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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产业“集群式”海外直接投资与国际市场势力拓展

———理论与基于江苏电子信息产业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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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企业乃至地方产业集群均被以片段的形式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地方产业获取

利益的多少由其国际市场势力决定，这就决定了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在开展海外直接投资时必须考虑国际市

场势力的构建。集群式海外直接投资是拓展地方产业国际市场势力的有效途径，通过成本分担机制、风险分

担机制、集群优势集中机制、内部耗散规避机制以及信息分享机制促进国际市场势力的拓展。为了使得这些

机制得以有效发挥作用，需要转变地方产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注意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并需要政

府提供政策支持。基于江苏电子信息产业的实证考察也支持本文的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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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全球价值链( Global Value Chain) 分析框架

将世界经济中的每一个产业分割成紧密联系的

片段化区域模块，这些片段化区域模块尽管在地

理位置上彼此分割，但通过跨国公司的信息链、
物流链、资本链以及技术链紧密相连，使得跨国

公司可以充分运用世界各国乃至各地方的比较

优势，实现成本的极小化。这些被融入到全球价

值链的区域化模块就是地方产业集群，这种治理

模式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

价值链，主动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并进一步

促进地方乃至国家经济结构转型提供了条件。
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通常会利

用其在资金、技术以及营销手段等方面的优势控

制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而将低附加值环节转

移到发展中国家，因此长期来看中国的地方产业

集群很可能会实现价值链的低端“锁定”。地方

产业集群突破这种低端锁定的根本手段在于主

动“走出去”拓展自身的国际市场势力，通过对

价值链“微笑曲线”两端的攀升来提升其在国际

市场中的价格影响力。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战

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即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并嵌入全球电子信息

产业价值链条中。江苏是中国的电子信息产业

聚集地，在主动承接跨国公司价值链转移的过程

中，江苏逐步形成了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然而在

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江苏电子信息产业也

逐步显现出“大而不强”的特征，这与江苏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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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产业整体缺乏国际市场势力的现实是相一

