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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转移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格局的重要因素，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伴随着制造业空间结构

的变化。研究消费品制造业区域转移的特征有利于分析产业特性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消费品制造业空间转移总

体上呈现先向沿海地区集聚后向内陆地区扩散的特征，并遵循长三角—珠三角—北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的变化

趋势。分行业来看，劳动密集程度高、集聚程度高的行业，其空间转移发生得也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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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格局与产业发展】

一、引言

产业转移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格局的

重要因素，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伴随着制造业

空间结构的变化。20世纪 90年代初，由于区域的

非均衡发展，区域差距扩大，表征区域经济发展水

平差异的跨省人均GDP标准差由 l989年的0.228上

升到 2005年的 0.256，2005年之后区域差距出现转

折性变化，由此前的上升趋势转为下降趋势，跨省

人均GDP标准差下降到 2008年的 0.249，2012年又

进一步下降到 0.219。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制造

业总产值占全国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1989年的

33%下降到 2003年的 24%，此后该比重转而上升，

2007年上升为26%，2012年上升为30%。

制造业空间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

具有一定的同步性，这意味着分析区域间产业转移

对于理解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并对制

定区域政策和产业政策具有参考价值。区域间产

业转移研究包含诸多内容，主要有：第一，区域间产

业转移模式及路径研究。从区域的产业相对份额

变化或者区域内发生的企业进入或退出等角度，研

究产业在国内不同区域的变化。第二，区域间产业

转移的产业特性研究。分析产业的区域间转移是

要素成本敏感型还是贸易成本（运输成本）敏感型、

是本地市场需求型还是外部市场需求型、是价值链

紧密型还是价值链松散型，从而确定产业转移的特

性。第三，地方政府激励机制对产业转移的影响研

究。不同的地方政府面临不同的约束和激励，我们

可以简化地认为有两种类型地区，分别面临着结构

优化和速度追求的激励，在较为正式的非合作博弈

框架下，讨论地方政府的激励对产业转移的影响。

针对国内产业转移的早期研究主要围绕梯度

转移展开，梯度转移的观点认为产业的区域转移应

该按照中国经济总体布局的东、中、西部三大地带

顺序展开，但也有许多学者质疑梯度分工理论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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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对于指导产业转移实践的

有效性，提出了反梯度理论（李国平等，2008）、推拉

力模型（魏后凯，2003）和网络型产业转移（赵张耀

等，2005）等转移模式。随着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

许多学者愈加关注“雁阵模式”理论，如蔡眆等

（2009）分析中国不同区域间生产效率和单位劳动

成本的差异，发现内陆省份比沿海省份拥有更高的

TFP增长速度，因此提出中国可以通过地区间“雁阵

模式”产业转移的方式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继续保

持竞争优势。Zhang（2009）在研究资本在省际之间

流动时发现，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东部地区

资本有向中西部地区流动的现象，这表明从资本视

角的大国内部“雁阵模式”产业转移现象已经发

生。曲玥等（2013）利用 1998—2008年制造业规模

以上企业数据，通过计量发现，2004年以前制造业

一直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而在此之后集聚效果减

弱，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的趋势，认为“雁阵模式”在中国已经出现。大量研

究表明，过去30多年国内产业主要处于不断向东部

地区聚集的过程，但也有研究发现，以2004年为界，

制造业集聚的拐点已经显现（范剑勇等，2013）。
尽管对于国内产业转移的研究已经较多，本文

仍希望在以下 3个方面有所增益。第一，针对目前

主要是围绕工业或制造业区域间转移总体状况的

分析，本文将重点分析消费品制造业的区域间产业

转移，选择消费品制造业的原因在于消费品制造业

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最先向市场开放的，市场发

挥的作用比较大。第二，在细分产业的层面上，将

更加有利于分析产业特性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尤其

是对于市场影响较大的消费品制造业。第三，本文

将分析 1980—2012 年消费品制造业的转移，包括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数据，可以更清晰地了解金

