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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产业集群价值增值链升级路径比较研究

———基于浙江浦江和江苏东海的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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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价值增值链理论运用于工业地理的产业升级研究已经颇为丰富，但是，这一理论在文化产业集群

方面适用性尚有待于补充完善，例如，在象征意义浓厚的工艺美术品市场，是否存在传统产业集群优势分析

中尚未涉及到问题，如果存在，则其有哪些体现，等等。基于对浙江浦江和江苏东海水晶产业集群的比较分

析，试图探究价值增值链分析视角下两类水晶产业集群的升级路径及其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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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提出

水晶，属于稀有矿物大类，宝石的一种，石英

结晶体，主要化学成份是二氧化硅，纯净时，多形

成无色透明晶体，因其用途广泛而大受工艺装饰

品等多种市场青睐。在成因类别上，水晶大致包

含了人造水晶(也称之为水晶玻璃) 和天然水晶

两大类别。按照国家统计局《文化产业及相关产

业分类(2012)》标准，作为文化产业的一个分

支，水晶产业生产制造和加工销售从属于“文化

产品生产”门类之下工艺美术品的生产范畴，为

文化产业的有机构成部分。
在我国，水晶产业集群主要位于江苏东海县

和浙江浦江县。两地水晶产业都具有一般产业

集群特质。只不过，前者主要从事天然水晶，后

者主要从事人造水晶。有意思的是，东海和浦江

两地在同一时间获得“水晶之都”的封号。总体

而言，这些年，东海和浦江两地的水晶产业发展

都较快，也都衍生出不少经济社会问题。而且，

对于东海和浦江而言，水晶产业都是它们的支柱

性产业之一。“水晶之都”也是两地对外宣传的

一张好名片。基于对东海和浦江两地水晶产业

演化历程与优劣势的比较分析，本文尝试以价值

增值链理论为出发点去解答两地水晶产业集群

各自可能的升级路径，借此讨论希冀其有助于拓

宽价值增值链理论在文化产业范围的适用性。
二、核心概念和分析框架

( 一) 价值增值链

价值增值链( value added chain)，适宜反映

价值链具体环节部分的增减变迁，这一术语当为

科洛特在其论文“全球战略设计:竞争和比较的

增值链”中所提出:价值增值链是技术、原料和劳

动在生产环节的融合，经由组装形成商品之后得

以进入市场交易和消费，终而实现价值增值，在

此过程中，企业在价值链可能的位置取决于其核

心竞争能力的大小
［1］。该定义的要义在于强调，

在价值链生成过程中，哪些经营活动和技术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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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决定所有，哪些外包给了其它企业，这些不同