致的。基于这一现实，在被动接受跨国公司价值

链转移的同时，主动走出去向价值链的高附加值

环节延伸，通过海外直接投资拓展市场势力就成

为江苏电子信息产业的必然选择。然而，以拓展

产业集群整体市场势力为战略目标的海外直接

投资与单个企业的市场寻求、资源寻求乃至技术

寻求型的海外直接投资相比，具有更高的要求。
简单而言，单个企业的分散式投资模式难以满足

地方产业集群国际市场势力构建的战略目标，而

需要通过集群内部企业之间协同配合、产业层面

的规制乃至政府政策协调下形成集群式投资，由

单个企业为主体转变为地方产业集群为主体开

展对外直接投资才能够实现整个产业集群的国

际市场势力拓展，这种以地方产业集群为主体的

海外直接投资模式即为“集群式”海外直接投

资。本文接下来将首先阐述分散式海外直接投

资与产业集群国际市场势力拓展之间的不适应，

在此基础上对集群式海外直接投资对地方产业

集群国际市场势力拓展的促进作理论解释，进一

步以江苏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例进行实证考察，

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集群式海外直接投资拓展地方产业国

际市场势力的理论机制

当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为

两种: 企业自身的利益寻求动机和政府主导的政

策推动，这两种动因的海外直接投资均为以单个

企业为主体的分散式海外直接投资，并未形成产

业集群内部的分工协作。在这两种模式的海外

直接投资中，前者在巨大的国际市场风险面前，

很可能导致单个企业望而却步，在很多领域缺乏

国际化经营的先行者; 而后者则可能在政府的政

策推动下形成企业海外投资行为的一哄而上，形

成产业集群的内部耗散，浪费我国当前并不充裕

的国际化经营资本，而产业集群式海外直接投资

则可以避免以上现象的发生。具体而言，集群式

海外直接投资推进地方产业国际市场势力拓展

的理论机制包括以下几点。
( 一) 国际市场开拓成本分担机制

在所有国际市场进入模式中，海外直接投资

模式是成本最高的一种。海外直接投资的成本

包括高昂的固定投入、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

以及后期的合约履行控制成本等，尽管通过其他

模式进入国际市场可以降低这些成本，但要在国

际市场获取以价格控制能力为基础的利益分配

控制权，只有通过海外直接投资。单个企业的分

散式海外直接投资常常难以担负如此高昂的成

本，这会阻碍很多资金实力不够强的国内企业进

入国际市场，而少数具有实力的企业在国际市场

的单打独斗显然难以获取整个产业集群的国际

市场势力。集群式海外直接投资可以在地方产

业集群内部形成内源式融资渠道，为集群内部开

展国际化经营的企业提供更为充足的资金，分担

其高昂的国际化经营风险。这一机制不仅可以

增强国际化经营主导企业的资金实力，也可以通

过内源式融资渠道为不具备国际化经营的产业

集群培育和形成具备国际化经营实力的国际企

业，增强产业集群的整体经营实力。
( 二) 国际化经营风险分担机制

单个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与国内市场开拓

相比，面对的市场竞争要更加激烈，相应的就要

承担更多的风险，包括国际政治风险、汇率风险、
文化融合风险、人力资源风险、品牌风险、营销风

险等，而中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均普遍

缺乏国际化经营的经验，单个企业面对如此多的

风险并不能应对自如，甚至可能因为这些风险的

存在而使得很多国内企业放弃开展海外直接投

资。不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显然无法有

效拓展国际市场势力，在全球价值链中只能被动

接受跨国公司的安排。开展集群式海外直接投

资可以有效的分担这些风险，以产业集群代替单

个企业面对复杂的国际市场竞争，增强单个企业

开拓国 际 市 场 的 动 力，减 小 单 个 企 业 的 潜 在

损失。
( 三) 产业集群优势集中机制

与发达国家开展海外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

相比，中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并不具备

普遍的竞争优势，而更多的是基于与发达国家相

比的比较优势，这些比较优势甚至不体现在单个

企业身上。裴长虹等( 2010 ) 指出中国企业在对

外直接投资中占主体地位的是国有企业，这些企

业在我国并不占大多数，因此这些企业的对外直

接投资行为不能代表我国企业的整体优势。我

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依据的是国家特定优

势，包括政府良好的政策引导优势和产业集聚形

成的集聚优势。由此可见，通过集群式对外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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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可以有效的规避我国企业在分散式海外直