融危机之后中国区域经济的变化情况。

二、产业转移的基本分析框架

从微观层面来看，产业转移反映的是厂商选址

变化的过程。从传统的增长理论和贸易理论来看，

影响厂商选址的主要因素是要素成本的差异，尤其

是不可流动要素的成本。正是因为不同区域要素

禀赋的差异导致了要素成本的差异，同时不同类型

的产业或者是同一产品不同生产环节（或者是产品

生产价值链的不同部分）生产技术的差异决定了企

业的最优要素组合的差异，进而厂商需要通过空间

上的选址来促成要素最优组合实现成本的最小化。

从新贸易理论和空间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要

素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影响企业选址的因素主

要有市场规模和贸易成本。当贸易成本足够高（或

者说足够抵消规模效应）时，地区之间企业的分布

取决于各自的市场规模；而当贸易成本足够低时，

规模效应（包括企业内、产业内和产业间的规模效

应①）的收益已经超过贸易成本，此时企业就会选择

集聚，市场规模大的区域将受益。这里的贸易成本

既包括物理运输成本，也包括制度层面的成本，如

税收与补贴、区域保护与壁垒等。

一般来说，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要素的相

对价格存在较大差异（见图 1）。一方面，对于经济

较为落后的地区来说，由于产业发展的滞后以及较

低的收入水平限制了人力资本的提升，存在大量过

剩的非熟练劳动力，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很低，因

而劳动力成本很低；另一方面，经济越落后的地区

其资本品的价格越高，同时缺乏相应的专业技术人

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的边际生产

率不断提高，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为有限供给②，

劳动力的价格不断上升③。与此同时，随着生产率

的提升和技术、人力资本的积累，资本品和技术的

相对成本不断下降。从长期来看，除劳动力、资本、

技术等要素外，土地、环境等不可流动要素对企业

选址、区域产业的发展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通

常，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土地的边际生产率越低、可

用环境容量越高，因而土地成本、环境保护的机会

成本也越低。

不同产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从要素的密集

程度来看，可以分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密集型

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从产品

的形态来看，有些行业产品是用于最终消费的，属

图1 不同地区要素相对成本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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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消费品；有些行业则属于中间投入品产业或资本

品产业。从可贸易程度来看，有些行业属于可贸易

部门，有些行业则属于不可贸易部门，而且可贸易

部门中对外依存度也存在很大差异。从产业分工

位置来看，有些行业属于上游产业，如原材料的加

工行业；有些行业则属于下游产业，如复杂制成品

的生产行业。此外，随着产品复杂性的提高以及跨

区域企业的推动，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不断发

展和深化，产业内不同产品和同一产品生产过程中

不同环节也可以表现出前面分析的不同特征。

当然，除前面两方面的因素外，需求侧的影响

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封闭经济（或者贸易保护成

本足够高）情况下显得更加重要。一般来说，随着

收入水平的变化，消费结构表现出一些普遍的规

律，如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服务消费比重的提升

等。这种消费结构的升级也是产业结构变化和企

业选址的重要影响因素。

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供给和需求侧的微观

要素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产业之间在技术水平、产

品特征等方面表现出特殊的产业特征，两者之间存

在优化组合和匹配的过程，而这一优化组合过程的

变化决定了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表

现出的不同特征。

因此，从空间和宏观角度来看，这种不同区域

不同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的变化过程就表现为产业

的空间转移（见图2）。因此，一方面，区域自身供给

和需求侧微观要素的变化决定着产业在空间转移

过程中的角色；另一方面，产业特征的不同也决定

着产业空间转移特征的不同，如转移的阶段和过程。

三、数据基础及观察指标

本文主要收集和整理 1980—2012 年 31 个省

（市、区）27 个制造业部门的分行业数据，采用产

业比重变化和产业集中度来衡量地区的产业相对

转移状况和具体产业空间分布集中度的变化情况。

1.数据基础

首先，收集和整理 1980—2012 年 31 个省（市、

区）27个制造业部门的分行业数据，所依据的数据

来源主要有3种：第一，1980年、1984年和1985年的

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1985年工业普查资料》，

这也是目前能够找到最早的比较全面的分区域分

行业的制造业数据，共 31 个制造业部门。第二，

1987 年之后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工业统计年

鉴》。其中 1988 年的《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包括 16
个制造业部门数据，1989—1997年的《中国工业统

