
素質也不一定足夠，如何進入和能不能進入，進入後會不會退出等其
實還有待觀察。」他更進一步指出：「其實准入之後，還有很多事要作；
總之，政府應繼續開放和引導。譬如在促進外資和本地企業的交流方
面，不論在國外資訊吸收、法規諮詢、參展服務等方面，政府均應扮
演積極支持和引導的角色。」其實，當以同一問題請教「正泰」集團
時，受訪的廖發言人對「非公 36 條」也抱持著整體看好的態度。他認
為行業准入門檻的降低，有助於民企參與國家建設；他主張民企亦可
參加國企的改制，包括對國企的控股。另並建議政府應開放大型的企
業採購。廖發言人亦直言：「政府對民企應做到政策上的公平，尤其是
稅收方面應避免出現『外資是兒子、國企是女婿、民企是養子』的差
別待遇。」11

2.金衢麗與嘉興地區
（1）.多角化經營與核心技術的維繫：
本研究蹲點期間亦走訪了享有「百工之鄉、中國小五金基地」美

譽的金華永康。先後拜訪了「星月集團」、「鐵牛集團」和「飛鷹集團」
等三家中國馳名企業。目前由胡濟深、胡濟榮兄弟二人負責，聘有專
業經理人的「星月集團」，總營收達 28-30 億，共有 4800 名員工，預
計今年資產可達 20 億，轄下有 20 多家子公司。於 1989 年設立之初，
不過是十多個人以煉廢銅爛鐵為主的家庭作坊式工廠，自 1992 年始研
發汽缸頭，1995 年始經營摩托車發動機，1996 年員工即已達一千人，
資產上億。由於永康一地有太多生產同類型發動機工廠，為避免惡性
競爭，「星月集團」自 2000 年始採取「市場區隔」路線，開始涉足運
動和休閒機車，且其中 7-8 成為外銷。

在訪談集團老總過程中可深切的體會到「星月集團」為保持在競
爭激烈市場中的龍頭地位，一方面投注相當心力於「研發」部門；據
悉，目前集團中技術工人有三、四百人，且每個子公司均設有研發部。
李總指稱集團對研發部門人才常不惜重金禮聘、長期培養，渠等薪資
甚至可高過老總。另一方面，為領先同行，集團會透過和天津大學、
浙江大學燃料機系等科研單位合作研發，生產大馬力的特色機種。此
外，公司也會由國際大廠延聘退休設計師駐廠工作，如由 YAMAHA 挖
人，和寶馬、奇瑞發動機及奧地利 Vista 廠合作等。李總相當有系統
的回顧了企業經歷的三個階段：生存(煉廢銅爛鐵)；原始積累-發
展汽缸頭；企業轉型(如和台灣光陽暨其他國外廠合作，以永續發展
為目標)。在實地參觀「星月集團」摩托車生產線時更能深刻體會「星
月」今天雖已發展成為一集 23 個子公司的企業集團，唯以車類而言，

11 內、外資的公平處遇課題，這兩年來已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視，尤其是在稅收方面是否應並軌
的問題；據悉中共已決定明（2007）年落實內、外資稅收齊一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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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始終未放棄自己的核心技術-汽缸頭，而為了立於不敗之地，除不斷
加強研發外，更已和永康當地無數同行作出市場區隔--生產休閒系列
機車。由李總對國內、外市場的分析中，可體會出「星月」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的經營理念。由於已發展成一企業集團，「星月」未來亦有將
總部搬到上海的打算，在多角化經營前提下，除與江蘇徐工集團、新
疆國企合作外，該公司在上海、江蘇、河南、海南均投資有房地產。

永康另一家由鄉鎮企業改制而來的「鐵牛集團」乃脫胎於 1992 年
時之「永康市長城機械五金廠」。目前集團占地 50 萬平方米，員工 3000
人，下轄九大成員，一家子公司，主要生產產品涉足汽車板金(年產 25
萬套)、汽車模具、儀表電器和汽車(年產 75000 輛)。「鐵牛集團」創辦
人應建仁先生亦為農民企業家，集團今日的規模乃經不斷購併而來。據
受訪的老總特助告以「鐵牛集團」自二年前才開始生產「眾泰越野車」，
由於價格便宜，外型炫，很受普羅大眾(年輕人)的喜好。由「鐵牛」成
長經驗可知，該集團不論是模具、板金、防盜門、汽車儀表暨近期方涉
足之汽車生產，始終環繞於其核心技術-機械五金。和「星月」一樣，
在同行眾多、競爭激烈的環境中，區隔出自身最擅長的市場。

而永康另一亦以小五金行當起家的「飛鷹集團」亦為一發靱於手工
作坊式的鄉鎮企業。1967 年成立之初每年產值為 10 幾萬，利潤僅一萬
多。1993 年始調整產品結構，改以生產金屬容器為主，1997 年總資產
達 3000 多萬，員工增加至 400 多人，算是完成了原始積累。2001 年時
新購土地致面積由原有的 10 萬平方米增加至 38 萬平方米。目前該集團
共有 20 個系列，100 個產品。

（2）.企業老總 Vs.紅頂商人：
不論「星月」、「鐵牛」抑或「飛應」集團的負責人和溫州地區受

訪企業負責人一樣，不是擔任人大代表即政協委員，與政府部門保持良
好的關係，故三大集團在用地取得上似均不成問題。「星月」佔地數處，
雖云隨企業發展，用地日益吃緊，然遍佈城內多隅之事實比中小規模民
企自亦顯出該集團在永康的份量。「飛鷹」新建廠房地理位置極佳，視
野遼闊，且仍保有舊廠地，自亦可稱永康一方之霸。三者雖均發家於「小
作坊」，三集團卻都能在「小五金行業」的基礎上，找到永續經營的市
場區隔項目，如「星月」的休閒摩托車、「鐵牛」的眾泰越野車和「飛
鷹」的庭園工具。所不同者，「飛鷹」老總並無「上市」打算，目前國
內市場需求雖大，然或因市場規範尚不完全到位或因技術提升、永續經
營等考量，三者不少產品仍以「外銷」為主要訴求。而為長久保持領先
地位，三者均深刻體會到「自主創新」投入研發的重要性，也咸認未來
為「人才」紀元。作為集團負責人，受訪的三家集團領導階層固然表達
了繼續維持中國國內馳名商標、免檢商品殊榮的重要性，亦均能體會企
業「集團化」後，與日俱增的「社會期許和責任。」冀能於管理、技術、
研發等各層面與時俱進，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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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濾」效應（Trickling-down effects）之浮現：
浙省境內不同地區因發展條件之不一，發展狀況自亦有異。金衢麗

區域在各項生產要素成本仍低前提下，很自然地便成為省內經濟發達地
區企業移轉的首選。尤其是麗水和衢州一帶，當地政府近年來無不卯足
勁兒向外(主要指省內溫台、寧波和杭州一帶)招商。以麗水而言，由於
地形和地理位置關係，發展步調緩慢，境內較有名企業除生產包括洗髮
精在內的化學產品 NICE(耐斯集團)外，幾無其他企業可言。諷刺的是，
麗水下轄之青田卻為中國有名的僑鄉，年來不少久居國外華僑的「落葉
歸根」，造成當地房產價格飆升。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亦大手筆地開
發「水閣工業區」暨「南山工業區」，佔地 10 平方公里工業區尚未完成，
廠商亦未完全進駐，唯自去夏始中央推出的「宏觀調控」，據麗水經濟
開發區管理局領導告以對工業區業務之進一步推動不無影響。研究期間
曾親自拜訪原位於市內遷廠至「水閣工業區」的「俊達儀表廠」，該廠
由夫妻共同經營，屬典型之家族企業，生產產品主要供應如「錢江摩托」
廠牌使用，由於國內汽機車市場方興未艾，受訪老總表示該業前景看
好。該廠過去曾與台灣光陽機車合作過，目前雖以內銷為主，唯公認台
灣同業在國際市場開發方面的經驗與通路均優於大陸，故仍在尋覓適當
的台灣合作對象中。

（4）.「經濟效率」Vs.「社會公平」：經濟與生態保育間之博奕
同屬金衢麗區域的衢州因有大型國企「衢化」，被認為發展條件略

優於麗水。唯和麗水相同的是，兩地均為浙省重要河川之源頭，如錢塘
江、甌江等，若由生態保育觀點出發實不宜發展工業，更不適合過度開
發。然大部分官員在政績壓力與大多數老百姓在追求更高生活水準目標
驅策下，又似難抗拒「發展經濟」的誘惑力。於此過程中，徵用大批農
地以開闢工業區的行徑自然屢見不鮮。「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育」孰
重孰輕之辯論亦時有所聞。有學者主張若金衢麗地區須承擔為浙省人民
保護環境職責，則浙江省政府就不得不研擬一套「補償機制」以補貼該
地居民，否則在大家都追求經濟條件改善之際，片面要求某些地區、某
些人民為實質的利益作出犧牲既不具合法性也無可行性。研究過程中，
當搭乘的汽車奔馳在塵土飛揚仍大興土木而一望無際的工業區中時，心
中難免會問：「不知主管當局看到這麼大片尚未找到主人的土地時，心
理會不會著急?」同行的浙江省政府官員直覺的反應是：「上級領導恐怕
並不了解現實的狀況吧！」相形之下，當地政府將招商引資對象鎖定在
省內及國內擬遷廠廠商似務實許多。唯主管部門領導很坦率地指出：「為
了向寧波、溫州、杭州甚或金華一帶業主招手，我們往往不能等在這兒，
而是必須主動出擊！」此等感受在探訪嘉興、嘉善一帶問及上海近日採
取「退二進三」政策會否因此移轉部份二產於該等地區時，當地官員亦
持同樣反應：「上海永遠都不會主動說哪些企業要向周邊轉移的，往往
是我們必須採取主動，大力爭取，方可竟功！」如前述，地方官員在積
極招商引資過程中，倘乏明確產業政策之指引，未來成片工業區佈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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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在門類、設施標準等層面出現紛亂、互斥格局仍待觀察。更何況地區
間招商引資業已出現若干競爭態勢。若仍以金衢麗區域為例，相對於麗
水和衢州，金華因有聞名於世的「義烏小商品城」、東陽的雕刻和永康
的小五金產業集群，比之農民仍占人口半數的衢州與除 NICE 集團外企
業乏善可陳之麗水(雖亦有雲和一帶的玩具城)，在經濟水平和發展程度
上自然較高，唯當走訪金華高新技術園區時，受訪的園區管理局副局長
言談中透露出在爭取投資時和義烏、東陽等地相互競爭的壓力。受訪領
導也明白指出：「同一區域內的競爭有時是可以避免的，這其中部分牽
涉到行政區劃的問題。」其實，在走訪金華高新技術園區時，個人已注
意到同一城市新、舊城區就分別設有工業園區，一由市政府直轄，另一
則由開發區負責處理，此一體制上的不同軌，究竟係上級政府的刻意安
排抑或有其他影響因素，則待更進一步的了解。不過，為了招商引資，
各級政府在各項優惠政策方面的博奕恐難避免。唯由個別廠商角度考
量，尤其是擬吸引省內移轉企業時，對已形成群聚效應企業所應提供
的，除優惠條件外，總體配套條件似更形重要。此由前述溫州「頂峰」
傢俱移轉陣地時之考量即可見一斑。

（5）.高新技術企業之國家優惠：
停留嘉興期間，特別走訪了屬技術含量較高的「正原電氣」。這

原本為一家族企業，經改組後，創辦人持股僅占 28%，杭州的萬向集團
持股則占 37.7%，另廣東華南通信亦有持股。「正原」雖已具備上市條
件，唯認目前股價過低，正等待較佳的上市時機。當初以 50 萬人民幣
起家的「正原」，目前資產已達 2.3 億，預估營收三億，毛利 30%，淨
利 10%，期許未來可成為國內通訊領域冠軍企業。「正原」在通訊高低
壓類產品方面一應俱全，國內競爭對手為「嘉康」，國外的主要競爭者
為日、韓兩地。由於係屬高科技公司，「正原」每年投入研發的費用為
10%，高於一般企業 3-5%的投入水平。且為了與國際接軌，「正原」很
早即引入「專業經理人」制度。另除和上海、浙大、浙江工業大學等高
校進行技術合作外，每年均承攬政府高新研究項目，目前共承攬九項國
家級、五項省級項目，因此可獲得近 2000 萬元之國家創新獎金。此外，
通過高新項目的申請，可分別獲得國家、省和市級的的科研經費，且獲
嘉興銀行 5000 多萬的融資(約占資本額的一半)，故總體而言，資本來
源不成問題。

土地方面，「正原」獲有 126 畝土地，廠區後方空地，未來擬建為
科技人員社區，以吸引人才。據受訪的陳總告知：「長遠而言，『正原』
未來有可能轉型為一純『賣』技術的『高科技園』。」詢及該公司與海
外同性質企業有無發生過「購併」一節時，陳總直接了當的回答：「日
本人來談過，但沒談成。」他更進一步表示：「中國有市場，日本有技
術和研發；不過以中國生產要素的優勢看來，只要產品技術含量不高的
行業，中國廠商一旦介入，其他國際廠商必然會退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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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過程中，我們好奇的請教陳總為何未將此一高科技廠設於江蘇
蘇州電子業聚集所在，他透露：「其實當初李光耀在選擇『新加坡工業
園區』時最早是考慮設在嘉興的。而目前嘉興也不乏製作電子方面的相
關產業，如揚聲器等。」不過，嘉興工商聯會長也補充道：「基於過去
的政策體制，政府往往把比較好的產業批給國營企業經營。」言下之意，
隨改革的深化，未來體制和機制均有待更進一步的調整。

參訪「正原」時，個人不由自主地憶起去（2005）夏走訪金華高
新技術園區時曾深入訪談「東晶電子」財務長的經過。「東晶」為一由
生產電池起家，逐漸轉型至生產矽晶電池(手機專用)的高科技廠家，
由八位股東共同經營。為提升技術水平，還特別延請日籍工程師駐廠
指導。和「正原」類似，「東晶」亦透過高新技術項目之申請，獲得政
府的贊助和稅賦優惠。不過，由於生產原料大半由國外進口，故國際
匯率的變動極易衝擊到生產成本，財務計畫自然是除了技術面外頗重
要的一項管理環節。

同位於金華高新技術區內的專製箱包的傳統產業 Degre，除為中
法合作企業外，該公司亦採取了專業經理人管理理念，延聘曾待過外
商和台商公司的上海人出任 CEO，另在生產技術方面，延請韓國技師
長駐廠內，這些國際化和專業化的舉措一方面固然可獲政府相關政策
的獎勵，另一方面也必大大提升企業的技術水準和國際接軌能量。(前
已述及溫州的「報喜鳥」也有類似作為。)

3.嘉善、紹興、寧波、杭州和湖州：
隨著研究步伐由東南、西南愈向北移，吾人似乎愈能感受到不論

是在產業發展層次/技術含量或空間佈局方面的愈加提高和整齊。此於
嘉善、紹興、杭州甚至寧波企業中可獲充分驗證。

（1）.「內外企交融」下的嘉善模式：
如果說「溫台模式」代表的是浙商「敢為人先」的精神，永康模

式反映的是「百尺竿頭」的戮力以赴，那麼嘉善地區所形成的「木業
集群」則是「內外交融」的典型。嘉興市轄下之嘉善地區原非木材產
地，卻因緣際會成為「木業發展重鎮」。據嘉善工商聯潘會長和當地「龍
森木業」業者轉述，嘉善的木業發展需追溯到多年前台商「中興木業」
之來此投資所帶動當地人士之投入。受訪的「民升木業公司」老總即
云：「現在嘉善很多木業工廠可以說都是當年台商『中興木業』細胞分
裂的結果。」走訪嘉善時，有幸向現任台商協會李會長請益，李會長
於 1990 年代初期即已前往廣東東莞投資木業，於 2002 年時基於嘉善
地點好、交通便利、距上海、杭州和寧波均在一小時車程內等考量方
落腳嘉善，目前東莞廠仍營運中，主要由太座負責管理，而嘉善廠據
當地「民升木業」老總的觀察其實幾乎已經沒有利潤了：「不過，李會
長或許基於面子，或對自己發展事業有份難以割捨情感故還勉力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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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事實上，李會長在接受訪談過程中即坦率道出：「台灣走過的路
和碰上的問題，大陸遲早也會遇到。例如逐漸上漲的工資，以及工業
化後工人日增的就業機會，致使企業面臨了日益突顯的招工難問題。
此外，大陸特有的一胎化政策，導致嬌生慣養又逢人口的老齡化，以
勞力密集為主產業的前景頗堪慮。」正因其認為製造業在大陸的發展
會愈來愈艱辛，故他已決定往服務業方面發展；而為迎接 2010 年上海
的世博會，由嘉善高速公路交流道下來連接市區的大道旁即可看到李
會長投資興建中的四星級「世博大酒店」。