接投资中所不具备的国家特定优势，而可以将产

业集群的优势包括劳动力成本优势、外部规模经

济优势、产业协同优势等发挥出来，从而使得我

国地方产业可以整体借助海外直接投资拓展国

际市场势力。
( 四) 产业内部耗散规避机制

前文已经述及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

分为政策促进动因和企业自发利益寻求动因，当

前从数额来看，前者占多数，但从发生频率来看，

后者显然更多。企业基于自发的利益寻求动因

开展的海外直接投资很容易形成恶性竞争，单个

企业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

构中很容易将不多的利润耗散掉，不能有效的积

累国际化经营的动态优势。通过集群式海外直

接投资可以在产业集群内部进行分工协作，有优

势的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开拓国际市场，无优

势的企业则专注产品生产，提高产品生产规模和

质量，发挥各自特长并各取所需，以产业集群整

体的国际市场势力拓展带动单个企业的国际市

场势力构建。
( 五) 信息共享机制

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活动，需要广泛深入

的国际市场信息，不仅包括需求信息、市场竞争

信息，更包括难以获取的国际政治变化、技术变

化、国际资本流动等广泛而复杂的信息，这些显

然不是单个企业可以广泛获取的，只有通过政府

机构、行业协会等的积极参与，才能为产业集群

中的每个企业提供这些信息。
三、基于国际市场势力拓展的集群式海外

投资组织形式

前文已经得出基本结论，分散式海外直接投

资难以通过单个企业的分散式投资建立企业国

际市场势力，产业集群的国际市场势力更是难以

建立。因此只有开展集群式海外直接投资才能

够充分发挥地方产业集群的集聚优势，从而通过

产业集群的国际市场势力构建带动单个企业的

国际市场势力拓展。与分散式海外直接投资相

比，集群式海外直接投资如果要达到拓展地方产

业国际上市场势力的战略目标，需要从产业层面

设计一套科学合理的组织架构，将产业集群、政

府机构、集群内企业均纳入到这个架构中，才能

有效发挥地方产业集群在国际市场的集群优势，

拓展整个集群的国际市场势力。本文将从集群

式海外直接投资的主体选择、集群内部成员分工

和政府角色定位及政策选择三个方面建立一个

集群式海外直接投资的组织框架。
( 一) 主体选择

集群式海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不是单个

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因此集群式海外直接投资不

可以单个企业为投资主体，而应该是产业集群整

体为投资主体。本文认为产业集群的成员应该

包括本产业内规模不同的各个企业、配套产业的

企业、政府产业管理机构以及行业协会等产业协

调机构。在集群式海外直接投资中，这些机构均

应参与进来，将海外直接投资行为由单个企业的

分散式自主行为转变为产业发展的整体行为。
通过产业内部成员的分工协作，减少内部耗散，

提高海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效率和成功率，才可以

提升产业的国际市场势力，使每个企业的利益得

到最大化。
( 二) 集群内部分工

1． 建立行业协会等协调机构

行业协会是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同时也介

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民间机构，是联系政府

与企业，同时也是联系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不可或

缺的机构。在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行业协会

已经成为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充分利用国际

惯例规则并积极面对国际经济争端的不可或缺

的组织。在海外直接投资中，行业协会同样需要

扮演行业市场信息搜集调研和提供、协调企业与

企业之间关系以及国际经营风险评估和建议的

作用。当前我国企业开展国际经营的过程中普

遍发挥作用的是全国性行业协会，这与产业集群

的区域性并不相符，需要突出地方行业协会的作

用，甚至在协调地方产业集群内部企业关系中应

当以地方行业协会为主。在集群式海外直接投

资中，行业协会同时需要承担协调企业对外直接

投资行为，避免盲目竞争性的海外直接投资行

为。具体而言，行业协会需要协调好不同规模企

业在海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指导和说服中小企

业避免盲目开展跨国并购等成本高、成功率低的

海外投资行为，为大型企业的海外投资提供信息

支持。
2． 集群内企业的分工

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因规模的不同，在资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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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技术优势以及管理和营销经验方面均存在显

著的差别，在开展海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大企

业的实力强，抗风险能力强，而中小企业却具有

灵活多变的特征。因此，在不同类型的海外直接

投资中大中小企业应该有所甄别，各取所需。对

资金、技术、营销管理经验等要求高的跨国并购、
绿地投资，应该成为大企业的选择，而中小企业

应该选择实力要求较弱的非股权安排的投资。
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等大规模海外直接投资