的经营活动分布在哪里
［2］。实际上，关于价值链

及其如何增值，波特也指出，增加附加价值的创

造与保护是价值链的核心经济活动，不同产业的

价值创造过程可能不一样，而且，每个环节在价

值创造和增值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其中，可以创造最大价值的环节被称之为“战略

性环节”，基于此战略性环节之上的资源优化配

置对于企业实现价值最大化和竞争优势极其

重要
［3］。
( 二) 文化产业集群

截至目前，整体而言，国内事关文化产业集

群的系列讨论中很少见到相对系统的理论模型

和分析框架。例如，倘若从集群性质、要素、功

能、竞争力以及集群内价值链构成等角度去考

察，如波特关于集群界定的阐释，国内其实并无

多少真正实现产业化意义之上的文化产业集群，

遑论文化化意义之上社会效益的实现了。而倘

若将国内水晶产业集群置于文化产业议题加以

审视，则可以见到其已经初步具有了文化产业集

群的一些基本特质。
以笔者有限的阅读去观察，国内关于文化产

业集群暨治理实证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有:刘蔚认

为“文化产业集群是以国际大都市为集聚点，以

柔性的生产组织网络为生产模式，并嵌入到突破

公司界线的个人关系网络中的集群网络”［4］。
周国梁从外部经济效应、创新效应以及交易成本

降低效应三方面对文化产业集群的定义进行了

界定，认为文化产业集群研究包括文化产业集群

研究、文化产业区位研究、文化产业园区研究以

及文化城市研究
［5］。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这

其中，严俊关于深圳大芬油画村的分析当是一个

典型案例，也是较早以经济社会学视角开展文化

产业研究的一个示范，其博士论文从广义市场过

程出发，提出了一个“价值—价格”关系的互动

分析模型，并以此市场分层模型去分析艺术品交

易的现实过程和不同的运作逻辑，丰富了原有经

济学视角下的艺术品市场研究
［6］。李敢和刘米

娜提出了一个以“两翼推进”与“五星共建”互动

为标志的运作模型，对文化产业集群运行机制与

内在的转型升级行动逻辑予以了分析，指出文化

产业集群具有集群的一般特征，但也具有一般工

业产业集群所欠缺的内容，即其具有可以同时面

向经济发展、文化参与和社会融合相协调共生的

特质
［7］。
综上可见，文化产业集群不同于一般工业产

业集群的一大特征即在于，其既可以体现于拉动

经济增长，也可以体现于推动社会文化发展的转

型，还 有 助 于 民 众 生 活 质 量 和 区 域 形 象 的

提升
［8］。
( 三) 分析框架

依据上述研究宗旨和核心概念的界定，本文

提出的分析框架为，在一定程度上，地方文化产

业集群升级路径可以循沿一个“产业资本—商业

资本”交织互动的分析模型予以调试。当然，关

于此分析框架的构建，其既是基于对科洛特的价

值增值链与加里·格里芬等人提出的全球商品

链理论(Global Commodity Chain，GCC) 关于产业

升级阐述的修订改造
［9］，也是对国内一些文化产

业集群的实际发展状况的综合与提炼，例如，一

方面，致力于产业全球一体化视角下对某特定地

理范围内价值链各类组成活动的聚焦，以突出产

业链条的组织化、产业地理位置特殊性、当地社

会地方属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融合，另一方

面，希冀借此分析框架进一步去探讨东海和浦江

水晶产业集群升级而可能选择的路径，以及在推

动当地经济社会合作发展中可能发挥的功能和

作用。
三、案例研究: 两个“水晶之都”的强与弱

( 一) 浦江水晶产业演化历程、成就与问题

1． 浦江水晶产业演化历程和成就概况

浦江县，位于浙江中部，隶属于金华市，素有

“书画之乡”、“中国艺术之乡”、“水晶之都”等美

誉，其水晶工艺品产量占据国内同类产品生产总

量的 80%以上，市场占有率多年保持在 60% 以

上，为全国最大的人造水晶产品集散地。21 世

纪初，中国水晶博物馆的建成和中国水晶首届博

览会的召开都成为浦江水晶产业发展骄人业绩

的写照。
浦江水晶产业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中期

的山区乡村家庭磨珠作坊，历经十年左右的摸

索性发展，到 90 年代中期，开始了规模性水晶

灯具和水晶工艺品生产，从而为当地水晶产业

大繁荣奠定了基础，并掀起了千家万户做水晶

的热潮。大概又经历了十年左右，即从 90 年代

中期到 21 世纪初期，是浦江水晶产业继续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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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时期，例如，受益于浦江既有绘画等民间工艺