（2）.船小好調頭的「家族企業」：
李會長在大陸投資事業的經營方式和浙江大部分的民企類似，均

採家族經營方式，除太座坐鎮東莞廠外，會長已要求其女來嘉善協助
酒店之經營。和李會長相當熟悉的「民升木業」負責人潘總在接受訪
談時告以：「我這家企業廠房乃接手自一個國營麻布袋企業，所以比較
舊也比較髒。」「民升」現由潘總三兄弟共同經營，職務分工為潘總(大
哥)負責貼面板製造；二弟負責生產、銷售；三弟負責工廠管理，員工
1000 多人，年營收約 2-3 億。在論及「家族企業」時，潘總強調：「類
似我們這種企業，還非得由家族經營不可，因為利潤愈來愈薄，有時
候還真要自己人才能拍板一些事情，若交給專業經理人，一個猶豫，
可能幾十萬就飛了。」以三夾板(當地人稱「貼面板」)製造這一行已
居嘉善地區龍頭地位的「民升」老總指出，他原在國企建築部門工作，
後下海作這一行，過去的經驗多少有些幫助。談到原始積累的過程，
潘總描述當年大膽冒險接受北京一家投資銀行的贊助經過：「現有廠房
最初是由北京的一家投資銀行先出資買下供其使用，加上營運資金，
最初投入的原始資金共計一千五百萬元，一開始營業每月即要承受本
金和利息的負擔。一路走來，深刻體會出作木業這一行的艱辛和竅門。」
作為嘉善地區當地三夾板這行的老大，潘總認為他比較不煩惱木材價
格上漲，反而比較擔心木材價格的下跌。蓋因價格下跌時，許多小廠
可以競相削價方式來取得材料，而當價格上漲時，一般小廠反而無力
承購，大廠資金足甚至可以一次吃下所有的份額再慢慢消化存貨。此
外，基於木材採伐期有限，材質好壞靠經驗判斷，原材料也得「養生」，
以確保原材品質，這些都是小廠無法競爭過大廠的關鍵。

台商對嘉善木業發展的影響除開啟該業發展大門外，輸入工作母
機或模具為另一具體貢獻。「民升」的潘總於引導我們參觀生產線時即
點出有幾台來自台灣的機器。不過，言談之間，正如前述「正原電氣」
一樣，潘總也隱約指出中方有可能於購得台方機器後，拆解再研發出
性能更佳、價格更低廉的機器。

同屬木業的「龍森地板」，1996 年創辦於嘉興，原是作坊式的小
工廠，2000 年後搬遷到嘉善，目前工廠佔地 60 畝， 營業額 8000 萬
左右，員工約 250 人，本地員工占 38%，有七成的產品內銷。目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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擠身中國同業的前十名。唯當問及是否有向第一名標竿邁進計畫時，
受訪的專業經理人劉總經理卻斬釘截鐵道：「那是不可能的。」問及何
以如此之原因，劉總坦率的說：「目前同業的第一名是在上海的『安
信』，這家溫州老闆經營的地板廠商，甚至在巴西購買了林場，有自己
的原材料來源，我們是無法和它相比的。」由於「龍森」生產地板所
用木材大半係進口，近日來中共中央財政部公佈增加消費稅後，致成
本已上揚 5%，「龍森」目前生產有點供不應求。然而，基於地板為勞
力密集行業的本質，很難為機器設備所取代，且受限於公司土地面積，
無法提供外地來此打工者住宿或住宅，工人穩定性不免受影響。「龍森」
在未來發展方面，提出了「鞏固產品質量，在國外作出商標」等目標，
而為提升技術和國家林科院及浙江林科院均有合作項目，唯為分散經
營風險，和李會長一樣，「龍森」亦有在賓館方面的轉投資。

（3）.「小富即安」與「全球佈局」的邂逗：
「龍森」和「民升」甚或嘉善工商聯潘會長都明白表示：「嘉善人

自古即無出外打天下的習慣，故企業轉移至外地投資情形並不普遍。
潘會長舉例道，過去有將廠遷移至蘇北一帶者，不過在發現當地工人
缺少敬業精神後又撤了回來。嘉興工商聯會長和秘書長亦有相同的觀
察。他們認為：「嘉善本地人和外來人口幾乎是相當的，前者計有 38
萬人，後者少說也有 23 萬人左右。」至於資本結構，潘會長指出：「占
72%的嘉善外資為當地財政的主要支撐來源，民企則只占 28%」。整個
嘉善地區大約有 4796 家企業，最大的企業年營業額約 30 億，而年營
業額在一億以上者在當地就算是規模大的企業了。由於嘉善一地民企
的規模均偏小，故「非公 36 條」的影響不大。倒是外資因可享「兩免
三減半」的優惠，過去曾發生優惠期滿以新名稱重新申請或利用關係
企業作帳，高成本進貨、低單價出貨製造虧損逃避稅收的情事。由於
除木業外，十一五規劃期間嘉善地區尚期朝五金機械、電子電器和生
物醫藥等方面發展；又鑑於外商，尤其台商對當地經濟影響力不可小
覷，本研究除李會長外，也特別走訪目前全球最大由台商蔡董經營的
晉億螺絲廠。12蔡董為嘉善台商協會上一屆的會長，1995 年來到大陸，
選擇區位、運輸均具優勢的嘉善落腳。以 3000 萬美元作為開辦費，迄
今年營業額已達 10 億人民幣，淨利約 5%，員工 1600 名左右，生產自
家用、腳踏車、機車、汽車乃至鐵路、飛機等使用之各款螺絲。在訪
談過程中，蔡董非常驕傲地告訴我們：「最近完工通車的世界最高青藏
鐵路所使用的螺絲就是本公司的產品。」晉億除浙江嘉善廠外，在台
灣高雄、越南胡志明市、馬來西亞檳城、山東德州等均有設廠，可說
是典型「全球佈局」的案例。儘管如此，「晉億」在經營本質上仍徹頭
徹尾屬於家族企業。蔡董的二個弟弟除分管高雄、越南及馬來西亞廠
外，蔡董已要求其一子一女於完成英國教育後來浙協助嘉善廠之經
營。身為前任台商協會會長，初來嘉善時曾號召 20、30 家台商一同前

12 「晉億」目前列名大陸一千大台商的第 9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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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此舉不僅有助於產業集群之形成，也給急於招商引資的嘉善政府
作足了面子，這對「晉億」日後的發展自不無助益。其實，走訪嘉善
期間，到處都可以看到以「台商」命名的工業區劃，而在參觀晉億廠
時發現廠房外即有一直接運輸原材料至港口的專用河流。

（4）.全方位的競爭壓力：
誠然，台商在外打拼，正派經營仍為根本。這點不僅蔡董強調，

現任的台商協會李會長和阮副會長都再三強調。其實，就「打拼精神」
言，台商和浙商還真有幾分神似。當問及蔡董其行業的競爭對手時，
他毫不猶豫的說出：「競爭對手多且是在價格、通路、管理和策略等全
方位的競爭。」(此和溫州「東藝」、永康「飛鷹」老總的語調頗為類
似)當台商植根大陸日深，不論原料採購、市場以至人才調度有愈趨在
地化的走勢。「晉億」生產線，尤其物流部門雖幾乎已全面自動化，唯
生產過程仍脫離不了勞力密集色彩。而在論及人員待遇時，他很酷地
道：「一般工人的行情都是 800 元起跳的，是隨年資、經驗、技術才有
可能提高到 1000 或 1200 元。包括幹部在內，此地的行情，一個大學
畢業生很少超過 2000 人民幣的，台幹的優勢正逐漸消失中，所以台灣
的年輕人若想來大陸發展，必須摒除當老闆心理。換言之，未來年輕
人不能再立志當老闆，充其量只能立志當 CEO，而且必須按大陸標準
計酬。」

談及「晉億」未來發展展望，為保持世界第一頭銜，蔡董認為「集
團化」勢在必行，事實上，在晉億不少的廠房用地上已逐一冒出「晉
吉」、「晉樁」、「晉弘」、「晉旺」及「晉正」等有限公司，短期內晉億
似將側重於汽車螺絲的生產配套，也不排除在中國「上市」的可能13。

（5）.由「路邊馬路市場」蛻變而來之紹興「中國輕紡城」：
本研究在紹興一帶參訪的企業，不論就規模、生產技術、面臨內

外環境和企業主之經營方式與前述溫台地區企業均存在著一定程度的
差別。首先，以「紹興輕紡城」為例，基本上屬「專業化商品交易市
場」，係目前全球最大的紡織面料中心，在 50 萬平方畝的面積上，共
規劃了十三個面料交易區（市場），具有 7100 家貿易型的企業，14500
間營業商舖。交易全採批發方式進行，平均每天約有 7-10 萬來自國內
外的客商出入。單是 2004 年之交易成交額即達 258 億元。紹興縣工商
局馬局長解說道：「『紹興輕紡城』乃由『路邊馬路市場』演變而來，
成為大型室內型態的交易市場應由 1988 年 10 月算起。由當時至 1995
年可以說是輕紡城的『市場形成階段』，這段期間，交易區由一個快速
增加為十個，由原僅著重的男褲料發展為一萬多個品種，商戶也由原
來 300 多家，驟增至 7000-8000 家。1995 至 1999 年被視為『輕紡城』
現貨交易最繁榮的階段。在 1999 年之前，『輕紡城』基本上強調現金、

13「晉億」目前已在馬來西亞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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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貨和現場『三個現』交易方式，帶有明顯傳統集貨市場交易的色彩，
之後才逐漸有了國際型的交易。1999 年後，現代公司經營的模式逐漸
成型，訂單、全國式甚或網上交易方逐一浮現。2000 年之後，更出現
了新一輪的發展；原由個體戶為經營主體的漸轉成為由『有限公司』
的經營方式。在比例上，公司型態固然僅占 10％，唯其交易量卻占了
總體交易的 50-60％。此外，2000 年後，內銷為主型態亦逐步向外銷
轉移，國際化程度日益提高。此不僅見諸於外貿出口幾乎占了整個輕
紡城交易額的 1/3（2004 年即達 97-98 億）；經營戶需經常赴國外考察、
收集商情並參展；同時現已有 1000 餘位長駐外商，150 多家長駐外來
廠商，平均每日直接來此的外國企業人士約 1500 人次。」

談到「輕紡城」的未來，由於國內市場的漸趨飽和，勢須拓展國
際市場並結合有形與無形市場，而「產權的多元化」也就難以避免。
目前 40％產權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此公司為上市公司，唯行政
管理方面則仍由政府（工商局）負責。提到產權的變革，馬局長指出
目前有三種方式，一為兼併，二為控股，兩者皆行不通時，則可採”
托管”方式。不過，馬局長直言：「一些村辦或政府部門辦理的企業最
難處理，主要還是利益問題。」

「輕紡城」所處的紹興柯橋原為一農村小集鎮，本身的人口僅 10
多萬，唯因交易市場的出現，有大量外來人口進駐本區，就產銷網觀
點切入，方圓 30 公里半徑範圍與本區均有關。由於「輕紡城」之形成，
其他相關行業如物流（約 160-170 家）、報關等亦隨之興起。

於參訪過程中，馬局長尚透露，全中國有百家以上的類似市場在
四川、湖北、安徽、福建、江蘇、山東各省都有，不過能稱得上「中
國」輕紡城的就只紹興一地。或許作為「製造業大省」，除紹興外，省
內面料生產較集中地區，尚有樂清、瑞安、台州、溫岭、蕭山等地。「紹
興輕紡城」的興盛發展已使每個營業單位由最初每年三萬元的租金暴
漲至每年廿萬元。不過，總體上說，單以出租攤位作為經營主業者在
「紹興輕紡城」中尚不多見。

（6）.列名民企 500 強的紹興「精功集團」和「天聖控股」：
本研究造訪的另一紹興企業—精功集團，原為村辦企業，創立於

1968 年，現有員工 7000 多名，涉足了機械製造、汽車製造、鋼建業、
輕紡市場和物流等五大主業及光電（太陽能電池）、直昇機、會稽山紹
興酒、紡織與房地產開發等五大輔業。目前經營型態以「股份有限公
司」為主，若干行業如鋼結構生產並和國外（德國）合資經營。不僅
跨足多種產業，「精功集團」之經營並涉足北京、上海、江蘇、安徽、
武漢等地，產品更已行銷美、歐、日和東南亞等地。組織的地域分工
頗為明顯。「精功集團」業已多次被評為中國民企 500 強，並列名中國
1000 大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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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位於紹興柯橋的「天聖控股」為一家集化纖生產、織造印染
和房地產開發的大型企業。員工約 5000 餘人，總資產 22 億，共有九
名主要股東，在紹興市 50 強企業中排名第 6，每年仍以 30％成長率持
續發展中。近期由其下轄的永建房屋在紹興開發的「國際摩爾城」頗
為成功。唯如前述，「天聖控股」迄今並未放棄集團本業—化纖與印染。
為提昇技術與創新管理，「天聖」並與日本九江、韓國三星等國際知名
企業與大陸的一些大專院校和科研院所保持著長期的合作關係。

相較於溫台地區的參訪企業，紹興地區的民企規模上較大，形式
上也比以「家族式」為主的溫台地區產業多元，如包括了股份有限公
司與控股公司和市場。另經營項目上，似亦較多元化（服裝面料、織
造、印染、房地產、鋼製、汽車、機械、直昇機、物流、光電等）。生
產設備方面，自然也較偏向技術和資本密集形式。「精功集團」與「天
聖控股」均屬上市公司，且部分產業採取了中外合資的經營方式。

（7）.杭州的民企族譜：由農民企業家、民族工業到國家級經濟開
發區與高新技術園區

本研究於杭州地區亦造訪了四處企業，其中「杭州經濟開發區(下
沙)」「杭州高新技術區(濱江)」為國家級經濟開發區外，「傳化集團」、
「中緯實業有限公司」與「經緯投資有限公司」則分別代表了幾種不
同型式的民/私企。「傳化集團」的企業主為典型的「農民企業家」。現
已退居幕後而將棒子交由兩子負責。其中徐巨冠先生由於擔任浙江省
政協副主席與工商聯主席職務，政商關係良好，致「傳化」正如杭州
另一企業「萬向」一般，常被政府指定為接待企業之一。「中緯實業有
限公司」所代表的卻是由解放前民族工業在 1949 年被國家接收之國有
企業於 1993 年改制而成民企的典型。至於「經緯投資有限公司」因企
業主曾任鎮委書記長達 20 餘年，近年來方「下海」經商有成。

 傳化集團
位居蕭山工業區，（該區之向外延伸配套園區，請見圖五。）以

傳統化工業起家的「傳化集團」在印染與傳統清潔劑、洗髮精生產方
面雖仍繼續，唯已逐漸拓展事業版圖於物流及投資（包括房地產投資）
項目。過去數年「傳化」亦與日本花王和麒麟公司合作，生產家用洗
潔用品，然因大陸內部產業之競爭日熾，利潤有限，目前清潔劑生產
部門已決定主攻競爭尚不激烈的大陸農村市場。或許因經營者與官方
維持相當良好關係的緣故，「傳化」頗有眼光地進入「農業生態旅遊」
行業與「物流」業的經營，收效均不差。而房地產業的投資更拜時機
恰當之賜，為集團賺取不貲利益。「傳化」目前四大事業領域之管理均
有專業人員負責，企業雖由家族式演變而來，在聘請專業經理人員前
提下，似又多了現代企業的色彩。「傳化」常為人津津樂道地是不久前
高薪禮聘浙江大學心理學博士教授擔任總管一事。比起勞力密集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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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台企業言，「傳化」生產過程中，設備技術化含量較高，規模較大，
唯面對市場瞬息萬變的挑戰，「傳化」和其他中小企業一般也必須不斷
創新與變遷。

 中緯實業有限公司
至於解放前由八位留法學生合資成立之「中緯實業有限公司」，在

國企改革聲浪中轉制為民營企業，由於改制遺留的歷史包袟，使本業
的經營一直相當辛苦，好在後來將城內廠房遷出騰出空間轉租給農貿
市場與服務業（餐飲）方得以解決部分國企職工的退休金問題。目前
公司已改制為股份制，仍不放棄傳統「六一牌衛生衣」之製作，不過，
隨時代與技術變遷，已漸與最新科技相結合以改良原始生產方式。

 經緯投資有限公司
協助引介「經緯投資有限公司」方總的友人形容方總不論在朝或

在野都表現得頗為出色。挾著在官場累積的人脈關係，方總在下海後
投入的房地產業中賺得了「第一桶金」。不過，深知房產業不可能永遠
長青，也不希望他人批評自己是因為和官方良好的關係方能在房產業
中游刃有餘，故方總現已跨足其他多種企業，如物流運輸（油）、機械
製造等，且分別與台商和法商均有合作。公司自然也由原先的獨資型
態過渡為股份制的經營。