中，大中小企业也应该相互配合，协作进行。本

文认为，在大规模海外直接投资中，大中小企业

可以通过共同出资，按资分配收益和承担风险。
大企业承担海外投资的大部分，吸收中小企业进

来可以为其分担风险，分摊成本; 中小企业也有

机会参与国际化经营，并获取国际经营的经验，

有机会成长壮大。在投资领域上，大企业可以投

资于研究开发、市场开拓等领域，而中小企业可

以广泛的投资于生产加工领域。
3． 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的分工

产业集群并非单一的产业，除生产该产业产

品的核心企业外，还包括为核心企业提供配套的

上下游企业，这些企业也应该纳入到集群式海外

直接投资的分工体系中。在产业集群内，配套企

业为核心企业提供了技术支持、资金支持以及营

销、渠道支持，核心企业国际市场势力的拓展离

不开配套企业的配套支持。在海外直接投资中，

配套企业也应该积极配合核心企业，核心企业可

与配套企业合资组建技术研发机构、分销渠道、
营销组织等，在增强自身海外经营能力的同时，

分摊海外经营的成本，而配套企业也可以分享海

外经营的收益。
( 三) 政府角色定位及政策选择

1． 建立产业管理机构

产业管理机构与行业协会相区别，是政府行

政性管理机构，通过行政命令管理产业集群内的

所有企业。当前我国中央各部委以及地方政府

各部门主要设立的是大的产业管理机构，并未细

分到具体的产业集群管理机构。在产业集群的

管理中，各地方政府应结合本地经济发展的特

点，针对本地具有代表性的产业集群设立专门性

的管理机构，做到管理专业化，建议合理化，政策

科学化。
2． 提供国际市场信息服务

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所需信息除需求信息外，

还包括广泛的国际政治信息、文化信息、资本流

动信息以及汇率信息等，这些通过企业的市场调

研很难准确获取，政府可以通过驻外使领馆、海

外派驻机构以及与其他国家的长期交往获取较

为准确的信息，将之提供给企业，指导企业做出

正确的海外投资决策，提高投资的成功率，降低

投资风险。
3． 提供政策支持

一是提供金融支持。当前中国企业海外直

接投资融资渠道较为单一，很多企业甚至会因为

融资问题而缺乏走出国门的动机。政府提供的

金融支持不会成为企业海外投资金融资源的主

体，但可以为企业的海外投资动机提供动力。政

府可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产业集群式海外投

资提供直接的融资支持，并通过行政命令为可以

促进地方产业结构提升的整体性海外投资行为

提供融资支持，同时政府还可以为企业的海外投

资融资行为提供担保，帮助企业获取金融资源。
二是提供财政支持。地方政府可设立专项

资金，鼓励企业在国外设立研发机构，鼓励跨国

工程承包合作和劳务合作，给予这些企业以直接

的财政补贴; 为中小企业的联合投资提供直接的

资金支持，以财政资金作为中小企业联合的启动

资金; 为集群式海外投资行为提供税收减免措

施，降低其走出国门的财政负担。
三是简化外汇审批手续。尽管我国当前对

企业用汇已经简化了很多审批手续，但仍存在较

长的审批周期，以产业集群形式开展的海外投

资，其实很难成为资金外逃的工具，对这种形式

的海外投资完全可以进一步简化审批手续。
四、基于江苏电子信息产业的经验研究及

启示

江苏是中国的电子信息产业聚集地，在经历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后，江苏省内的电子信息产

业正在经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升; 物联网、液

晶显示、集成电路等领域近期的快速进展显示，

在苏南电子信息产业的带动下，江苏正不断向电

子信息产业的高端市场迈进。目前全省共拥有

1 个国家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4 个国家级电子

信息产业园、12 个省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15 个

省级电子信息产业园，形成了沿江沿沪宁线信息

产业密集带，4 家省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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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江苏电子信

息产业集群发展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产业的整体

布局，江苏陆续出台《江苏省软件产业促进条

例》、《江苏电子信息产业十二五规划纲要》、《江

苏省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纲要》，对江

苏电子信息产业的集群式发展进行整体协调。
江苏电子信息产业的集群式发展和海外直接投

资的存在，有以下几点经验可供借鉴:

( 一) 壮大骨干企业规模

着力推动企业规模上台阶。继续组织实施

软件产业“十百千亿企业培育计划”，建立重点

企业联系制度; 抢抓今后几年智慧城市建设和特

色电子商务、软件服务化、移动互联网服务、云计

算、物联网等新型业态快速发展的机遇，鼓励企

业加大研发投入，促进企业做大做强。
( 二) 鼓励兼并重组

促进要素向优势企业集中、向行业龙头企业

集聚，鼓励优势企业整合国内资源，拓展产业链，

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主业突

出、行业领先的大企业集团建设成为百亿元级行

业龙头企业。支持企业“走出去”兼并或参股拥

有先进技术、知名品牌、核心专利、人才团队和营

销渠道的海外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增强国际竞

争力。鼓励金融机构对电子信息企业重组给予

支持。①

( 三) 深化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

既要坚持走开放式创新道路，深化国际科技

合作和交流，又要加快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重点支持和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使企业

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技术投入、创新活动、创新成

果应用的主体，促进全产业链整体升级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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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 ith Local Industry's
“Cluster”and Expanding of International Market Forces
———Theory and Empirical Ｒesearch Based o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of Jiang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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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divis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 enterprises，local industry cluster were embedded in global value chain
as a fragment． The interests of the local industry is determined by its international market power． That determines the local in-
dustrial cluster in China must consider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forces when conducting overseas direct invest-
ment． Cluster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expand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power of the local industry，

through the cost sharing mechanism，risk sharing mechanism，the advantage of cluster concentration mechanism，internal dissi-
pation hedging mechanism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mechanism． In order to make the mechanism to effectively play a role，need
to change the body of the local industr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pay attention to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subjects，
and need the government to provide policy support．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in Jiangsu
province also supports the idea of this article．

Key words: cluster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power;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in Jiang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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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江苏省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纲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