底蕴的影响，除了原有水晶灯饰品之外，花卉首

饰等各类水晶工艺产品开始繁荣，同时，这期间

也是发展问题逐渐暴露的时期，例如“地下加

工户”一 度 是 正 规 企 业 的 两 倍 以 上，“僧 多 粥

少”和不计成本的恶性竞争等行业秩序混乱问

题相继浮出水面
［10］。官方媒介甚至为此专门

发 文 呼 吁“浦 江 水 晶 产 业 已 经 到 了 生 死 关

头”［11］。而最近十年则是浦江水晶产业曲折行

进的十年。尤其是到了 2013 年，浙江省委省政

府发出“五水共治”的强势治污声音，“五水共

治”政 策 出 台 开 始 倒 逼 浦 江 水 晶 产 业 转 型 升

级，浦江水晶产业也因此需要痛定思痛，否则，

将不可避免地走往下坡路。
2． 浦江水晶产业发展演化产生的问题

(1) 环境污染

浦江水晶产业集群具有浙江条形块状经济

的一般特征，量化规模经济依然是其最大特质。
只是这种量化规模经济优势的代价也相对沉重，

首当其冲的就是环境污染问题。例如，在生产制

造过程中，水晶玻璃( 人造水晶) 加工过程中诸

如噪声、粉尘以及铅类物质污染等一直为民众所

诟病，因此，尽管浦江县的水晶产业产值一直较

为可观，但其环境污染问题也非常严峻。
(2) 业态芜杂混乱

由于人造水晶行业入门门坎相对较低，“家

家生火、户户开灶”现象一度在浦江县内遍地开

花。依据浦江经贸局 2010 年的一组数据，浦江

县共计有 12800 多家水晶产品加工单位，但有工

商营业执照的只有 2332 户，在这其中，照章纳税

者为 2118 户。如此下去，恶性竞争和环境污染

之类的负外部性势必无人承担，同时，众多杂乱

劣质加工作坊的生产经营也势必引发当地水晶

产业整体性的混乱无序，结果导致浦江水晶产业

整体上呈现缺失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产品结

构单一、工艺技术相对滞缓落后、附加值低、品牌

意识不强等亟待转型升级的问题。
(3) 衍生出足以影响当地经济社会稳定的

破坏性力量

多年来，“低、小、散、乱”的水晶市场已经成

为浦江当地发展转型面临的一个较为严重的经

济和社会问题，这是因为，在浙江省内，水晶产业

为经济并不突出的浦江县的三大产业支柱之一，

且行业所涉人员庞杂，总从业人员达 10 万以上，

占据浦江人口总数的 1 /3 左右。在这其中，相当

一部分从业人员为来自浙江省外的外来务工人

员(也有来自浙江省内、浦江县外的人员)。这

些人员起初大都曾在浦江当地水晶企业打过工，

往往工作一两年后，便从各自家乡拉一帮人马陆

续在浦江租房开始自立门户。浦江在环境整治

过程中，这些人员一度采取不合作态度，而且，当

地多起上访和群体事件中都有这些从业人员的

身影。
因此，相对于地方文化制造业集群发展而

言，浦江水晶产业集群尽管带来了当地工艺品市

场一时的繁荣，但同时也正有鉴于其产品整体尚

位于价值链中低端，产品的高品质和“高文化”
意义价值均相对缺失，从而使得浦江水晶产业集

群面临迫切的升级压力，如果再不改革，则很难

在既有基础上实现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 二) 东海水晶产业演化历程、成就与问题

东海县，位于江苏省东北部，总面积 2037 平

方公里，总人口 116． 24 万人(2011 年数据)，全

国百强县之一(2012 年—2013 年)。东海县是全

国最大天然水晶专业市场和世界性天然水晶原

料买卖集散地，其天然水晶储量大概为 30 万吨

上下，且品质优良，号称“东海水晶甲天下”。
东海水晶产业正式发迹于上世纪 90 年代

初，当时一块名为“哈雷彗星”天然水晶的命名

及其商业运作开启了东海水晶产业新时代，①正

是凭借其独特的审美观赏型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东海水晶产业逐渐由工业用途向珠宝玉石、收藏

典当等方向过渡，而在此之前，东海水晶主要应

用于工业。
如今，水晶产业为东海县重要经济支柱之

一，全县从事水晶产业人员超 20 万，水晶企业

3000 多家( 未包括家庭式小作坊)，大多为中小

型家族企业，年产值超 100 亿元。2012 年，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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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水晶石命名取自现今“石来运好”水晶工艺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景强先生的创意，朱号称“水晶收藏第一人”也是东海水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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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



水晶荣获“长三角最具影响力旅游地理标志产

品”称号，2013 年，东海水晶成功晋升为 20 个

“江苏符号”之一，其它荣誉称号还有“中国观赏

石之乡”、“中国珠宝玉石首饰特色产业基地”、
“中国水晶之都”、“中国政务商务礼品基地”等。
近年来，以“国际知名水晶之都”营建为目标，东

海水晶产业正在向“品牌集聚化、销售连锁化、产
业规模化、服务提升化”方向努力前进。当然，东

海水晶产业发展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龙头企

业匮乏，品牌知名度有限，家族式管理的小企业

扎堆，以及滥竽充数的欺蒙坑骗事件也时有发

生，等等。
不过，总体而言，在一系列东海水晶节推动

下，以开采、买进、加工、旅游为一体的东海水晶

产业正在由加工制造业向水晶文化创意产业

过渡。
四、东海和浦江水晶产业集群升级路径的

比较分析

( 一) 东海和浦江水晶产业差异性比较

基于以上介绍阐释，东海水晶产业和浦江水

晶产业除了分别主要从事天然水晶和人工水晶

这一差异之外，还存在其它一些差异，例如，在从

业人员方面，前者大约在 20 万以上，且多为本地

居民，后者为 10 万以上，且其中不少为外来人

员;在地方财政贡献方面，前者已经超过 100 亿

元，后者大约为 20 亿元左右;前者由于主要从事

天然水晶经营，其环境污染问题远低于后者，也

因此较少发生因环境整治而导致的诸种抵制或

上访事件;前者尽管不如后者有着良好的民间艺

术功底，但在市场经济中善于进取，积极开拓国

际市场，例如，在自己开采之外，还从国外海量进

口，且其工艺水准基本可以紧跟国际潮流，因而，

在水晶产业知名度方面，东海要高于浦江。另

外，也正由于两类水晶产业模态上具有差异性，

相对而言，东海水晶产业的文化气息更重些，例

如，东海水晶已经成为“江苏符号”之一，再如，

东海系列水晶节的举办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其

行业的发展壮大，而且，为了扩大影响，东海县政

府将其驻地前的马路都更名为“晶都”路了，以

便于向外界宣讲证明其“水晶之都”的实力。
而相较于东海水晶产业的发展状况，就浦江

水晶产业发展而言，总体发展很不均衡，小而杂

的企业规模、相对滞后的技术和设备等因素造成

浦江水晶产品档次的参差不齐，这类限制性因素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浦江水晶产业整体的进一