（8）.杭州「一核三副城」之空間佈局：
選擇上述三個企業和「下沙工業區」，適足反映杭州地區「一核三副城」
之空間分佈，不能不說是種巧合。下沙、蕭山和餘杭目前並列杭州的三
大衛星城鎮。就企業的發展言，下沙和蕭山地區因均列名為國家級經濟
開發區，且本身地理位置佳，發展勢頭均不錯；餘杭則似仍有發展空間。
以「下沙工業區」言，目前進駐廠商中有 26 家為 500 強企業，在總計
600 家左右廠商中，外商即占了 400 家，其中又以台商最多，占第一位，
日本與歐洲分居第二和第三。「下沙」的開發始於 1998 年，共分三期進
行，其中 2平方公里規劃為加工出口區。目前園區內除輕工、化纖、家
電、電子外，凡污染性與輕工產業已不再受歡迎，未來擬大力吸引生醫、
醫藥等進駐。具體說來，凡具創稅能力、著重研發、具總部效益和屬三
產性質者均在受歡迎之列。2004 年「下沙」的生產總值達 500 億。園
區內闢有 10 平方公里的大學城面積，已有 14 所大專院校陸續遷入。園
方的說法為高教園區未來可培養工業園區需要的人才，更方便畢業生的
就業，然浙大經濟學院史教授則直指之所以有大學校區緊鄰工業區乃
「前後兩屆省長未協調好的結果，現在反說成是產、學、園一體化了！」
儘管如此，「下沙」的開發迄今算得上是較成功的，配合杭州工業的外
遷，園區正朝副城方向發展中。若干跨國企業如 LG、Siemens、Motorola、
富士康等之陸續遷入已提升本區成為一具國際化色彩的工業園區。

高新軟體科技園區則位於杭州濱江區內，受訪的園區管理局陳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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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告以 85.6 平方公里的軟體園每年可創造 900 億的 GDP，在借重浙大、
浙江美院、浙江工業大學等高校資源的同時，似已將杭州形塑成一具創
新、智慧的知識園地。以此 4000 多家產業即可創造 900 多億 GDP，38.5
億的稅收，比之於溫州、台州、甚或金華、永康一帶的企業，要生產多
少雙鞋，多少萬個打火機、多少套西服和多少套傢俱，得用多大的土地
面積方能形塑類似的成績? 此一來印證了不少經濟學家(如吳敬璉)疾
呼改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卻也不得不令人思忖「效率」
和「公平」的問題。如「東藝」周副總等所云，傳統產業在解決中國眾
多人口吃飯問題上所做出的貢獻絕不亞於高附加價值的高新技術產業。

其實，高新技術產業的產值固高，唯據陳副局長引述高新園區大
學畢業生的平均月薪為 1000-3000 元，研究所畢業生的月薪不過
3000-5000 元，且逐年下調中。憶起「晉億」蔡董提及大陸不少大學
畢業生就業初期待遇不高，經常跳槽，又因買不起房，不得不與他人
分租住房的情景，與吾人心目中「科技新貴」的生活品質似相距甚遠。
然多項調查仍顯示，杭州係除上海、北京外，大陸大學生最愛的工作/
居住地點。另一方面，陳副局長亦表示：過去由徵收農民土地所建構
的科技園，預料隨農民維權意識的提高，未來難度勢將加大14。看來，
高新園區和傳產一樣也面臨了規模擴大時，土地取得方面的壓力。

和溫台地區民企相比較，杭州的四處受訪企業規模相對亦較大，家
族色彩或許存在，唯多半已改制為股份公司型態，涉及行業較多，國際
化程度或許尚不及紹興地區企業，唯似已形成一種趨勢。在生產方式上
也不似溫台部分受訪企業那般勞力密集。唯不論是溫台、紹興抑或杭州
的民企，甚或交易市場和工業區，在經濟急速變遷的大環境下，似乎都
走到了產業結構轉型與升級之十字路口，正自動或被迫地迎接下一波再
發展的考驗和挑戰！

14
陳副局長指出：最初徵收農地時，政府會先建好小區分配給農民，農民通常會將其中一套用

來自住，另一套出租或出售，利潤頗佳，所以開始時徵收不難。但房價上漲後，徵收已漸形困
難，有些農民甚至會故意將房子分隔成好幾個區塊或用掛瓷磚等光怪陸離的方式來騙取徵用
金，所以土地徵收已變得非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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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蕭山向外延伸之配套園區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9）. 「大橋效應」和「同城效應」的相互輝映：
提及寧波、紹興和杭州此三環杭州灣區域的主要城市，近年來最

引人注目的即連接寧波慈溪、紹興、杭州蕭山甚或海寧的四座即將先後
完工的「杭州灣跨海大橋」。這四座大橋的興建都脫離不了「接軌上海」
的企圖心。正基於此，寧波大學海運學院鄭道昌院長將之稱為「大橋效
應」。其實，除大橋外，此區域內高速公路、鐵路、磁懸浮鐵路等交通
基礎建設計畫的次第展開，如滬杭甬、寧溫、寧金、溫麗金等公路網不
僅打通了浙省南北血脈，亦改變了過去寧波必須取道杭州方可抵上海的
交通瓶頸。愈來愈多的專家學者認為未來幾年隨這四座大橋的開通暨寧
波港和舟山港聯結工程之完成，以上海為中心，一小時半徑為範圍，包
括杭州、嘉興、湖州、紹興和寧波在內的浙北主要城市無疑地將與上海
構築出更為明顯的「同城效應」。（見圖六）而以環杭州灣區域個別城市
觀之，寧波除積極佈建與舟山港的連接工程，未來形成與大、小洋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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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港甚或江蘇沿江的港口群，發揮長三角運輸走廊功能外，沿大榭碼
頭擬興建的石化基地、貨櫃碼頭等各項重大建設，配以寧波舊城改造和
新城建設，鄞縣大學城開發等工程，寧波將成為承南啟北，聯絡浙省東
西的重要城市殆無疑慮。而除機場、碼頭、石化基地、大橋、快速公路
等建設外，寧波長久以來即有相當不錯的輕工製造業基礎，如前述，雅
戈爾、杉杉集團等均為中國馳名商標，於「接軌上海」意念下，這些知
名企業的總部近年來也早已遷往上海。

另一方面，浙省省會杭州，原頗擔憂來勢洶洶寧波的挑戰，唯隨蕭
山大橋(接軌上海)暨甫於最近獲國務院批准之上海-嘉興-杭州磁懸浮
列車計畫之通過，杭州在由「西湖時期走入錢江時代」城市規劃，大力
推動「動漫城市」意象之形塑、高新軟體技術園區和國家級下沙工業區
等計畫之次第推展以來，其集人文與科技於一身的「宜居城市」形象日
益突顯，此或許也可解釋何以在中國眾多城市中，杭州房價始終和上
海、北京同列於一個檔次的主要原因。

（10）.「市場帶動企業」發展之湖州模式
本研究走訪湖州期間，曾先後參觀了享有盛名的南潯建材市場、傢

俱市場與織里童裝市場。據湖州工商聯魯會長與南潯工商聯魯副會長的
說法，南潯除為一文化底蘊頗為濃厚的市鎮外，或因處交通要道緣故，
自古經商氣氛即頗濃厚。

成立於 1998 年的南潯建材市場，發靭於少數幾家販賣建材小販，
其後以「前店後廠」形式逐漸聚集，而形成今日位居長三角規模僅次於
蘇州蠡口建材市場的第二大建材市場。該市場產品屬中、低檔次，主要
以內銷上海、安徽和江蘇一帶為主。

至於現位於建材市場對街的南潯傢俱市場，則共有 329 家傢俱商，
大部分為來自安吉(產竹)之湖州當地人所經營，目前佔地 150 萬平方
米，每一店面每年平均之租金約兩萬元，另尚需繳 900 元的管理費和稅，
管理係委由市場自設管理公司負責。世友、久盛、永吉、方圓、四海為
較具規模廠商，其中四海和方圓係以出口為主。

前述兩市場形成之初，採取較克難方式，未顧及消防安全，更遑論
空調、電腦等較現代化配備之考量，且因擴充快速，目前印尼金光集團
正投資改建中。

此外，年產值高達 100 億，以內銷為主的織里童裝市場，共計有 7000
餘家廠商，據悉多半採銷售、加工、住房「三合一」的經營方式。「金
童王」和「玲瓏寶貝」為目前最大的二個品牌。織里之所以會發展成為
知名的童裝市場，據湖州外經貿局孫副局長的說法，係緣於該地區在
1970 和 1980 年代時乃以生產枕頭、棉被套起家，故童裝的配套產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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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環杭州灣大橋暨磁懸浮列車預定路線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此地遂日益發展起來，目前以內銷中國北方和西部為主。和「報喜鳥」
一樣，北方銷售的業績較佳一方面固然和天氣因素有關，另一方面則係
因南方外來品牌較多，視野比較開放，選擇性自然也就更高些。由外經
貿官員的角度看，一方面鼓勵其外銷並自創品牌，政府並成立了「童裝
設計中心」作為展銷、設計和創牌的平台，另一方面亦期帶動相關產業，
另每年九、十月間也都舉辦童裝節的活動，以拓展外銷。目前更積極推
動和義大利及法國童裝設計師的合作。另亦逐步改建市場中。以生產「羊
毛衫」著名的企業「珍貝」即由織里轉移出來的。

 慢了半拍的「招商引資」：
訪談過程中，受訪的湖州外經貿局孫副局長特別強調湖州因位於太

湖之濱，自古即為「魚米之鄉」，早年絲綢業十分發達，政府一直專注於
發展絲綢行業。故和長三角其他地區相比，「湖州的招商引資可以說慢了
無錫整整五年，而慢了蘇州更整整十年。」也許正因未抓到改革開放後
吸引外資的第一道機遇，對台資，尤其是電子業台資的吸引已不敢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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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招商引資的重點反而多傾向於歐美廠商。

「二三三」發展戰略：
訪談過程中，無論是外經貿官員抑或工商聯領導固然均強調未來二

年當省內聯外公路一一完成後，湖州地理要衝的地位將更形突顯，在對
外招商引資條件方面勢必較目前更佳。唯許多事都呈現「一刀兩刃」，田
野工作過程中，也有受訪者提及，當交通改善後，若配套條件不到位，
又因位居浙江省與江蘇交界處，會否更留不住外資，甚至國內的投資者
在考量勞動力和土地成本後，反而會轉往包括江西、安徽等地投資。或
正基於此，在訪談湖州規劃與建設局規劃處周處長時，他首先提到湖州
市的三大定位：(1)浙江省的歷史文化名城；(2)太湖南岸現代化的濱湖
大城；及(3)長三角的工貿旅遊城市。至於產業帶則著重於：(1)鄰杭產
業帶及(2)太湖經濟產業帶的規劃。前者以接受杭州的輻射為主，輕紡、
機電和建材為主要產業，至於期待發展的電子產業目前比重並不高，而
生物醫藥的發展則稍微好些。後者則擬以休閒和旅遊產業的發展為主。
更具體言，周處長以「二三三」發展戰略涵蓋了該市未來產業發展重點。
也即改造二個原有產業：建材產業(將集中於長興和南潯)和絲綢業；發
展三個產業：機電、化工和精密機械業；做強做大三個產業：電子電器、
醫藥和環保材料。

 由「招商引資」到「招商選資」：
儘管湖州因地形結構完整，同時擁有丘陵地、平原和湖泊，先天上

具有發展休閒旅遊產業的條件，然受訪的湖州外經貿局孫副局長並不諱
言，在招商引資方面確已遭逢週遭城市，如蘇州、吳江、嘉興甚至無錫
等之強勁對手，尤其在由「招商引資」邁入「招商選資」過程中，好的
投資項目愈來愈不可得。以目前湖州接近 2000 家外資中，港資居首，唯
大多投入二級產業和房地產業。台資排名第五，統一及龍鳳食品較為知
名。至於當地比較具規模的企業主要則有生產羊毛衫的「珍貝」、生產輸
油管道的「金洲」、以紡織印染為主的「美欣達」和生產不鏽鋼管的「久
立集團」。

 民營企業試圖影響國家政策：「久立集團」案例
本研究期間有幸參訪了「久立集團」並訪問了該集團的副總。「久立」

集團之創設可追溯自 1983-1986 年間，現任周總裁擔任冶金材料工廠廠
長時與上海電纜研究所接觸且發展技術合作這段歷史。1987 年先創辦「湖
州金屬型材廠」時，原擬生產「防火電纜」，唯適時國家建設和法規上並
未有使用防火電纜之規範，而防火電纜和不鏽鋼管不論在鎔爐或冷軋設
備上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且生產防火電纜之成本投入高，故改優先生產
不繡鋼管，以其獲利挹注電纜產業的投資。「久立集團」目前在中國工業
用不繡鋼管行業中為龍頭產業，僅次於國營的太鋼(山西太原)和寶鋼。
其產品固然以內銷為主(80%)，唯在歐洲市場享有盛譽。目前營運狀況



- 36 -

佳，訂單已接至明(2007)年 3 月，加班情況普遍。2003 年時，「久立集團」
雖已將防火電纜這塊業務賣給了美國的泰科公司，然 2000 年前後，「久
立」高層為圖謀防火電纜的發展所採取的一連串經營策略卻是特別值得
一提的。

受訪的張副總告以 2000 年之前，「久立」在防火電纜這部分的經營
始終處於虧損狀態，當時便決定採取如下若干新的發展方針：

1.對國家消防部門進行宣傳。
2.遊說建設部訂定使用防火電纜的相關規範。
3.派員前赴設計院進行推廣。

上述策略運用的成功具體落實於「久立」產品得以順利進入了人民
大會堂。張副總的這段談話鮮活地反映出在著重公有企業的大環境下，
民營企業發展過程中的艱辛。他道出當朱鎔基得悉民營企業製品得以進
入人民大會堂的反應為：「沒想到民營企業也能生產出這麼好的產品」而
同一情境下，李鵬的反應則為：「民營企業的產品靠的住嗎?」張副總云，
久立生產的防火電纜到 2000 年時的市佔率已達 70%，並曾在廣州白雲機
場的標案中打敗過美國的廠商，不過，2003 年底在資金調度等種種考量
下仍然將防火電纜這塊賣給了美國的泰科公司，而專注於不繡鋼管的生
產。

目前「久立」的產品廣泛的應用於中國國內石油、石化、化肥、造
紙、製藥、電站和船舶製造等行業，並為國家重點工程如南京揚子-巴斯
夫一體化工程、上海賽科乙烯裝置、西氣東輸、中石化原油和中國天然
氣公司運輸鋼管等所採用。

由於具有一定的技術含量，故亦相當重視晉用人力的水平。廠內技
術性工人要求必須有高中以上學歷。懂得外語的大學畢業人數比例亦不
低。高學歷者與技術人員之薪資也比一般企業略高(大學生在試用期每月
即可領到 1500-1800 元)。

「久立」很早即體認出品牌和認證的重要性，也早已享有中國境內馳
名商標、ISO90 認證及其他免檢產品證明等。受訪的張副總於訪談中頗驕
傲地提到，「久立」在國內排名第三，而海外的競爭對手也不多，主要為
西班牙和瑞士，由於國內訂單尚無法消化，故短期內並無積極性國際化
的策略。為求保證品質，「久立」絕不和溫州一些同行一樣，走削價競爭
路子；同樣為了品質，除極少部分的製程外，「久立」也不外包。而為因
應日增之生產量，「久立」除在無錫有一廠房外，在湖州正積極興建除本
廠外另二工廠的「不繡鋼園」。誠然，大部分受訪人士對「不繡鋼園」的
提法，認為只是企業自身的稱謂；不過，當企業發展到夠份量的規模時，
用地取得似已不成問題，湖州如此，前述其他地區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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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久立」未外包其部分業務予週邊衛星工廠的作法，一方面予
人以該企業尚未形成「產業鏈」之印象，另一方面也再次驗證浙江不少企
業由於改革開放帶來不少的機遇，似乎忙得尚無暇顧及其他。

表二為本研究訪視企業的若干比較指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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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本研究訪察企業特性一覽
杭州 嘉興 湖州受訪

企業

屬性

傳化
集團

中緯實業
有限公司

下沙
工業區

杭州
高新技術
園區

經緯投資
有限公司

龍森
地板

民升
木業

晉億
螺絲

正原
電氣 久立集團

座落
工業區

蕭山經濟
技術開發

區
(國家級)

杭州 國家級 國家級 余杭區 嘉善里澤
工業區
(縣級)

嘉善里澤
工業區

嘉善經濟
開發區

嘉興經濟
開發區
(省級)

久立工業
園

行業別 多角化
經營

多角化
經營

多角化
經營

高新
科技

多角化
經營

木業 木業 螺絲製造 電子業 鋼鐵業(不
鏽鋼管)

創始
日期

1988 1924(2001
年改制)

1992 1996(2001
年改制)

1996 1995
赴大陸

1994
1987

經營權

家族企業 國有改成
股份制

國家級 國家級 股份制，和
台灣、法國

合資

4、5 人共
同領導，
受訪者為
專業經理

人

家族企業
貼面版-
老大、生
產銷售-
老二、工
廠管理-
老三

家族企
業、嘉善廠
-自己、馬
來西亞、越
南-二弟、
山東-三弟

從家族企業
開始，現在已
經轉為股份
有限公司(創
辦人持股
28%)

家族企
業，現在為
上市股份
公司

總資產 2000 萬 326.2 億 5.27 億 1 億 2、3億 13.6 億

營業額 30 億 700 萬 500 億
(GDP)

900 億
(GDP)