计年鉴》包括28个制造业部门数据，而1998年之后

的《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包括 20 个制造业部门数

据。第三，在《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的基础上，本文

通过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国研网数据

库、WIND 数据库予以补充和扩展。其中中国统

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提供了 1999—2011 年 29 个

部门的两位码制造业数据，其余数据则来自国研

网数据库、WIND数据库。将这 3类数据进行整理

合并从而得到1980—2012年④的分区域分行业的制

造业数据库。从指标的角度来看，目前主要收集了

两个指标，分别是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由于

2007年之后国家统计局不再公布工业增加值，本文

主要采用工业总产

值数据。

其次，参考蔡

昉 等（2013）的 做

法，将所有制造业

划分为劳动密集型

产业和资本密集型

产业，根据 2008 年

经济普查发布的分

行业全部工业（含

规模以上和规模以

下所有企业）指标

测算出分行业的劳

中国消费品制造业区域转移的特征研究

图2 产业转移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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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固定资本，低于制造业平均值的为劳动密集型制

造业，高于制造业平均值的则为资本密集型制

造业。

再次，按照 27个制造业的制成品用途划分，可

分为消费品制造业、中间投入品制造业和资本品制

造业，其中的13个行业归为消费品制造业（见表1）。

2.观察指标

产业转移的研究方法和观察指标很多，既有直接

方法，如产业重心分析法、产业比重变化分析法，也有间

接方法，如优势产业分析法、产业集聚指数法等。本文

主要采用产业比重变化和产业集中度两个观察指标。

第一，产业比重变化。该指标主要是通过计算

各地区相应行业增加值占全国该行业增加值比例

的变化来衡量地区的产业相对转移状况。

S1
ij >0S0

ij- ，存在产业相对转入

S1
ij <0S0

ij- ，存在产业相对转出

其中，0、1分别表示前后两个不同时点，Sij表示

地区 i的 j产业占全国该产业的比重。

第二，产业集中度。通过产业集中度指标可以

清晰地看出具体产业空间分布集中度的变化情

况。测量产业集中度的指标比较多，如熵指数、赫

芬达尔系数指数、胡弗系数、EG 指数和基尼系数

等。本文主要采用CR指数，计算公式为：

CRkn＝ΣXki / ΣXki

n

其中，CRkn表示产业k在前n个地区的集中度，Xki

表示产业k在地区i的工业增加值，N表示全部地区数。

四、中国消费品制造业的区域转移特征

消费品制造业呈现先集聚后扩散的趋势，2005

年以前产业转移以东部地区内部为主，2005年以后

则主要向中部地区转移。以内需为主的消费品制造

业和出口型消费品制造业表现出不同的转移特征。

1.消费品制造业空间转移的总体状况

消费品制造业空间转移总体上呈现先向沿海

地区集聚后向内陆地区扩散的变化趋势，即消费品

制造业首先向长三角和珠三角内部集聚，然后向北

部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转移和扩散。从整体的变

化情况来看，可以分成3个阶段。

第一，20世纪80年代，消费品制造业的空间布局

没有大的变化，但区域内的产业转移较为明显。尤其

是1988年以前四大板块的消费品制造业比重没有太

大的变化，变化最大的是西部地区，其消费品制造业

比重提升了1.6个百分点，而东北地区的消费品制造

业比重则下降了1.5个百分点。这个时期各个区域内

的产业转移非常明显，且这种转移主要发生在东部地

区，尤其是长三角。具体来看，上海是主要流出地，江

苏、浙江、广东等则是主要流入地。1980—1988年，上

海的消费品制造业占全国的比重下降了5.4个百分点，

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消费品制造业第一大省下降至

全国排名第4位；江苏、浙江的消费品制造业占全国的

比重则都提高了近4个百分点，江苏更是发展成为全

国消费品制造业第一大省；广东的消费品制造业占全

国的比重提高了2.5个百分点。

第二，20世纪80年代末到2005年，四大板块之间

的集聚速度加快。这一时期，随着东部地区的快速发

展，消费品制造业的东部地区聚集度大幅提升。1988—
2005年，东部地区消费品制造业占全国的比重提高

了17.6个百分点，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

区消费品制造业占全国的比重则分别下降了6.6个

百分点、5.9个百分点和5.1个百分点。从行业集中度

（Concentration Ratio，CR）来看，排名前5位省份的行

业集中度（CR5）大幅提升（见图3），由1988年的43%
提高到2005年的61.7%，且这些省份全部在东部地

区，不过不同的是福建替代上海跻身前5名。从各省

份相对份额的变化来看，产业转移的大致趋势是长

三角—珠三角—北部沿海地区。

第三，2005年至今，集聚度大幅下降，开始向中

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转移。这一时期，产业集聚程度