步发展。而有效遏制( 无证照) 家庭作坊的繁衍

当为浦江水晶产业发展的一项工作重点，这是因

为，这类家庭作坊多倾向于采取竭泽而渔生存方

式，往往不择手段去抢占市场，例如偷工减料和

恶性压价，既冲击了合法企业的正常经营运作，

也肆意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环境，还衍生了其它不

少问题，例如偷税漏税和劳动用工安全无保障

等。为此，要促进浦江水晶产业的再振兴，当务

之急是对产业结构展开相应调整，规范市场运

作，着力培育知名品牌和龙头企业。为推动浦江

水晶产业由传统条形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

的转变，浦江已经采取了个转企、园区集聚、市场

展销平台拓展和严格行业标准等措施，致力于

“集中治污、园区集聚、产业升级”的提升之路，

计划通过水晶产业园区建设，以求达到集聚化和

规模化产业效应，从而推进当地水晶产业的市场

主体转型、产业布局优化和竞争力的提升
［12］。

( 二) 东海和浦江水晶产业升级路径差异性

比较

从文化产品价值生产角度去衡量，文化产业

观念价值的重要性完全不亚于其经济价值
［13］，

因此，布迪厄所言文化产品的“魅力思想”( the
charismatic ideology)其实正是文化产业适宜创造

“高文化”(high-culture) 的一种体现
［14］，这一点

假如反映在水晶产业价值链构建方面，则正是对

水晶产品高附加值的追求了。
当然，从价值增值链去审视，论及产品附加

值创制，涉及原料采购、产品设计、订单处理、生

产加工、批零销售、物流运输、渠道广告以及对最

终用户的支持与服务等环节。通常而言，价值链

升级路径一般为，从生产环节向研发和营销环节

延展，即从劳动密集逐渐向资本、技术方向密集，

或者向信息和管理密集方向过渡，但这其中可能

忽视了一个合适的“切入点”，例如，是否需要在

做好中游生产制造的基础之上，再在上游价值链

(如设计和科技创新) 与下游价值链( 品牌和销

售渠道拓展)方面下大功夫呢? 如何识别和夯实

各自在价值链中的“战略性环节”呢? 有鉴于

此，基于以上东海和浦江水晶产业发展模式差异

性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两地水晶产业升级路

径还存在着一些具体性差异，这些差异大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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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1． 为推进水晶商品价值链增值，就驱动力