8000 萬
左右

2-3 億 14 億 1500 萬
27.25 億

利潤率 約 8% 5%-6% 約 10% 10%

內外銷
比例

內銷，主攻
農村市場

省內銷售
為主

外銷為主 房地產內
銷，其餘外

銷

70%內
銷，30%
外銷：美
國、加拿
大、英

國、日本

出口中
東、日本
及美國等

世界各地
(全球第一
大廠)

內銷為主 內銷 80%
外銷

20%(主要
出口歐

洲、中東、
南非)

原料
來源地

東南亞、
南美、非

洲

寶鋼
無錫採購

員工數
500 多人
(大專以上
學歷超過
40%)

多為
老員工

600
多家企業

4000
多家
廠商

60 餘人
(大專
50%)

400 多人 1000 多人 1600 多人 1470 人
1600 人，
大學生超
過 100 人

男女工
比例

主要為
女工

男工較多 女工較多 男工佔4/5 女工多 男工 80%
女工 20%

外地員
工比例

本地農村
為主

本地 32% 本地 20% 本地 20%

員工
薪資

按件計酬
1000-1500

大學
1000-3000

平均1800 熟練工
1000 多新
進人員
600-800

時薪：好的
2000-2500，

普通
1000-1500

大學生試
用期，

1500-1800

公司佔
地面積

85.6
平方公里

60 畝 17 萬
平方米

126 畝 50 萬平方
米

多角化
經營
概況

物流、
房地產、
酒店、生態
農業園

房地產、
外銷、
賣場

製藥、
酒店、
旅遊

服務業-
龍森賓館 專注本業 專注本業 專注本業

專注本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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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本研究訪察企業特性一覽(續一)
溫州 台州受訪

企業
屬性 虎牌

打火機
報喜鳥 東藝

鞋業
頂峰
傢俱

正泰
集團

德力西
集團

華峰
集團

康奈
集團

鄭升
鍛造

隆大銅業
有限公司

座落
工業區

溫州牛山炬
光園區
(縣級)

浙江永嘉
喜鳥工業園

鹿城區
(中國
鞋都)

溫州市陽
府山工業

區
(縣級)

樂清經濟
開發區
(省級)

樂清經濟
開發區
(省級)

瑞安華滕
工業區
(縣級)

溫州鹿城
區(高新
產業開發

園)

玉環 玉環蘆浦
漩門工業區

(縣級)

行業別 打火機 男裝西服 皮鞋 傢俱業 電器 電器 聚氨酯
相關產品

皮鞋業 汽機車
零件

門閥

創始
日期

1992 1996 1991 1984 1984 1991 1980 1980 1993

經營權

獨資企業，
董事長下轄
二位專業經
理人(沒有
親戚關係)

股份有限公
司，五位股
東平均持股

家族企業
(有和俄國
企業合

作，彼此有
親戚關係)

家族企
業，員工只
參小股

股份制，南
董佔 20%，
股東150多

人

家族企業，
胡董持股

50%，其他八
位親戚

股份制 家族企業 家族企業 與西班牙
合資

總資產 4.5 億 5 億 60 億 50 億 4 億

營業額 1.8 億 18 億 1 億左右 150 億 107 億 24.8 億 12 億 2 億 3.2 億

利潤率 5%上下 10%

內外銷
比例

外銷為主，
出口日、

美、俄在國
內義烏和溫
州設置專賣

店

目前以
內銷為主

全部外銷 外銷
70%，以美
國為主

內銷 90% 內銷 80% 兼營 內銷為
主，歐洲
有設直營

點

80%出口到
美、日、澳
洲和西歐
等地區

外銷為主

原料
來源地

大部分來自
溫州本地

高級材料自
國外進口

溫州本地
為主

東南亞、
紐西蘭

90%溫州本
地，10%國
外進口

外商或國企 進口
比例較大

員工數 1000 多人 3000 多人 3000 多人 500 多人 15000 人 14000 人 4000 人 300 多人

男女工
比例

各半 各半 男工為主 女工較多 女工較多 男女各半

外地員
工比例

本地 30% 外來
60-70%

外地員工
多

本地工人
較多

外地工人
多

外地 70% 外地 80% 外地
工人為主

員工
薪資

1000 多 按件計酬
平均

1500-2000

平均
1200-1500

1000-2000
元視工藝
的複雜度
而定

按件計酬
平均

800-1000
較好的出
口流水線
可到

2000-3000

按件計酬
平均

1200-1500

按件計酬 按件計酬
平均 1500

公司佔
地面積

160 畝 678 畝 160 畝 32000平方
米

28000 平方
米

多角化
經營概
況

無 房地產
物流

無 無 電器本業 物流、
房地產、
再生資源

房地產 房地產、
服飾、
內衣出口

房地產 房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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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本研究訪察企業特性一覽(續二)
金華 麗水受訪

企業
屬性

Degre
箱包廠

東晶
電子

星月
集團

鐵牛
集團

飛鷹
集團

俊達
儀表

中國木製
玩具城

座落
工業區

金華經濟
開發區
(省級)

金華經濟
開發區
(省級)

永康市古
山工業區
(縣級)

永康經濟
開發區
(縣級)

永康市 麗水
「水閣」
工業區

（縣級）

雲和

行業別 箱包 電子業 機車、
發動機

汽車 庭園工
具、壓力容

器等

電動儀表 木製玩具

創始日期 80 年代初 1989 1992 1967

經營權
獨資企業 國營企業

轉成
股份制

家族企業
(總裁和董
事長是兄

弟)

股份制 從鄉鎮企
業轉家族
企業

家族企業 目前約有
500 家大小
玩具廠

總資產 4600 萬 15 億 15 億 2 億 3000 萬

營業額 1.1 億 28-30 億 5 億 10 億

利潤率 15% 現在僅
1%-2%

內外銷
比例

30%外銷，
70% 內

銷，矽晶片
內銷 100%

總的來說
是各半，車
業而言70%

外銷

外銷
80-95%

內外銷
分別為
7:3

原料
供應

國內，少部
分來自日
本

動力方面
自行生產

員工數 2000 多人 800 人，技
術姓員工
占二成

4800 人 3000 人 1000 多人

男女工
比例

女工多

外地
員工比例
員工薪資 按件計

酬，平均
800-1200

公司佔地 60 畝 50 萬
平方米

42 萬
平方米

多角化
經營

房地產
業、校園傢
俱業、氣墊
鞋

房地產、
旅遊、
進出口等

酒店、
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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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本研究訪察企業特性一覽(續三)
紹興受訪

企業
屬性

中國
輕紡城

精功集團 天聖控股
有限公司

座落
工業區

柯橋 紹興柯橋
經濟開發
區(省級)

紹興

行業別 服裝面料貿
易

多角化
經營

多角化
經營

創始日期 1992 1968 1996

經營權 國際交易 部分中外
合資

部分中外
合資

總資產 40 億 16 億

營業額 258 億 80 億 10 億

利潤率

內外銷
比例

外銷第三世
界為主

房地產、
機械等

印染、房地
產、投資等

原料
來源地
員工數 14500 家

商舖
8000 多人 3600 多人

男女工比例
外地員工比例

員工薪資
公司佔地面積 50 萬平方米 70 萬平方米

多角化
經營概況

鋼鐵、汽
車、物流
房地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分析自深度訪談記錄稿。

六、結語
經由次級資料研讀、分析和與 141 餘位政府官員、業者、學者等之深入訪

談，本研究除對構成浙江經濟主體的塊狀經濟與產業集聚有更清楚地認識和了解
外，在經濟快速發展和變遷過程中，本研究已由「溫台模式」、「義烏模式」和浙
江民企總體發展特徵和 52 處個案的探索中，深刻體會到現階段浙江民企所面臨
的轉型和升級壓力暨挑戰。

改革開放 20 餘載，在市場先行的浙省境內，尤其是溫台地區確實造就了不
少「藏富於民」的案例，近一、二年來，「溫州炒房團」、「溫州炒煤團」、「溫州
炒國企團」背後予人一種當地游資過多15的印象。在土地取得日趨困難，能源日
益不足前提下，溫台地區的部分企業確實已外移他鄉，有近至麗水、金華、衢州
一帶者，也有遠赴江西、安徽甚或新疆、福建者，更有赴笈海外者。這種遷移的

15 李丁富教授以溫州本地民眾的 300 億資金加上 50 萬海外溫州人滙回的 1000 億與 160 萬在中
國各地溫州人所創資的 1200 億為基礎，估算溫州游資當在 2500 億之譜。唯此一估算卻不為
洪振寧與王健等教授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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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將引起何種空間格局的變化暨「經濟效率」、「社會公平」甚或「環境保育」
熟重熟輕之衝擊？

在以傳統勞力密集為主的本業經營日趨困難的前提下，企業陸續擴大經營
項目和領域，尤其 2005 年中共中央通過民企准入的 36 條後，在民企與國企間、
民企與外企間又將激起何種關係的改變？

又處於全球化浪潮下，浙江民企當/可如何回應接二連三的「反傾銷」指控
並突破其「接軌國際」的困境？「浙江模式」與「江蘇模式」或「台灣模式」在
經濟發展過程中，各有何彼此可參照與借鑑處？進一步制度創新過程中，政府、
企業、學界各可扮演何種角色？等均為本研究未來擬更深入探討的後續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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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民(私)營企業：產業與空間重組機制之研究(2/2)
(NSC94-2412-H-004-001)

移地心得報告

陳小紅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儘管總謙稱自己是個「小省」，和台灣相比，近 5000 萬人、10 萬平方
公里的浙江省，人口和面積足足大了台灣二和三倍。雖乏天然資源，浙江
的 GDP 總量卻已連續七年穩居全中國的第四位，人均 GDP 更高出全國平均
近一倍，名列中國各省區的第一名，而浙江省農民的人均收入，十八年來
亦居全中國各省區之冠；城鎮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也已超過廣東，居全國
之首。或許基於蓬勃發展的經濟，近年來浙江省對全中國稅收的貢獻更是
舉足輕重。2005 年浙省的國稅收入即已達 1662.84 億元，較 2004 年增加了
18.22%，幾占中央稅收的十分之一。統計顯示，「十五」計畫期間，浙江省
累計之國稅收入高達 5780.29 億元，年均增長達 21.01%。另在出口退稅額
方面，浙省排名僅落後廣東省而居全中國的第二位。難怪不少受訪專家學
者明白指出：「擔任浙江省的領導可以說是相當輕鬆的，基本上不必為錢而
煩惱。」

此外，浙江固然是中國的「資源小省」，卻名符其實是中國最大的內資
輸出省份。據估計，在全中國各地投資的浙江人已達 390 萬人，浙江因此
而有「老闆故鄉」的雅號。（本研究蹲點路線、訪談對象與參訪照片請分別
參考 p.25 之附圖一、pp.26-27 之附表一與 pp.28-38。）

壹、溫台區域：

來到溫州似乎更能體會「老闆故鄉」的勁道。於此一人口 746 萬，號
稱「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城垣內卻聚集著 13 萬家 (潘忠強：2006) 活力充
沛、大小規模不一的民營企業，其中不乏名列民企 500 強產業和無數中國
馳名企業。

本次蹲點研究，有幸再次造訪溫州，並得便參觀生產低壓電器馳名中
外的正泰集團和德力西集團，分別訪問了兩企業的高層負責人，得悉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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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業轉型過程中分別均採取了「國際化」策略1。正泰和美國通用公司合
作；而德力西則和行業內另一龍頭 Schneider 合作。兩企業均明白表示，
和國外大公司結盟的好處不外吸引部分技術、分享國際知名品牌和已建立
之國際市場優勢。然而，國際大廠之所以願意和國內廠商合作，主要著眼
於國內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動力)成本低，且因兩企業所在之樂清柳市早已
形成低壓電器相當完整的產業鏈，外國投資者因此可以低廉價格獲得足夠
完善之供應。兩集團負責人於訪談過程中毫不避諱的提及，不少跨國公司
與中國企業合作的最終目的旨在可輕鬆接收中方資產與國內通路，故現階
段兩企業與外企的合作並未全面展開，僅侷限於生產環節上的某一部分。
事實上，德力西集團在成立之初即屬中外合資企業，目前雖已幾經轉型，
唯仍保留最早期和德國合作時之研究機構。

身為溫州當地較大型企業，兩集團領導階層對政府給予之協助似均能
了然於心，唯或因企業發展過速，或因其他生產要素(如人才)考量，兩企
業在上海均設有分廠。( 正泰在上海松江，德力西在上海青浦。)訪談過程
中，受訪高層非常坦誠的提到：「溫州留不住人才，而人才又往往是技術含
量較高產業最迫切需要的生產要素。」「溫州商業氛圍頗為濃厚，然而，一
方面欠缺滿足高階人力生活所需的文化環境；另一方面也缺少滿足高階人
力不斷學習充電創新的場域。因此，一個高階人才來到溫州二、三年後所
學用的差不多後即難有再提升和突破的可能。」當然，以整個長三角的佈
局而言，兩集團在上海設廠的舉措也充分顯現了彼等「接軌上海」的意圖。

作為同業中的龍頭，原屬同一企業，拆夥之初，似乎在業務劃分方面
已略微考慮過「市場區隔」(正泰著重於交流電器的發展，德力西則偏重於
熱繼電器的推展。)事實上，當年由「家庭作坊式」起家的兩集團目前在中
國境內「低壓電器」行業內，以各占中國市場三分之一的態勢和其他無數
小型低壓電器廠形成三強鼎立的局面。唯正泰明確地擬朝 1.高低壓電器 2.
輸配電設備 3.儀器儀表 4.工業自動化 5.建築電器 6.汽車電器等六大類
方向發展；而德力西則以高壓電器、低壓電器、儀器儀表等為致力發展目
標。既然均屬龍頭產業，對市場發展的敏感度和嗅覺自同樣靈敏。正泰指
出隨中國鐵路、電力網需求之擴增，未來產業至少可享十年榮景。德力西
卻相對保守預估企業未來應有三年不錯的前景。不論是十年抑或三年，兩
企業似均立志在本業上更上一層樓，尤其正泰集團更再三強調「專業化」
的重要性。接受訪問的廖總更轉述了正泰領導人南存輝擬「先作比爾蓋茲，
再作李嘉成」的信念。以一個擦鞋童出身發展成今日擁有 60 億資產，年營
業額 150 億企業負責人，除企業家身分外，業已擠身中共人大代表行列，

1
目前正泰、德利西兩家企業均以內銷為主，其中正泰目前內銷占總銷售的 90%，「十一五」規畫
冀望外銷比例能夠達到 30%；德利西目前內銷占 80%，希望未來外銷能夠達到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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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與之分家的德力西負責人胡成中亦不遑多讓，擁有資產共 50 億，年營業
額高達 97 億(2004)，且亦側身全國政協委員隊伍。德力西頗感驕傲的是其
低壓電器產品於去(2005)年中共神六升空任務中提供了所需之相關產品。
唯於經營方式方面，正泰似已由家族企業脫胎換骨成股東化產業，而德力
西則似仍環繞在胡成中兩兄弟為主之家族經營模式。

柳市的低壓電器集群固然已明顯的形成，受訪的兩家龍頭產業代表亦
均表示大多數的原料均可就地取材，有趣的是，為防止仿冒，正泰於原料
採購過程中刻意保留 10% 逕向國外進口的關鍵部件。

除低壓電器行業外，本研究並拜訪了溫州另一些馳名企業，如以內銷
西服馳名的「報喜鳥」。此一被溫州當地男士形容辦終身大事時必須擁有一
套的傳統服裝產業，近年來在「國際化」方面亦可謂不遺餘力。首先，為
了打入國際市場，「報喜鳥」已先後高薪禮聘兩位義大利技師長駐廠內，負
責技術指導。另外，亦將「報喜鳥」名稱洋化為 Saint Angelo 以迎合國外
人士的品牌形象認同。「報喜鳥」公司似已深切體認，若擬走入國際市場，
勢須有自己的品牌，而不宜始終停留於「貼牌」2、代工生產階段。設計、
研發、創新均勢在必行。靈活的行銷和通路開展亦不可缺。這幾年，「報喜
鳥」除於國內主要城市/地區設專賣店外，也在國外陸續設立專賣店。該公
司受訪者相當驕傲地告以去（2005）年夏天特別在甘肅敦煌彌沙山舉辦了
一次成功的發表會，形塑「品牌形象」。該公司並先後聘請港星任達華和任
賢齊代言產品，企圖塑造「成功男人形象」。受訪者還強調除了大量生產的
ABC 款式外3，個性化量身訂做西服，該公司亦不額外收費，可見不論在營
銷、市場、品牌、設計、客戶滿意度等諸方面，「報喜鳥」已深刻掌握了微
笑曲線之箇中奧妙矣！

「報喜鳥」在上海松江設有分廠，旗下的品牌「寶鳥」以生產客戶指
定的各式職業制服為主，另有走五彩繽紛流行服裝路線的「法藍絲頓」品
牌。松江廠的開辦除受溫州土地有限制約因素影響外，「接軌上海」之企圖
心亦不言可喻。此外，「報喜鳥」固然也搶搭目前中國火紅房地產列車，在
江蘇昆山、浙江嘉興等地均有投資。同時並涉足以搭配本業為主之物流行
業，唯經營上似最重視本業。

同屬中國馳名品牌的「東藝公司」接受本研究參訪時正值歐盟對中國

2
目前報喜鳥除生產自有品牌外，亦有在幫義大利服飾「Marshall」進行貼牌加工。同時，報喜鳥
自身的襯衫也是委外代工。

3報喜鳥的服裝依照體型有分 A 型-北方體型、B-南方體型、C-胖高體型三種顏色選擇-黑、灰、藍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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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類祭出「反傾銷」之際。受訪的周副總因此先表達了他對歐盟「反傾銷」
的看法。由於廣東花都、福建(泉州、晉江一帶)集中了相當多數的港臺鞋
業同行，周副總認為對該等地區的衝擊可能更大，是以目前同行間已結盟
透過商務部的協助共謀對策。總體看來，周副總認為此次歐盟的「反傾銷」
控訴，政治歧視的意味甚濃，且若干處遇違反 WTO 的精神。他直言：「這回
『反傾銷』的裁決是頗不公平且具歧視性的，蓋因溫州鞋類企業的主體基
本上非為國營，資本結構完全係由個人或外資所組成，並不存在所謂『政
府的補貼』。」此外，周副總認為歐盟的整個調查過程係黑箱作業，130 多
家被抽查的企業完全未被告知抽查的標準，尤其 WTO 的規定應進行 15 項的
評估，唯歐盟卻只做了 6項而已。抱怨歸抱怨，周副總卻頗持平的認為「反
傾銷」的控訴卻也提供了企業本身重行檢視、整理自身核心競爭力、缺陷
的契機。對溫州鞋業而言，未嘗不是一種機遇、挑戰和鍛鍊。訪談過程中，
周副總中肯的點出了：「對企業發展而言，廣義上的競爭始終是存在且全面
性的。也即無論是在設計、研發、技術、品牌、市場等各方面，保有企業
的核心競爭力乃不二法門。」

言談中，周副總不僅對鞋類這一行瞭若指掌，於市場訊息的把握亦不
含糊。他分析道：「歐洲人平均一年要穿 4.5 雙鞋，一年的總需求量就有 17
億雙，其中三分之二均需仰賴進口。歐洲鞋業大多作高檔品牌，中國則集
中生產中、低檔次鞋子，其實中國鞋和歐洲鞋在檔次上具有互補性。」他
進一步指出：「九十年代時，鞋類的產品生命週期大約為半年，現在已經縮
短到一至二個月。由於鞋類產品係直接面對消費者，是以時段、形式、產
品等策略都很重要。中外消費者的習性不同，中國人比較喜歡新款式產品，
洋人反而認為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品牌和產品比較更好些。」

談起號稱中國鞋都的溫州，周副總一語道出：「製鞋牽涉了鞋五金、鞋
底、鞋材(鞋塑膠)、布料(鞋化工)等產業鏈；溫州的鞋業不是一、二家在
作，而是個大集團，中間品的傳遞和成本幾乎為零，以『基地』為生產模
式的效益頗高，緊密的產業鏈可說是溫州製鞋成本低的主要原因。」這麼
多家的鞋廠4是否會出現惡性競爭的狀況?周副總不諱言道：「早期確有競相
削價情形，經過了這麼多年，國內鞋業的競爭是種『摩擦性的競爭，而非
針鋒相對的競爭。』換言之，「錯位發展」似已成為一種行規和趨勢，對以
外銷為主打的「東藝」而言，循著中檔集舒適和美觀於一體的發展路線多
少亦刻劃出其未來繼續努力的標竿—注重環保概念。借周副總的話來說：

4
溫州鞋革商會會長朱峰(2006)告以「溫州的製鞋業主要分佈在鹿城區、甌海區、龍灣區、永嘉縣、
里安市、平陽縣等地。現在總家數有 4000 多家，從業人口約 40 萬人，2005 年皮鞋產量達 499
億人民幣，年產量 6000 萬雙，年出口額約 15.84 億美金，佔溫州出口總額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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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不足，要常綠。』鞋業之所以被認定為傳統產業正是因為高科技取
代不了它，所以還需用人工；唯傳統產業並非無法與高科技相結合，未來
「東藝」須努力的便是要靠高科技將生產鞋的技術變得更加環保，製程更
加先進。」

因論及傳統產業和高科技產業的比較，周副總對時下中國政府似更多
向高科技傾斜的政策走勢略有微詞。他指明：「政府在發展高科技的同時，
不宜忽視傳統產業的重要性。尤其針對中國的國情，不是所有人、所有地
方都具備發展高科技產業的條件。就鞋類而言，於中國現階段發展過程中，
其實承擔了一項相當重要的社會責任-提供就業機會。」

研究過程中我們順勢請教了周副總對「政府與企業間關係」暨「非公
36 條」5的看法。周副總除再次提及傳統與高科技產業宜予並重外，明確表
達了：「民營企業是靠政府政策發展的，政府至少應提供民企一個適合的企
業氛圍。」至於「非公 36 條」，周副總相當幽默的點出了目前的狀況頗近
似「打開市場准入的大門，但門口還站著個員警，所以大家仍在觀望。」
此外，「開放是正確的，不過，不少民企目前還在發展，管理素質也不一定
足夠，如何進入和能不能進入，進入後會不會退出等其實還有待觀察。」
周副總更進一步指出：「其實准入之後，還有很多事要作，總之政府應繼續
開放和引導。譬如在促進外資和本地企業的交流方面，不論在國外資訊吸
收、法規諮詢、參展服務等方面，政府均應扮演積極支持和引導的角色。」
其實，吾人以同一問題請教正泰集團時，受訪的廖總對非公 36 條也抱持著
整體看好的態度。他認為行業准入門檻的降低，有助於民企參與國家建設；
他主張民企亦可參加國企的改制，包括對國企的控股、另並建議政府應開
放大型的企業採購。廖總亦直言，「政府對民企應做到政策上的公平，尤其
是稅收方面應避免出現『外資是兒子、國企是女婿、民企是養子』的差別
待遇。」

5 “非公 36 條”於 2005 年 2 月間公布。詳細名稱為「國務院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
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該「意見」重點包括對非公有制經濟市場准入範圍加以放寬；如
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壟斷性行業和領域；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領域；允許
非公有資本進入社會事業領域；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金融服務業、國防科技工業建設領域；並
鼓勵非公有制經濟參與國有經濟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的重組以及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參與
西部大開發、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的振興和中部地區崛起工作。此外，「意見」也加大了對非
公有制經濟的諸如信貸、直接融資、金融服務創新等財稅金融支持。「意見」也提出對非公有制
企業和職工合法權益的維護，包括私有財產的保護，企業合法權益之維護、職工合法權益之保
障、社會保障制度之推進、工會組織之健全等。另在現代企業管理、監督、協調政企關係方面
亦有明確規定。

本研究期間曾以此詢及受訪學者們的看法，大多肯定此法之用心，唯認為其中不少規定在
浙江省早已先行矣。問題是政府相關配套，如金融改革等必須及時到位，方可言此條文之真正
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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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亦參訪了前二年同樣飽受歐盟「反傾銷」控訴之苦的打火機業
龍頭-虎牌打火機公司。在論及二年前那場官司時，受訪代表直言，溫州打
火機行業協會在聯合 16 家打火機製造商贏得官司的主要主張為：「1.中國
打火機行業完全沒有受到政府的補貼；2.中國打火機的低價格完全是由市
場機制所決定的，包括低廉的勞工和專業化分工的市場營銷網絡；3.歐盟
方面所生產的高檔打火機-每支裡頭裝有防爆裝置，不易受中國的影響。」

和先前訪問過的民企一樣，當初以 5000 元人民幣發家的虎牌打火機公
司強調「專業化」經營的重要性。集 21 種零組件、108 道工序於一身的小
小打火機其實為一具一定技術含量的勞力密集產業。「虎牌」除部分電鍍工
作外包至廣東，部分小零件由國外進口外，其他的零組件溫州本地幾乎均
可供應。「虎牌」目前除 30％做歐美貼牌加工外，70％為自有品牌，基本上
均外銷，以日、美、俄為主要市場，國內在溫州本地和義烏均設有專賣店。
由於強調專業，「虎牌」負責人周大虎先生迄今仍無轉投資至房地產等其他
行業計畫。此一年產 1500 萬支打火機（溫州打火機年產總量為 6億支）獲
利 1.8 億元的民企，除周氏夫婦與其甫由加拿大學成返國的兒子外，兩位
擔任專業經理人的副總，與創辦人並無親戚關係。而和「正泰」、「德力西」、
「報喜鳥」、「東藝」一樣，該企業員工多半來自外地。訪談過程中，受訪
者甚至多次開玩笑似的說；「大概除了台灣省外，全國各地勞工都全員到齊
了！」而以正泰員工 15000 名（80％來自溫州以外地區）、德力西員工 14000
名（70％來自外地）、報喜鳥員工 3000 多名（60-70％係外地員工）、東藝
3000 多名員工（來自外地者亦占多數）之事實看來，這些屬傳統行業對創
造就業機會確實作出了不少貢獻。

浙江社科院社會學所楊建華教授在與吾等晤面時就曾指出：「浙江大約
有 1200 萬外來人口，其中省內流動人口約 300 萬，來自外省的約 800-900
萬。2004 年時浙江的常住人口有 4720 萬，2005 年時已增加至 4890 萬。浙
江本身人口增長僅 30 萬，可見大多為外來人口。浙江省政府原擬於 2010
年時將省內人口控制在 5000 萬以內，唯依目前發展態勢觀之，屆時人口總
數勢必超過其規劃數量。推斷箇中原因，主要在於浙江經濟的持續發展，
對外來人力有一定的需求量及吸引力，所以人口增長不一定是壞事。」楊
教授並進一步指稱：「浙江省共有 3000 萬的勞動力，GDP1200 億左右，人均
GDP 的貢獻約 40000 元，假設僅計算二、三級產業，則人均 GDP 貢獻更高達
70000 元，唯目前來浙農民工的年薪僅 15000 元上下，其中近 10000 元會在
浙江本地消費，算起來，外來務工人口對浙江的貢獻是相當大的。只不過，
目前制度安排方面，對農民工真談不上「善待」。譬如杭州市民有『杭州市
民卡』，而居住在城鄉結合部的近兩百萬農民工卻無法拿到，沒法跟杭州市
民享受同等的待遇。」楊教授強調各種不公平的制度使外來人口無論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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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文化層次上都很難融入當地社會。他還舉了一個最近發生的實例6說明
辛苦、受難的往往都是農民工。

由於傳統產業雇用不少外來員工之事實，而自 2004 年起逐漸出現於中
國珠三角以至長三角的「民工荒」現象會否影響受訪企業的雇工難度自然
也成為吾等關心的另一議題。在溫州一帶上述受訪企業中多少均表達了這
方面的隱憂。除了提供較珠三角一帶略高的工資（珠三角一帶平均工資約
在 800 元上下，而長三角地區包括此行參訪的嘉善、嘉興、溫州、金華永
康一帶工人的平均每月工資約在 1200 上下，技術性工人更可達 2000 多元）
外，為了吸引和留住工人，企業主在住房/宿舍提供、娛樂設施提供、定期
旅遊安排、健康檢查，甚或春節返鄉、上工的來回旅費補貼等各項勞動條
件方面均作了改善。溫州另一家以製造英式古典傢俱走外銷路線為主的「頂
峰傢俱公司」專業經理人沈總工更具體點出「改善待遇和工作環境一直是
公司努力重點。」尤其對大半來自東陽地區具有木雕技術的工人，「頂峰」
更不敢怠慢，他們比一般勞工的收入要好許多。「頂峰」此一亦由「家庭作
坊」發展而來的民企，從 2001 年起才開始自創品牌，由北歐式傢俱逐步改
為專注於英式古典傢俱的製作。據悉，「頂峰」初始係以製造餐桌椅起家，
經過多年的市場試煉，自創品牌後原主攻北歐式傢俱，由於線條單純，易
遭仿冒，堅持以實木為主的「頂峰」反易遭劣幣驅逐良幣同行競爭之苦。
改投入英式古典傢俱且以外銷為主後，因市場區隔反有較佳之業績表現。
不過，訪談中，沈總工亦透露傢俱業所需場地大，溫州土地本即有限，「頂
峰」目前有遷移至本業集中的嘉善發展之打算7，唯一方面或因溫州人戀鄉
情節作祟，另一方面亦考量於溫州已形成傢俱業的產業鏈，故是否會搬遷
則仍在考量中。而當問及傢俱業製程可否以機器代替人力時，沈總工的反
應和「東藝」鞋業的周副的回答具有異曲同工之妙！沈云：「傢俱業的成敗
一大半繫乎木材的好壞，而經營古典式傢俱有不少雕工或木材彎度部分是
機器作不來的。」他坦白道出：「其實我們這一行早期時向台灣購入不少機
器，發現台灣早期機器的功能似乎比近期好用的多，不知是近來機器生產
本身出了問題或是晚近的機器過度強調多功能（作出各種花樣），效能反而
打了折扣。」

對處於「七山二水一分田」地理環境制約下的溫州言，之所以得以蘊
育出聞名遐邇的「溫州模式」，一般咸認乃基於政府對經濟推動力量的“相

6
一位名為周大軍的農民工路見有人搶劫，見義勇為去救人，結果被砍了一刀，後來發現砍他的，
同樣也是農民工。

7 沈總工指出，傢俱的產業鏈在嘉善地區亦有良好的配套，嘉善地區有生產其所需的過渡材料膠
合板、膠、油漆、螺絲(晉億)等，距離上海又近，資訊和供應鏈都可以快速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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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弱勢”及建構於市場力量和由民間主導的“老百姓經濟”8兩項主要因
素。目前溫州大小企業共有 30 萬家，其中民企所創造的工業產值即高達 95
％以上，占財政收入的七成多。然而，不論是受訪的服裝商會會長汪加福
抑或鞋革商會秘書長朱峰均異口同聲地表明溫州絕大部分民企屬規模小、
技術層次低且佈局散落全市各處等特徵。對門類多樣的溫州民企言，缺乏
品牌，同業間競相削價致利潤空間日益降低，甚或只能靠外貿差價而存活
乃頗為普遍的寫照。本研究走訪的企業大半均為馳名企業，且其負責人不
是擔任人大代表即政協委員，與政府間維持著相對緊密與良好的關係，故
訪談過程中雖亦提及面臨用地短缺的壓力，但也均隱約透露由於企業屬較
大型、發展態勢不錯企業，故用地取得暫時還不構成大的問題。不過，儘
管如此，為了企業的長遠發展，包括正泰、德力西、報喜鳥等均已在溫州
以外地區（上海、杭州等地）設廠，即使未在外地設廠的「老虎」，訪談中
業已提及曾先後搬過好幾次家，而對溫州有濃厚鄉誼的「頂峰」，也正研擬
遷往嘉善的可行性，且其廠房受制於土地，在佈局上亦顯得分散（非集中
一地）。

事實上，相較於浙江省其他主要城市（如杭州、寧波等地），狹隘又乏
規劃的溫州雖展現了充沛的活力，其企業座落卻顯得相當零亂。就某種角
度言，全市幾乎就是個大型的工業區，各類企業交雜其間，交通動線與環
保設施之有序規劃明顯不足。訪談過程中，有受訪者即反應：「和浙江省其
他地方不同的是，在上層政府中沒有溫州人，因此也就缺乏替溫州爭取有
序工業區規劃的代言人。」（潘平平：2006）又基於長久以來相對封閉和落
後的基礎建設，溫州人乃是憑藉著「四千」9精神胼手胝足地打出一片天下
的。幾乎所有受訪的企業主、學者及官員都強調溫州人「吃苦耐勞，敢為
人先」的文化背景是「溫州模式」成型的另一重要原因，所謂「白天當老
闆，晚上睡地板」更是對溫州重商文化的鮮活描繪。然而，或許因為溫州
發展空間的有限和規劃闕如，當一批批溫商被造就出來，在資本無虞情勢
下，卻出現了溫州資本的大量外流，致溫州本身反而面臨「資本空心化」（史
晉川：2006）的情境。史晉川教授曾於其大作中點出：「『溫州模式』正面
臨著產業升級換代的門檻。」他並認為：「溫州資本的外擴只是傳統產業在
空間上做的一個平面擴張。」溫州既然有那麼多的民資，為什麼沒有留在
溫州當地幫助企業進行產業、技術、產品升級和傳統產業的改造工作確實
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這幾年，「溫州炒房團」、「溫州炒煤團」、「溫州炒
國企團」等陸續出現於各種媒體報導中，固然有專家為文替資本的跨區域
流動乃雙贏舉措加以辯護，溫州總體經濟增速趨緩跡象卻也是個不折不扣
的事實。

8
此一名詞乃由中國溫州經濟研究所李丁富所長所提出。

9 「四千」精神指的是「走遍千山萬水，吃遍千辛萬苦，想遍千方百計，賺進千萬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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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sina.com.tw/articles/13/77116/1771609.html?linkchina/20060417_2.html）