而言，东海水晶产业升级适宜采取以“商业资本

为主而产业资本为辅”的价值链升级路径，而浦

江水晶产业升级则适宜采取以“产业资本为主而

商业资本为辅”的价值链升级路径。
2． 就核心能力建设而言，东海适宜采取以

设计、市场营销为主的策略方针，而浦江适宜采

取以生产和研发为主的策略方针。
3． 与此同时，高价值研究设计和加工、营销

与金融服务组合当为东海水晶产业主要的前进

方向，而规模、数量与技术利益依然应当是浦江

水晶产业主要的前进方向。
4． 就产业特征而言，东海水晶产业适宜在

范围经济方面持续发挥优势，浦江水晶产业适宜

在规模经济方面持续发挥优势。
5． 就产业辅助支撑体系建设而言，东海水

晶产业适宜于以贸易为主线，以营销网络拓展产

业升级空间并在此基础之上打造区域品牌，而浦

江水晶产业适宜于以投资为主线，在生产弹性专

精基础之上打造区域品牌。
进而言之，结合上文提及的“产业资本—商

业资本”交织互动的分析模型( 此处具体体现为

“商业资本为主而产业资本为辅”与“产业资本

为主而商业资本为辅”两个类别)，就东海和浦

江两地水晶产品价值增值链升级而言，二者驱动

力模式的不同直接关联着各自核心能力建设选

择的不同，核心能力建设选择的不同又直接关联

着各自竞争优势的差异性，因此，两地水晶产业

高附加值的生成位置并不能简单按照产业集群

升级一般理论关于从中游向上下游延伸的“微笑

曲线”化路径去运作。例如，对于浦江水晶产业

而言，除了直接向上下游提升路径之外，可以尝

试采取增大价值链中部环节弹性的路径，即在生

产制造层面做精做细，推进水晶产品价值链的扁

平化，以相对“弱势”自巩固方式去争取更多的

附加值。如此以来，可以着力于生产设备的及时

更新和工艺水准的持续性进步，从而有助于推动

经由工艺流程升级去推进产品价值链中加工流

程的效率;或者，浦江水晶产业还可以通过对既

有产品的改进与新产品的引进去推进产品升级，

以助于增加单位产品价值，从而在获取有保障市

场基础之上增强竞争能力。

对于东海水晶产业而言，有鉴于其较为成熟

的商业运作，为提高其附加值，可以对价值链中

的环节进行再组合，比如增进营销和设计环节比

重，以新的功能代替既有的功能，即以功能升级

方式去提升自身在行业价值链中的位置。而且，

从东海水晶行业发展成熟性特质去观察，越来越

多的文化艺术元素开始融入到该地水晶产业的

发展大潮中，例如，对水晶赋予生命力和象征性

内涵的文化体制的逐步深化，水晶文化在当地已

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又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

阐释了水晶行业的特性和底蕴，二者构成了补充

性发展关系，因此，对于东海水晶产业价值增值

链升级而言，还可以适当采用链条升级模式，妥

善有序地将其水晶产业的能力更好运用于水晶

文化产业，推进加工制造型价值链向文化创意型

价值链—这一价值量更高的产业形式过渡。
五、讨论和结论

作为饰品产业和工艺礼品行业的一个类型，

以水晶饰品为标志的各类水晶产品在一定程度

上既是一种“物质文化”的体现，也是一种“观念

文化”的体现，例如，其不单是一个新经济的增长

点，还可以折射出在满足基本需求之外，人们对

于时尚和更高生活品质的诉求，而从社会学角度

去理解，这一点恰恰正是社会进步变迁的一个风

向标，如可以得到长期良性发展，将有助于促进

经济发展、社会融合及文化参与之间的互利共

赢，这也正是文化产品类产业集群和一般工业产

业集群在社会效应等方面的一个基础性差别。
东海和浦江，两地在水晶产业领域都取得了

不错的成绩，但也都面临着进一步升级发展的空

间。二者一个是天然水晶之都，一个是人造水晶

之都，一个在产业价值链中拥有“市场标识”优

势，一个在产业价值链中拥有独特的加工制造能

力，即二者在水晶产业价值链中具有的“战略性

环节”各有千秋。因而，在水晶产业价值增值链

升级过程中，东海和浦江两地适宜依据自身优

势，对水晶产业价值链中相关环节进行有机重

组，以便于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和更大的商品价

值。也正由于东海和浦江各自于水晶产业价值

链中价值创造、价值增值环节和过程的不同，以

及相应资源优化配置与各自竞争优势实现路径

的不同，于是，不论是在原料采购、产品设计和订

单处理环节，抑或是批发经营、终端零售和物流

—5—



运输环节，两地在水晶产业价值增值链升级和相

应附加值创制过程中，并不可以简单地依循价值

链理论，机械地采取从生产环节向研发和营销环

节拓展的路径，进而去片面地追求某些功能的优

化，而诸如经由中游制造环节努力以提升价值链

弹性或以功能升级提升自身在价值链中位置等

都是可借鉴的升级路径，同样有助于推进产业价

值增值和价值创造链状结构的优化。值得一提

的是，上述两地水晶产业价值增值链的升级路径

之间并非相互孤立的关系，也不宜单一进行，而

“组合式”升级路径可能更为可行，这也正是本

文提出以“产业资本—商业资本”交织互动分析

框架为理论基础去剖析两地水晶产业价值增值

链升级路径可行性的动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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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Value Added Chain Upgrading Path on Crystal Clusters
———Based on the Cases between Pujiang County and Donghai County

Li G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China)

Abstract: Application of value added chain theory on general industrial upgrading has been quite rich． However，the ap-
plication in terms of cultural industry cluster is still yet to be perfected，for example，in the field of arts and crafts market，
which is strong symbolism，the issue has not been involved well． Whether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industry clusters considering the application of value added chain theory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or not． If they are and what are
they． Based on the cases between Pujiang County and Donghai County，the paper aims a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value
added chain on the upgrading paths of Crystal clusters．

Key words: value added chain; cultural clusters; crystal industry; pujiang; do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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