本研究深度訪談企業本於「專業」經營立場，於了然於各該行業市場
律動基礎上，雖各有一套「自主創新」策略，然就溫州市領導言，在總結
溫州企業所面臨的三大困境：產業發展難以為繼，要素難以為繼，環境承
載難以為繼之餘則不得不亟思對策。這或許也正是來自蕭山以抓外資聞名
去（2005）年方到任的市委書記王建滿提出招商引資「一號工程」和「12345
工程」10的主要理由所繫。「一號工程」和「12345 工程」的提出揭開了溫州
政府強勢介入經濟進程，力推產業升級，而民間力量為主導的傳統發展模
式前景不明的序幕。「以民引外，民外合璧」以迅速提升溫州企業的產業結
構和產業能級被認為係王建滿書記「治溫思路」的最佳詮釋。而為落實此
一思路的「溫州市人民政府關於鼓勵和扶持民營企業與海內外著名企業合
資合作的若干政策意見」中特別針對與世界 500 強企業合資合作且投資強
度達一定要求企業，政府將確保其生產經營用地需要，土地價格亦可按同
一地段綜合價格減碼 20％；此外，若與世界相關製造業龍頭企業合資合作，
投資強度達一定要求者，政府亦將優先安排其生產用地，地價並可下調 10
％；至於特別重大的合資合作項目，用地將實行一事一議且可享受更佳的
優惠政策等規定引起了民企間不少的爭議。

王健滿書記「無外(外資)不快、無外不活、無外不強、無外不高」的政策
主張，據溫州外經貿處潘平平處長的感受「抓的相當緊，因此也著實看到
了若干績效。」單以去(2005)年言，在溫州市新批的 274 項外資項目中，「以
民引外」的項目就占了 145 個，達總數的 64.7%；合同外資 8.9 億美元，占
省合同使用外資的 5.5%，實際使用外資 3.57 億美元，占全省實際使用外資
的 4.6%。受訪的潘處長表示：「目前溫州負責外經貿相關工作官員已被要求
24 小時開機，王書記訂出一日一通報、一季一會報、半年一考核及年度考
核等目標。」身為政府官員，潘似乎頗支持「以民引外」政策；認為民企
和外資在體制上、觀念上相通，資源上優勢亦可互補。史晉川教授也早就
指出：「溫州並不缺資本，唯外資進入的『鯰魚效應』必將帶來新的發展理
念、新的資源配置理念、新的技術和市場信息，進而促進溫州的產業升級、
企業技術的進步和企業組織形式的轉變。」只是史教授也很坦率的指明：「建
立在地緣、血緣和親緣人格化交易方式的溫州商圈向來比較封閉，是以外
資進入溫州絕不是個單純的資本問題。」至於溫州當地的民企對政府新政
策的走向就不像官員和學者一樣持那麼樂觀其成的態度。首先，民企們表
示溫州既不缺資本，但企業需要政府批個幾畝、幾十畝的土地已相當困難，

10
「12345 工程」係指：奮鬥三年，力爭全市引進世界 500 強企業 10 家；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占
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達到 20%以上；擁有銷售產值超 10 億元的大企業大集團 30 家以上；
擁有中國名牌、中國馳名商標 40 個以上；工業總產值達 5000 億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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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策的實施無異於政府將「開發區的土地預留給所謂的大企業，勢將擠
壓小企業的生存發展空間。」如前述，不少受訪傳統企業除大聲疾呼政府
於發展高新科技產業之餘不宜忽略中小企業外；對王建滿書記上任後所提
出的「臨港發展計畫」似亦語多保留。「臨港發展計畫」除擬於(1)洞頭縣
大小門島石化產業；(2)狀元岱港區倉儲、物流基地；(3)樂清灣港區的造
船、能源產業；(4)蒼南盧浦精細化工等四大臨港產業投注心力外，並計畫
在溫州發展高新技術和現代化服務業。歸納民企業者的心聲最主要仍在於
擔心政府推動新的發展計畫勢將影響資源的重新配置，而更進一步的排擠
中小企業的發展空間。這或許也正是這二年來若干溫州民企陸續向省內發
展相對緩慢地區如麗水、衢州等移動的主因。

訪談過程中，我們亦特別針對溫州較具規模民企近年來普遍出現「接
軌上海」，而中小企業則有向麗水、衢州甚或週邊省份如江西、蘇北轉移現
象，請教溫州外經貿潘處長，此是否意味著溫州未來的朝北發展勢頭勝於
朝南趨勢?此又與中共中央近日提出「海峽西岸經濟區」構想存在著何種關
係?潘處長分析到，溫州過去因交通不便而流傳「汽車跳、溫州到。」的說
法，目前杭甬溫、溫金等主要高速公路已陸續完工，提供溫州向北開發前
所未有的契機確實是個事實。不過，溫州本地有 200 萬說閩南話的民眾，
主要分布在平陽、蒼南和洞頭縣；而在台灣也還有十萬左右的溫州人。就
整個中國而言，目前似已呈現出「台風北上、韓流南下」的態勢，也即台
商由東莞、廈門向北移，而韓商由東北、山東向南移，最後都匯聚到長三
角，台、閩、浙三省的產業實具有優勢互補特性，現在溫州貨物出口還需
要經寧波、上海，其實產業接軌，台灣或許更為直接，以溫州本地而言，
當初帶動鞋業發展的皮革大廠「泰慶」即為台商，因此他個人認為『海峽
西岸經濟區』有絕對的可行性。」

廣義的「溫州模式」其實亦包括台州在內，除溫州企業外，本研究期
間亦參訪了兩家具台州企業特色的廠家。「鄭升緞造」為一家族式企業，主
要產品為汽摩配件，技術含量不高，唯隨中國總體經濟發展勢頭之迅猛，
加以汽車、摩托車行業的高度需求，訪談期間甫完成新廠搬遷的「鄭升鍛
造」，已深感工廠業務擴增後接踵而至的土地和勞力壓力。言談中，受訪的
企業少東鄭董隱約透露和地方政府保持良好的關係，絕對有助於用地的取
得。另一方面，為長遠發展計，鄭氏家族成員業已將部分工廠遷往省內發
展較緩慢的麗水地區。此外，鄭董亦不諱言，當企業已掘到第一桶金後，
不論基於逐利抑或避險考量，很自然地均會投入現今火火紅紅的房地產投
資市場。除「鄭升鍛造」外，於台州玉環期間，本研究亦走訪以生產閥門
產品為主的「隆大銅業」，這是家中方與西班牙合資經營的企業，唯外資主
要係以參股的方式加入，並不直接涉入行業的經營。「隆大銅業」主要由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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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川兩兄弟共同負責，由於國內成本低，過去多年來在外銷訂單不斷情勢
下著實賺了不少錢，唯訪談過程中不論是「鄭升鍛造」抑或「隆大銅業」
均異口同聲的指出這一、二年來，由於國內外原材料(鋼材、五金等)價格
的飛漲，已使渠等利潤空間大受壓縮甚或因原材料缺貨而致出現經營困難
窘境。近二年來中國大陸學界及政府多所提及「高耗能、高集約」式增長
方式有待調整與省思的論述多少符應了此一事實。史晉川等云：「『溫台模
式』」似走到了盡頭」的提法與此亦不無關聯。如前述，規模較大、技術含
量略高的溫台企業於此大環境壓力下，不是採取了企業升級的做法，如與
外資合作以提升本企業的技術水平或擴展更寬廣之海外市場，或自願或被
迫地改善勞工待遇；當然，部分「勞力密集式」產業也採取了如「鄭升」
一樣將部份工廠外移的做法。

貳、金衢麗區域：

誠如其他區域一般，浙江省境內不同地區因發展條件之不一，發展狀
況亦有異，金衢麗區域很自然地便成為省內經濟發達地區企業移轉的首
選。尤其是麗水和衢州一帶近年來當地政府無不卯足勁兒向外(主要省內溫
台、寧波和杭州一帶)招商。以麗水而言，由於地形和地理位置關係，發展
步調緩慢，境內較有名企業除生產包括洗髮精在內的化學產品 NICE(耐斯集
團)外，幾無其他企業可言。諷刺的是，麗水下轄之青田卻為中國有名的僑
鄉，近年來不少久居國外華僑「落葉歸根」，造成當地房產價格飆升。地方
政府為了招商引資亦大手筆地開發「水閣工業區」暨「南山工業區」，佔地
10 平方公里的工業區尚未完成，廠商亦未完全進駐，唯自去(2005)夏始中
央推出的「宏觀調控」，據麗水經濟開發區管理局領導告以因此對工業區業
務之進一步推動不無影響。研究期間親自拜訪原位於市內遷廠至「水閣工
業區」的俊達儀表廠，該廠為由夫妻共同經營，典型之家族企業，生產產
品主要供應如「錢江摩托」廠牌使用，由於國內汽機車市場方興未艾，參
訪老總表示對該業前景看好。該廠過去曾與台灣光陽機車有過合作，目前
雖以內銷市場為主，唯公認台灣同業在國際市場開發方面經驗與門路均優
於大陸，故仍在尋覓適當的台灣合作對象。由於現階段「招商引資」為管
理局考量的最主要重點，故雖云較歡迎「高科技」類廠商進駐，唯訪談過
程中多少可領略政府官員業積的壓力，而形同「圈地」式的工業區開發方
式未來究可針對不同類別企業作出怎麼樣的區隔實仍待觀察。

同屬金衢麗區域的衢州因有大型國企「衢化」，被認為發展條件略優於
麗水。唯和麗水相同的是，兩地均為浙省重要河川之源頭，如錢塘江、甌
江等，若由生態保育觀點出發實不宜發展工業，更不適合過度開發，唯大
部分官員在政績壓力與大多數老百姓在追求更高生活水準驅策下，又似難
抗拒「發展經濟」的誘惑力。於此過程中，徵用大批農地以開闢工業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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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徑自然屢見不鮮。「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育」孰重孰輕之辯論亦時有所
聞。有學者主張若金衢麗地區須承擔為浙江省人民保護環境的職責，則浙
江省政府就不得不研擬一套「補償機制」以補貼該地居民，否則在大家都
追求經濟條件改善之際，片面要求某些地區、某些人民為實質的利益作出
犧牲既不具合法性也無可行性。研究過程中，當搭乘的汽車奔馳在仍大興
土木正開發中的一望無際工業區中時，心中難免會問：「不知主管當局看到
這麼大片尚未找到主人的土地時，心理會不會著急?」同行的浙江省政府官
員直覺的反應是：「上級領導恐怕並不了解現實的狀況吧！」相形之下，當
地政府將招商引資對象設定在省內及國內擬遷廠廠商似務實許多。唯主管
部門領導很坦率地指出：「為了向寧波、溫州、杭州甚或金華一帶業主招手，
我們往往不能等在這兒，而是必須主動出擊！」此等感受在探訪嘉興、嘉
善一帶問及上海近日採取「退二進三」政策會否因此移轉部份二產於該等
地區時，當地官員亦持同樣反應：「上海永遠都不會主動說哪些企業要向周
邊轉移的，往往是我們自身必須採取主動大力爭取，方可竟功！」如前述，
地方官員在積極招商引資過程中，倘乏明確產業政策之指引，未來成片工
業區佈局會否在門類、設施標準等層面出現紛亂、互斥格局似難預料。更
何況地區間招商引資業已出現若干競爭態勢。

吾人若仍以金衢麗區域為例，相對於麗水和衢州，金華因有聞名於世
的「義烏小商品城」、東陽的雕刻和永康的小五金產業集群，比之農民仍占
人口半數的衢州與除 NICE 集團外企業乏善可陳之麗水(雖亦有雲和一帶的
玩具城)，在經濟水平和發展程度上自然較高，唯當走訪金華高新技術園區
時，園區管理局主任言談中透露出在爭取投資時和義烏、東陽等地相互競
爭的壓力。受訪領導也明白指出：「其實同一區域內的競爭有時是可以避免
的，這其中部分牽涉到行政區劃的問題。」其實在走訪金華高新技術園區
時，個人已注意到同一城市新、舊城區就分別設有工業園區，一由市政府
直轄，另一則由開發區負責處理，此一體制上的不同軌，究竟係上級政府
的刻意安排抑或有其他影響因素，則待更進一步的了解。不過，為了招商
引資，各級政府在各項優惠政策方面的博奕恐難避免。唯由個別廠商角度
考量，尤其是擬吸引省內移轉企業時，對已形成群聚效應企業所應提供的，
除優惠條件外，總體配套條件似更形重要。此由溫州「頂峰」傢俱移轉陣
地時的考量即可見一斑。

事實上，金華較麗水、衢州發展較佳的另一原因即在於區內如東陽、
義烏和永康均已形成某種形式的「塊狀經濟」。本研究蹲點期間亦走訪了享
有「百工之鄉、中國小五金基地」美譽的永康。先後拜訪了「星月集團」、
「鐵牛集團」和「飛鷹集團」等三家中國馳名企業。目前由胡濟深、胡濟
榮兄弟二人負責，聘有專業經理人的「星月集團」，總營收達 28-30 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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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4800 名員工，預計今年資產可達 20 億，轄下有 20 多家子公司。1989
年設立之初，不過是十多個人以煉廢銅爛鐵為主的家庭作坊式工廠。自 1992
年始研發汽缸頭，1995 年始經營摩托車發動機，1996 年員工即已達一千人，
資產上億。由於永康一地有太多生產同類型發動機工廠，為避免惡性競爭，
「星月集團」自 2000 年起採取「市場區隔」路線，開始涉足運動和休閒機
車，且其中 7-8 成為外銷。

在訪談集團老總過程中可深切的體會到「星月集團」在競爭激烈市場
中為保持龍頭地位，一方面投注相當心力於「研發」部門；據悉，目前集
團中技術工人有三、四百人，且每個子公司均設有研發部。李總指稱集團
對研發部門人才常不惜重金禮聘，長期培養，彼等薪資甚至可高過老總。
另一方面，為領先同行，集團會透過和包括天津大學、浙江大學燃料機系
合作研發，生產大馬力的特色機種。此外，公司也會由國際大廠延聘退休
設計師駐廠工作，如由 YAMAHA 挖人，和寶馬、奇瑞發動機及奧地利 Vista
廠合作等。李總相當有系統的為我們回顧了企業經歷的三個階段：生存
(煉廢銅爛鐵)；原始積累-發展汽缸頭；企業轉型(如和台灣光陽暨其
他國外廠合作，以永續發展為目標)。在實地參觀星月集團摩托車生產線時
更能深刻體會「星月」今天雖已發展成為一集 23 個子公司的企業集團，唯
以車類而言，卻始終未放棄自己的核心技術-汽缸頭，而為了立於不敗之
地，除不斷加強研發外，和永康當地無數同行作出市場區隔--生產休閒系
列機車。由李總對國內、外市場的分析中，更可窺見「星月」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的經營理念。由於已發展成一企業集團，「星月」未來亦有將總部
搬到上海的打算，在多角化經營前提下，除與江蘇徐工集團、新疆國企合
作外，該公司在上海、江蘇、河南、海南均投資有房地產。

永康另一家由鄉鎮企業改制而來的「鐵牛集團」乃脫胎於 1992 年時之
「永康市長城機械五金廠」。目前集團占地 50 萬平方米，員工 3000 人，下
轄九大成員，主要產品涉及汽車板金(年產 25 萬套)、汽車模具、儀表電器
和汽車(年產 75000 輛)。鐵牛集團創辦人應建仁先生亦為農民企業家，集
團今日的規模乃經不斷購併而來。據受訪的老總特助告以「鐵牛集團」自
二年前才開始生產「眾泰越野車」，由於價格便宜，外型炫，很受普羅大眾
(年輕人)的喜好。由「鐵牛」成長經驗可知，該集團不論是模具、板金、
防盜門、汽車儀表暨近期方涉足之汽車生產，始終環繞於其核心技術-機械
五金，和「星月」一樣，在同行眾多、競爭激烈的環境中，區隔出自身最
擅長的市場。而永康另一亦以小五金行當起家的「飛鷹集團」亦為一發韌
於手工作坊式的鄉鎮企業。1967 年成立之初每年產值為 10 幾萬，利潤僅一
萬多。1993 年始調整產品結構，改以生產金屬容器為主，1997 年總資產達
3000 多萬，員工增加至 400 多人，算是完成了原始積累。2001 年時新購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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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致面積由原有的 10 萬平方米增加至 38 萬平方米。目前該集團共有 20
個系列，100 個品目。

不論「星月」、「鐵牛」抑或「飛鷹」集團的負責人和溫州地區受訪企
業負責人一樣，不是擔任人大代表即政協委員，與政府部門保持良好的關
係，故三大集團在用地取得上似均不成問題，「星月」佔地數處，雖云隨企
業發展，用地日益吃緊，然遍佈城市多隅之事實比之中小規模民企自亦顯
出該集團在永康的份量。「飛鷹」新建廠房地理位置極佳，視野遼闊，且尚
保有舊廠地，自亦可稱永康一方之霸。三者雖均發家於「小作坊」，三集團
卻都能在「小五金行業」的基礎上，找到永續經營的市場區隔項目，如「星
月」的休閒摩托車、「鐵牛」的眾泰越野車和「飛鷹」的庭園工具。所不同
者，「飛鷹」老總並無「上市」打算，事業經營仍本「家族」型態，擬交棒
於自家子女承接。目前國內市場需求雖大，然或因市場規範尚不完全到位
或因技術提升，永續經營等考量，三者不少產品仍以「外銷」為主要訴求。
而為長久保持領先地位，三者均深刻體會到「自主創新」投入研發的重要
性，也咸認未來為「人才」紀元。作為集團負責人，受訪的三家集團領導
階層固然表達了繼續維持中國國內馳名商標、免檢商品殊榮的重要性，亦
均能體會企業「集團化」後，與日俱增的「社會期許和責任。」冀能於管
理、技術、研發等各層面與時俱進，生生不息。

整個研究過程中，浙江省各地的受訪者都相當驕傲地指出以浙江「資
源小省」而得以創造全中國第四位的 GDP 和浙江人性格及浙商文化有密不
可分的關係。不過，由於企業性質、規模、座落地區的不同，企業家也有
不同的分類。前述集團以「社會責任」自我期許者有之，胼手胝足汲汲營
利者有之，「小富即安」、甚至「小富即誑」亦不在少數。因此，政府期許
企業「自主創新」政策並非一一均能擊中目標。嘉興地區工商聯秘書長萬
勇即毫不保留地列舉了「小富即安」和「小富即誑」典型企業家的行止：「進
出要開進口大車，穿著打扮要講究品牌，居家住房要講究豪宅...。」誠然，
「思路決定出路」就如本地習稱「氣度決定高度」，經營企業若已成為一種
「社會責任」，和僅被視為個人「財富的積累」所蘊育出的企業家文化和理
念勢將南轅北轍。

叁、環杭州灣區域：

如果說「溫台模式」代表的是浙商「敢為人先」的精神，永康模式反
映的是「百尺竿頭」的戮力以赴，那麼嘉善地區所形成的「木業集群」則
是內外交融的典型。嘉興市轄下之嘉善地區原非木材產地，卻因緣際會成
為「木業發展重鎮」，據嘉善工商聯潘會長和當地龍昇木業業主轉述，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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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木業發展需追溯到很多年前的台商「中興木業」來此投資帶動當地人士
之投入。受訪的「民升木業公司」老總潘敏浩先生即云：「現在嘉善很多木
業工廠可以說都是當時台商「中興木業」細胞分裂的結果。」此次研究期
間走訪嘉善時有幸向現任台商協會李茂春會長請益，李會長於 1990 年代初
期即已前往廣東東莞投資木業，於 2002 年時基於嘉善地點好、交通便利、
距上海、杭州和寧波均在一小時車程內等考量方落腳嘉善，目前東莞廠仍
營運中，主要由太座負責管理，而嘉善廠據當地「民升」木業老總的觀察
其實已經幾乎沒有利潤了：「不過，李會長或許基於面子，或對自己發展事
業有份難以割捨情感故還擱在那兒。」事實上，李會長在接受訪談過程中
也娓娓道出：「台灣走過的路和碰上的問題，大陸遲早也會遇到。例如逐漸
上漲的工資，以及工業化後工人日增的就業機會致使企業面臨了日益突顯
的招工難問題。此外，大陸特有的一胎化政策，導致嬌生慣養又逢人口的
老齡化，以勞力密集為主產業的前景堪慮。」正因其認為製造業在大陸的
發展會愈來愈艱辛，故他已決定往服務業方面發展；為迎接 2010 年上海的
世博會，由嘉善高速公路交流道下來連接市區的大道旁即可看到李會長投
資興建中的四星級「世博大酒店」。目前該地點周邊環境尚未充分開發，基
於和當地政府的熟稔程度，李會長特別藉遇見嘉善外經貿處處長之便，提
出整頓/改善嘉善大道之建議。

李會長在大陸投資事業的經營方式和浙江大部分的民企類似，均採家
族經營方式，除太座坐鎮東莞廠外，業已要求其女來嘉善協助酒店之經營。
和李會長相當熟悉的「民升」木業負責人潘總在接受訪談時告以：「我這家
企業廠房乃接手自一個國營麻布袋企業，所以比較舊也比較髒。」「民升」
現由潘總三兄弟共同經營11，在論及「家族企業」時，潘總強調：「類似我
們這種企業，還非得由家族經營不可，因為利潤愈來愈薄，有時候還真需
要自己人才能拍板一些事情，若交給專業經理人，一個猶豫，可能幾十萬
就飛了。」以三夾板(當地人稱「貼面板」)製造這一行已居嘉善地區龍頭
地位的「民升」老總指出，他原在國企建築部門工作，後下海作這一行，
過去的經驗多少有些幫助。談到原始積累的過程，潘總描述當年大膽冒險
接受北京一家投資銀行的贊助經過：「現有廠房最初是由北京的一家投資銀
行先出資買下供我使用，加上營運資金，最初投入的原始資金共計一千五
百萬元，一開始營業即每月都要承擔本金和利息的負擔。」一路走來，體
會出作木業這一行的艱辛和竅門。作為嘉善地區當地三夾板行業的老大，
潘總認為他比較不擔心木材價格上漲，反而比較擔心木材價格的下跌。蓋
因價格下跌時，許多小廠可以競相削價方式來取得材料，而當價格上漲時，
一般小廠反而無力承購，大廠資金足甚至可以一次吃下所有的份額再慢慢

11
民升為典型的家族企業，職務分工為潘總(大哥)負責貼面板製造；二弟負責生產、銷售；三弟
負責工廠管理，員工 1000 多人，年營收約 2-3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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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存貨。此外，基於木材採伐期有限，材質好壞靠經驗判斷，原材料也
得「養生」，以確保原材品質，這些都是小廠無法競爭過大廠的關鍵。

台商對嘉善木業發展的影響除開啟該業發展大門外，輸入工作母機或
模具為另一具體貢獻。「民升」的潘總於引導我們參觀生產線時即點出有幾
台來自台灣的機器。不過，言談之間，他也隱約透露，中方有可能於購得
台方機器後，拆解再研發出性能更佳、價格更低廉的機器。

潘總雖有兄弟幫手，但表示每日工時相當長，對於未來事業發展有交
棒給下一代打算。而除本業外，潘總現亦轉投資酒店生意。同為木業的「龍
升地板」12已擠身中國同業中的前十名。唯當問及是否有向第一名標竿邁進
計畫時，受訪的專業經理人劉奔流總經理卻斬釘截鐵道：「那是不可能的。」
問及何以如此之原因，劉總坦率的說：「目前同業的第一名是在上海的『安
信』，這家溫州老闆經營的地板廠商，甚至在巴西購買了林場，有自己的原
材料來源，我們是無法和它相比的。」由於「龍升」生產地板所用木材大
半係進口，近日來中共中央財政部公佈增加消費稅後，致成本已上揚 5%，「龍
升」目前的生產有點供不應求；然而，基於地板為勞力密集行業的本質很
難被機器設備所取代，而受限於公司土地面積，也很難提供外地來此打工
者住宿或住宅，工人穩定性不免受影響。「龍升」在木業未來發展方面，提
出了鞏固產品質量，在國外作出商標等目標，而為提升技術和國家林科院
及浙江林科院均有合作項目，唯為分散經營風險，「民升」、李會長一樣，「龍
升」亦有賓館方面的轉投資。

「龍升」和「民升」甚或嘉善工商聯潘敏根會長都明白表示：「嘉善人
自古即無出外打天下的習慣，故企業轉移至外地投資情形亦不普遍。潘會
長舉例道過去有將廠遷移至蘇北一帶者，不過在發現當地工人缺少敬業精
神後又撤了回來。嘉興工商聯會長和秘書長亦有相同的觀察。他們認為：「這
或許就是『小富即安』的心理反應吧！」不過，潘會長在訪談過程中倒是
強調了缺工問題日趨嚴重的說法。他說：「嘉善本地人口和外來人口幾乎是
相當的，前者計有 38 萬人，後者少說也有 23 萬人左右。」至於資本結構，
潘會長告以：「占 72%的嘉善外資為當地財政的主要支撐來源，民企則只占
28%。」整個嘉善地區大約有 4796 家企業，最大的企業年營業額約 30 億，
而年營業額一億以上者在當地就算是規模大的企業了。由於嘉善一地民企
的規模均偏小，故「非公 36 條」的影響不大。倒是外資因可享「兩免三減
半」的優惠，過去曾發生優惠期滿以新名稱重新申請或利用關係企業作帳，

12
龍昇地板係 1996 年創辦於嘉興，原屬作坊式的小工廠，2000 年後搬遷到嘉善，目前工廠佔地
60 畝，營業額 8000 萬左右，員工約 250 人，本地員工占 38%，有 7 成的產品內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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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本進貨、低單價出貨製造虧損逃避稅收的情事。

由於除木業外，十一五規劃期間嘉善地區尚期朝五金機械、電子電器
和生物醫藥等方面發展，又鑑於外商，尤其台商對當地經濟影響力不可小
覷，本次研究期間，除李會長外，我們也特別走訪目前全球最大，由台商
蔡永龍經營的晉億螺絲廠。蔡董為嘉善台商協會上一屆的會長，1995 年來
到大陸，選擇區位、運輸均具優勢的嘉善落腳。以 3000 萬美元作為開辦費，
迄今年營業額已達 10 億人民幣，淨利約 5%，員工 1600 名左右，生產自家
用、腳踏車、機車、汽車乃至飛機、鐵路等使用之各款螺絲。在訪談過程
中，蔡董非常驕傲地告訴我們：「最近完工通車的世界最高青藏鐵路所使用
的螺絲就是本公司的產品。」晉億除浙江嘉善廠外，在台灣高雄、越南胡
志明市、馬來西亞檳城、山東德州等均有設廠，可說是典型「全球佈局」
的案例。儘管如此，「晉億」在經營本質上仍徹頭徹尾的屬於家族企業。蔡
董的二個弟弟除分管高雄、越南及馬來西亞廠外，蔡董已要求其一子一女
於完成英國教育後來浙協助嘉善廠之經營。身為前任台商協會會長，初來
嘉善時曾號召 20、30 家台商一同前來，此舉不僅有助於相同產業集群之形
成，也給急於招商引資的嘉善政府作足了面子，這對晉億日後的發展自不
無助益。其實，走訪嘉善期間，到處都可以看到以「台商」命名的工業區
劃，而在參觀晉億廠時發現廠房外即有一可方便運輸原材料至港口的專用
河流。

誠然，台商在外打拼，正派經營仍為根本。這點不僅蔡董強調，現任
的台商協會李會長和阮副會長都再三強調。其實，就「打拼精神」言，台
商和浙商還真有幾分神似。當問及蔡董其行業的競爭對手時，他毫不猶豫
的說出：「競爭對手多且是在價格、通路、管理和策略等全方位的競爭。」
當台商紮根大陸日深，不論原料採購、市場以至人才調度有日趨本地化的
走勢。晉億生產線，尤其物流部門幾乎雖已全面自動化，唯生產過程仍脫
離不了勞力密集色彩。而在論及人員待遇時，他很酷地答以：「一般工人的
行情都是 800 元起跳的，是隨年資、經驗、技術才有可能提高到 1000 或 1200
元。包括幹部在內，此地的行情，一個大學畢業生很少超過 2000 人民幣的，
台幹的優勢正逐漸消失中，所以台灣的年輕人若想來大陸發展，必須摒除
當老闆心理，換言之，未來年輕人不能再立志當老闆，充其量只能當 CEO，
而且必須按大陸標準計酬。」

談及晉億未來發展展望，為保持世界第一頭銜，蔡董認為「集團化」
勢在必行，事實上，在晉億不少的廠房用地上已逐一冒出晉吉、晉樁、晉
弘、晉旺及晉正等有限公司，短期內晉億將側重於汽車螺絲的生產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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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排除在中國「上市」的可能13。

自上海提出「退二進三」及興建自浦東機場至杭州的磁懸浮列車計畫
後，嘉興靠近上海，離上海港、乍浦港及浦東和杭州蕭山機場都近的地理
位置為其贏得更多來自各方關注的眼神。研究過程中，當問及浙江省境內
11 個地級市中哪一個最具未來發展潛力時，嘉興工商聯會長和秘書長毫不
猶豫地回答：「當然是嘉興」。許會長甚至比喻：「溫州靠精氣，台州靠硬氣，
嘉興靠靈氣。」萬勇秘書長補充道：「嘉興三橫三縱14的區位格局是很難複
製的。」本地人口 150 萬，而外來人口卻高達 400 萬的嘉興市，現有 12000
家企業，其中 2000 家左右規模較大。外企一般技術含量亦較高。停留嘉興
期間，特別走訪了屬技術含量較高的「正原電氣」。這原本為一家家族企業，
經改組後，創辦人持股僅占 28%，杭州的萬向集團持股則占 37.7%，另廣東
華南通信亦有持股。「正原」雖已具備上市條件，唯認目前股價過低，正等
待較佳的上市時機。當初以 50 萬人民幣起家的「正原」，目前資產已達 2.3
億，預估營收三億，毛利 30%，淨利 10%，期許未來可成為國內通訊領域冠
軍企業。

「正原」在通訊高低壓類產品方面一應俱全，國內競爭對手為「嘉康」，
國外的主要競爭者為日、韓兩地。由於係屬高科技公司，「正原」每年投入
研發的費用為 10%，高於一般企業 3-5%的投入水平。為了和國際接軌，「正
原」很早即引入「專業經理人」制度。另除和上海、浙大、浙江工業大學
等高校進行技術合作外，每年均承攬政府高新研究項目，目前共承攬九項
國家級、五項省級項目，因此可獲得近 2000 萬元之國家創新獎金。此外，
通過高新項目的申請，可分別獲得國家、省和市級的的科研經費，且獲嘉
興銀行 5000 多萬的融資(約占資本額的一半)，故總體而言，資本來源不成
問題。

土地方面，「正原」獲得 126 畝土地，廠區後方空地，未來擬建為科技
人員社區，以吸引人才。據受訪的陳總告知：「長遠而言，『正原』未來有
可能轉型為一純『賣』技術的『高科技園』。」詢及該公司與海外同性質企
業有無發生過「購併」一節時，陳總直接了當的回答：「日本人來談過，但
沒談成。」他更進一步表示：「中國有市場，日本有技術和研發；不過以中
國生產要素的優勢看來，只要產品技術含量不高的行業，中國廠商一旦介
入，其他國際廠商必然會退出市場。」

13
晉億目前已在馬來西亞上市。

14三縱：滬杭高速、滬杭第二高速、申嘉湖高速申嘉湖高速公路、滬杭高速公路、杭浦高速公路；
三橫：南通—嘉興—寧波高速公路、蘇州—嘉興—紹興高速公路、蘇州(震澤)—桐鄉—蕭山高
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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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長遠發展，「正原」刻正透過外包某些產品，採取自動化策略逐
漸降低對勞力密集式生產的依賴。參觀「正原」實作生產線時，陳總數度
告知該公司過去除購買日本機器外，也採購過台灣的機器，買回經拆解研
發後自己組裝出更便宜更有生產效率的機器。看來模仿確為創新的第一步。

訪談過程中，我們好奇的請教陳總為何未將此一高科技廠設於江蘇蘇
州電子業聚集所在，他很快的回答，其實當初李光耀在選擇「新加坡工業
園區」地點時最早是考慮設在嘉興的。而目前嘉興也不乏電子相關產業，
如揚聲器廠等。不過，嘉興工商聯會長補充道：「基於過去的政治體制，政
府往往把比較好的產業批給國營企業經營。」言下之意，隨改革的深化，
未來體制和機制均有待更進一步的調整。

參訪「正原」的過程使個人不由自主憶起去(2005)夏走訪金華高新技
術園區時曾深入訪談「東晶電子」財務長的經過。「東晶」由電池生產起家，
逐漸轉型至生產矽晶電池(手機專用)的高科技廠家，由八位股東共同經
營，為提升技術水平，還特別延請日籍工程師駐廠指導。和「正原」類似
者在於「東晶」亦透過高新技術項目之申請，獲有政府的贊助和稅賦優惠。
不過，由於生產原料大半由國外進口，故國際匯率的變動極易衝擊到生產
成本，財務計畫自然是除了技術面外頗重要的一項管理環節。

同位於金華高新技術區內的專製箱包的傳統產業 Degre，除為中法合作
企業外，該公司亦採取專業經理人管理理念，延聘曾待過外商和台商公司
的上海人出任 CEO，另在生產技術方面，延請韓國技師長駐廠內，這些國際
化和專業化的舉措一方面固然可獲政府相關政策的獎勵，另一方面也必大
大提升企業的技術水準和國際接軌能量。(前已述及溫州的「報喜鳥」也有
類似作為。)

儘管同樣位於上海週邊，湖州招商引資暨產業發展的速度卻略遜嘉興
一籌，除因交通網絡的建設速度較慢之外，湖州外經貿局孫副局長特別指
出湖州因位於太湖之濱，自古即為「魚米之鄉」，早年絲綢業十分發達，政
府一直專注於發展絲綢行業。故和長三角其他地區相比，「湖州的招商引資
可以說慢了無錫整整五年，而更慢了蘇州整整十年。」也許正因未抓到改
革開放後吸引外資的第一道機遇，對台資，尤其是電子業台資的吸引已不
敢奢言，目前招商引資的重點反而多傾向於歐美廠商。

為迎頭趕上週邊城市，在訪談湖州規劃與建設局規劃處周處長時，他
首先提到湖州市的三大定位：(1)浙江省的歷史文化名城；(2)太湖南岸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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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的濱湖大城；及(3)長三角的工貿旅遊城市。至於產業帶則著重於：(1)
鄰杭產業帶及(2)太湖經濟產業帶的規劃。前者以接受杭州的輻射為主，輕
紡、機電和建材為主要產業，至於期待發展的電子產業目前比重並不高，
而生物醫藥的發展則稍微好些。後者則擬以休閒和旅遊產業的發展為主。
更具體言，周處長以「二三三」發展戰略涵蓋了該市未來的產業發展重點。
也即改造二個原有產業：建材產業(將集中於長興和南潯)和絲綢業；發展
三個產業：機電、化工和精密機械業；做強做大三個產業：電子電器、醫
藥和環保材料。

無論是外經貿官員抑或工商聯領導固然均強調未來二年當省內聯外公
路一一完成後，湖州地理要衝的地位將更形突顯，在對外招商引資條件方
面勢必較目前更佳。唯許多事都呈現「一刀兩刃」，田野工作過程中，也有
受訪者提及，當交通改善後，若配套條件不到位，又因位居浙江省與江蘇
交界處，會否更留不住外資，甚至國內的投資者在考量勞動力和土地成本
後，反而會轉往包括江西、安徽等地投資不無疑慮。

本研究走訪湖州期間，曾先後參觀了享有盛名的南潯建材市場、傢俱
市場與織里童裝市場。據湖州工商聯魯會長與南潯工商聯魯副會長的說
法，南潯除為一文化底蘊頗為濃厚的市鎮外，或因處交通要道緣故，自古
經商氣氛即頗濃厚。

成立於 1998 年的南潯建材市場，發韌於少數幾家販賣建材小販，其後
以「前店後廠」形式逐漸聚集，而形成今日位居長三角僅次於蘇州蠡口建
材市場的第二大建材市場。該市場產品屬中、低檔次，主要以內銷上海、
安徽和江蘇一帶為主。

至於現位於建材市場對街的南潯傢俱市場，則共有 329 家傢俱商，大
部分為來自安吉(產竹)之湖州當地人所經營，目前佔地 150 萬平方米，每
一店面每年之平均租金約兩萬元，另尚需繳 900 元的管理費和稅，管理係
委由市場自設管理公司負責。世友、久盛、永吉、方圓、四海為較具規模
廠商，其中四海和方圓係以出口為主。

前述兩市場形成之初，採取較克難方式，未顧及消防安全，更遑論空
調、電腦等較現代化配備之考量，且因擴充快速，目前印尼金光集團正投
資改建中。

此外，年產值高達 100 億，以內銷為主的織里童裝市場，共計有 7000
餘家廠商，據悉多半採銷售、加工、住房「三合一」的經營方式。「金童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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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玲瓏寶貝」為目前最大的二個品牌。織里之所以會發展成為知名的童
裝市場，據湖州外經貿局孫副局長的說法，係緣於該地區在 1970 和 1980
年代時乃以生產枕頭、棉被套起家，故童裝的配套產業於此地遂日益發展
起來，目前以內銷中國北方和西部為主。和「報喜鳥」一樣，北方銷售的
業績較佳一方面固然和天氣因素有關，另一方面則係因南方外來品牌較
多，人們視野比較開放，選擇性自然也就更高些。由外經貿官員的角度看，
目前政府一方面鼓勵該市場外銷並自創品牌，並成立了「童裝設計中心」
作為展銷、設計和創牌的平台，另一方面亦期帶動相關產業。此外，每年
九、十月間也都舉辦童裝節的活動，以拓展外銷。目前也積極推動和義大
利及法國童裝設計師的合作。另亦逐步改建市場中。以生產「羊毛衫」著
名的企業「珍貝」即由織里轉移出來的。

本研究期間亦有幸參訪了湖州知名的「久立集團」並訪問了該集團的
副總。「久立」集團之創設可追溯自 1983-1986 年間，現任周總裁擔任冶金
材料工廠廠長時與上海電纜研究所接觸且發展技術合作這段歷史。1987 年
先創辦「湖州金屬型材廠」時，原擬生產「防火電纜」，唯適時國家建設和
法規上並未有使用防火電纜之規範，而防火電纜和不鏽鋼管不論在鎔爐或
冷軋設備上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且生產防火電纜之成本投入高，故改優先
生產不繡鋼管，以其獲利挹注電纜產業的投資。「久立集團」目前在中國工
業用不繡鋼管行業中居龍頭地位，僅次於國營的太鋼(山西太原)和寶鋼。
其產品固然以內銷為主(80%)，唯在歐洲市場享有盛譽。目前營運狀況佳，
訂單已接至明(2007)年 3 月，加班情況普遍。2003 年時，「久立集團」雖已
將防火電纜這塊業務賣給了美國的泰科公司，然 2000 年前後，「久立」高
層為圖謀防火電纜的發展所採取的一連串經營策略卻是特別值得一提的。

受訪的張副總告以 2000 年之前，「久立」在防火電纜這部分的經營始
終處於虧損狀態，當時便決定採取如下若干新的發展方針：

1.對國家消防部門進行宣傳。
2.遊說建設部訂定使用防火電纜的相關規範。
3.派員前赴設計院進行推廣。

上述策略運用的成功具體落實於「久立」產品得以一順利進入了人民
大會堂。張副總的下述談話鮮活地反映出在著重公有企業的大環境下，民
營企業發展過程中的艱辛。他道出當朱鎔基得悉民營企業製品得以進入人
民大會堂的反應為：「沒想到民營企業也能生產出這麼好的產品」而同一情
境下李鵬的反應則為：「民營企業的產品靠的住嗎?」張副總云，「久立」生
產的防火電纜到 2000 年時的市佔率已達 70%，並曾在廣州白雲機場的標案
中打敗過美國的廠商，不過，2003 年底在資金調度等種種考量下仍然將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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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電纜這塊賣給了美國的泰科公司，而專注於不繡鋼管的生產。

目前「久立」的產品廣泛的應用於中國國內石油、石化、化肥、造紙、
製藥、電站和船舶製造等行業，並為國家重點工程如南京揚子-巴斯夫一體
化工程、上海賽科乙烯裝置、西氣東輸、中石化原油和中國天然氣公司運
輸鋼管等所採用。

由於具有一定的技術含量，故亦相當重視晉用人力水平。廠內技術性
工人要求必須有高中以上學歷。懂得外語的大學畢業人數比例亦不低。高
學歷者與技術人員之薪資也比一般企業略高(大學生在試用期每月即可領
到 1500-1800 元。)

「久立」很早即體認出品牌和認證的重要性，也早已享有中國境內馳
名商標、ISO90 認證及其他免檢產品證明等。受訪的張副總於訪談中頗驕傲
地提到，「久立」在國內排名第三，而海外的競爭對手也不多，主要為西班
牙和瑞士，由於國內訂單尚無法消化，故短期內並無積極性國際化的策略。
為求保證品質，「久立」絕不和溫州一些同行一樣，走削價競爭路子，同樣
為了品質，除極少部分的製程外，「久立」也不外包。而為因應日增之生產
量，「久立」除在無錫有一廠房外，在湖州正積極興建除本廠外，另二工廠
的「不繡鋼園」。誠然，大部分受訪人士對「不繡鋼園」的提法，認為只是
企業自身的稱謂；不過，當企業發展到夠份量的規模時，用地取得似已不
成問題，湖州如此，前述其他地區亦然。

此外，「久立」未外包其部分業務予週邊衛星工廠的作法一方面予人以
該企業尚未形成「產業鏈」之印象，另一方面也再次驗證浙江不少企業由
於改革開放帶來不少的機遇，似忙得尚無暇顧及其他。

隨著研究步伐由東南、西南愈向北移，吾人似乎愈能感受到不論是在
產業發展層次/技術含量或空間佈局方面似愈加提高和整齊。此於寧波、杭
州甚至紹興均可有充分體認。

提及寧波、紹興和杭州此三環杭州灣區域的主要城市，近年來最引人
注目的即連接寧波慈溪、紹興、杭州蕭山甚或海寧的四座即將先後完工的
「杭州灣跨海大橋」。這四座大橋的興建都脫離不了「接軌上海」的企圖心。
正基於此，寧波大學海運學院鄭道昌院長將之稱為「大橋效應」。其實，除
大橋外，此區域內高速公路、鐵路、磁懸浮鐵路等交通基礎建設計畫的次
第展開，如滬杭甬、寧溫、寧金、溫衢等公路網不僅打通了浙江省的南北
血脈，亦改變了過去寧波必須經杭州方可抵上海的交通瓶頸。愈來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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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認為未來幾年隨這四座大橋的開通暨寧波港和舟山港聯結工程之
完成，以上海為中心，一小時半徑為範圍，包括杭州、嘉興、湖州、紹興
和寧波在內的浙北主要城市無疑地將與上海形成明顯的「同城效應」。而以
環杭州灣區域個別城市觀之，寧波除積極佈建與舟山港的連接工程，未來
形成與大、小洋山和上海港甚或江蘇沿江的港口群，發揮長三角運輸走廊
功能外，沿大榭碼頭擬興建的石化基地、貨櫃碼頭等各項重大建設，配以
寧波舊城改造和新城建設，鄞縣大學城的開發等工程，寧波將成為承南啟
北，聯絡浙省東西的重要城市殆無疑慮。而除機場、碼頭、石化基地、大
橋、快速公路等建設外，寧波長久以來即有相當不錯的輕工製造業基礎，
雅戈爾、杉杉集團等均為中國馳名商標，於「接軌上海」意念下，這些知
名企業的總部近年來也早已遷往上海。

另一方面，浙省省會杭州，原頗擔憂來勢洶洶寧波的挑戰，唯隨蕭山
大橋(接軌上海)暨甫於最近獲國務院批准之上海-嘉興-杭州磁懸浮列車計
畫之通過，杭州在由「西湖時期走入錢江時代」城市規劃大力推動「動漫
城市」意象之形塑、高新軟體技術園區和國家級下沙工業區等計畫之次第
推展以來，杭州集人文與科技於一身的宜居城市形象日益突顯，此或許也
可解釋何以在中國眾多城市中，杭州房價始終和上海、北京同列於一個檔
次的主要原因。

本次研究過程中，吾人亦特別先後走訪「下沙工業區」與「高新軟體
技術園區」，受訪的高新區副局長陳傳迂告以 85.6 平方公里的軟體園每年
可創造 900 億的 GDP，在借重浙大、浙江美院、浙江工業大學等高校資源的
同時，似已將杭州形塑成一具創新、智慧的知識園地。以此 4000 多家產業
即可創造 900 多億 GDP，38.5 億稅收比之於溫州、台州、甚或金華、永康
一帶的企業，要生產多少雙鞋，多少萬個打火機、多少套西服和多少套家
俱，耗用多大的土地面積方能形塑類似的成績?此一來印證了不少經濟學家
(如吳敬璉)疾呼改變增長方式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卻也不得不令人聯想起
「效率」和「公平」的問題。如「東藝」周副總等所云，傳統產業在解決
中國眾多人口吃飯問題上所做出的貢獻絕不亞於高附加價值的高新技術產
業。

其實，高新技術產業的產值固高，唯據陳副局長引述高新園區大學畢
業生的平均月薪為 1000-3000 元，研究所畢業生的月薪不過 3000-5000 元，
且逐年下調中。憶起晉億蔡董提及大陸不少大學畢業生就業初期待遇不
高，經常跳槽，又因買不起房，不得不與他人分租住房的情景，與吾人心
目中的「科技新貴」的生活品質似相距甚遠。然多項調查仍顯示，杭州係
除上海、北京外，大陸大學生最愛的工作/居住地點。另一方面陳副局長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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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過去由徵收農民土地所建構的科技園，預料隨農民維權意識的提高，
未來難度勢將加大15。

肆、結語

總之，各項指標似乎均顯示不論浙江省的哪一個區域，多少均期望能
「接軌上海」或云接受上海的輻射效應。知名企業不是已將總部遷往上海
即在上海設立分廠。環杭州灣區域因各項基礎建設的次第展開和完成無論
在產業層次抑或空間規劃面向方面均將較溫台和金衢麗地區更具吸引力。

15
陳副局長指出：「最初在徵收時，政府會建小區分配給農民，農民通常一套用來自住，一套用來
出租或出售，利潤頗佳，所以一開始徵收不難。但房價上漲後，除徵收漸行困難外，有些農民
甚至故意將房子分隔成好幾個區塊或用掛瓷磚等光怪陸離的方式來騙取徵用金，所以土地徵收
變的非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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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浙江民（私）營企業：產業與空間重組機制之研究”
移地研究路徑圖

註：藍色線—2004 年 7/23-8/3 行程
紅色線—2005 年 5/12-5/22 行程
黃色線—2005 年 8/14-8/22 行程
橘色線—2006 年 3/29-4/10 行程
灰色線--2006 年 9/20-10/2 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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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浙江民(私)營企業：產業與空間重組機制之研究(2/2)
受訪者背景一覽表

專業背景
區域/城市 姓名 現職 政府

官員
都市
計畫

財經
政濟

管商
理學

業*
者

社
會

其
他 合計

編號 01
浙江大學民營經濟
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

編號 02
浙江大學民營經濟

研究中心辦公室主任
○

編號 03 浙江社科院科研處長 ○

編號 04
浙江省人民政府

聯絡辦公室
○

編號 05
浙江省人民政府

聯絡辦公室
○

編號 06 杭州市外經貿處處長 ○

編號 07
浙江社科院發展
研究中心副主任

○

編號 08
杭州高新技術(濱江)

開發區副局長
○

編號 09 杭州高新技術開發區 ○

編號 10
浙江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
○

編號 11 浙江財經大學教授 ○

編號 12
浙江財經大學
財政學院副院長

○

編號 13
浙江省民營經濟
研究中心主任

○

編號 14
浙江財經大學
財政學院院長

○

編號 15
全國工會研究會

常務理事
○

編號 16
杭州市規劃局城鄉
規劃處副處長

○

杭州

編號 17
杭州鴻鼎人工環境
設備公司總經理

○

17

編號 18 嘉興工商聯會長 ○

編號 19 嘉興工商聯秘書長 ○嘉興
編號 20 正原電子總經理 ○

3

編號 21 嘉善台商協會會長 ○
編號 22 嘉善台商協會副會長 ○
編號 23 嘉善工商聯會長 ○
編號 24 龍森地板副總經理 ○
編號 25 民升木業總經理 ○

嘉善

編號 26 晉億螺絲董事長 ○

6

編號 27 久立集團副總經理 ○
編號 28 湖州台商協會副會長 ○

杭

嘉

湖

區

域

湖州
編號 29 湖州外經貿局副局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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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0
湖州南潯開發區
招商局副局長

○

編號 31 湖州規劃與建設局
規劃處處長 ○

編號 32 湖州工商聯會長 ○

編號 33 湖州工商聯
聯絡處處長 ○

編號 34 南潯工商聯秘書長 ○

8

編號 35 金華開發區局長 ○

編號 36 Degre 箱包總監 ○

編號 37 Degre 箱包
辦公室主任 ○

編號 38 金華黨校主任 ○

編號 39 金華黨校教授 ○

編號 40 東晶電子總經理
辦公室主任 ○

金華

編號 41 東晶電子財務長 ○

7

編號 42 永康工商聯會長 ○

編號 43 永康工商聯秘書長 ○
編號 44 星月集團總經理 ○
編號 45 飛應集團總經理 ○

金華
永康

編號 46 鐵牛集團總經理特助 ○

5

編號 47 柯城開發區主任 ○
衢州

編號 48 柯城開發區主任 ○
2

編號 49 水閣經濟開發區
副局長 ○

編號 50 俊達儀表經理 ○

金

衢

麗

區

域

麗水
編號 51 雲和縣經濟貿易局

中國木製玩具城 ○

3

編號 52 大虎打火機
辦公室主任 ○

編號 53 溫州工商聯會長 ○

編號 54 溫州工商聯
經濟處處長 ○

編號 55 溫州工商聯
聯絡處負責人 ○

編號 56 溫州鞋革協會秘書長 ○
編號 57 溫州服裝協會秘書長 ○

編號 58 報喜鳥公司高級秘書 ○
編號 59 東藝鞋業副總經理 ○
編號 60 溫州中央黨校教授 ○
編號 61 溫州經濟協會副會長 ○
編號 62 溫州中央黨校講師 ○
編號 63 頂峰傢俱高級工程師 ○
編號 64 頂峰傢俱總經理 ○
編號 65 正泰集團新聞發言人 ○
編號 66 正泰集團公關副處長 ○
編號 67 德力西集團總經理 ○
編號 68 德力西集團秘書 ○

溫

台

區

域

溫州

編號 69 溫州外經貿處處長 ○

18

合計 14 1 8 1 26 3 16 69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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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森地板



29

晉億螺絲



30

正原電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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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牌打火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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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喜鳥西服



33

東藝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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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泰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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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力西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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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潯建材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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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里童裝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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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立集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