开始逆转，出现了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和东北地

区扩散转移的趋势。2005—2012年，东部地区消费

品制造业占全国的比重下降了 14 个百分点以上，

表1 消费品制造业包含的国民经济行业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其他制造业
家具制造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纺织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食品制造业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烟草制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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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的比重基本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水平相

当。与之相对的是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消费品制

造业占全国的比重大幅提升，同期这两个区域分别

提高了 8.3个百分点和 4.0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消

费品制造业占全国的比重虽然也有提高，但幅度有

限。从各省份额变化来看，河南赶超福建跻身前 5
位。除山西外，中部地区其他 5省的消费品制造业

占全国的比重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提升最多

的是湖北，其消费品制造业占全国的比重累计提高

了 2.5个百分点。另外，东北地区消费品制造业占

全国的比重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尤其是辽宁提

升了2.1个百分点。

2.消费品制造业分行业空间转

移的特征

第一，集聚程度较高的行业，空

间转移的时间也较早。尽管消费品

制造业内部绝大多数部门都经历了

先集聚后扩散的趋势，但这些部门

之间在集聚程度和产业从集聚地区

向其他地区扩散的时间点上存在较

大差异。如文教用品、纺织服装制

鞋业拥有很高的集聚程度，较早出

现产业转移；造纸、食品加工制造业

等集聚程度较低，则较晚出现产业

转移（见图 4）。从集聚程度来看，

文教办公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皮革羽毛和制鞋业、

服装制造业以及纺织业出现了非常高的空间聚集

程度，近十年来CR5都在 70%以上。其中，文教办

公和娱乐用品制造业集中度最高，近10年来CR5平

均值达到85%，峰值年份甚至接近90%。同时从集

聚程度的变化来看，除文教办公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外，这些行业的CR5都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其

中皮革羽毛、制鞋业提升最多，其CR5由20世纪80
年代初的40%提升至2003年的将近80%，集中度翻

了一番，近些年虽然有些下降，但仍达 67%。与这

些行业不同的是，造纸及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

中国消费品制造业区域转移的特征研究

图3 1980年、1988年、2000年、2005年和2012年消费品制造业CR排名前5位的

省份及其比重

图4 消费品制造业各行业CR5变化趋势

注：图中CR5为三年移动平均数据。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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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

精制茶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等行业集中度相对较

低。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

和精制茶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等 4个行业的集中度

最低，基本都在50%左右。而且这些行业还有一个

特点，过去 30多年行业集中度变化不是太大，特别

是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第二，劳动密集程度越高、集中程度越高的行

业，越早出现空间转移。对比消费品制造业各行业

的要素密集程度可以发现，自然资源密集程度越高

的行业，区域集中度越低，如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

业与烟草制品业；除这些资源密集程度较高的行业

外，其他的消费品制造业劳动密集程度越高，集中

程度也越高，相应越早出现产业转移，如皮革、毛

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在21世纪初集聚过程就

出现了转折趋势（见图5）。

图5 消费品制造业分部门要素密集程度、CR5峰值出现年份

注：气泡大小显示CR5峰值。

第三，对外依存度较高的消费品制造业向与沿

海地区邻近的内陆地区转移。消费品制造业不同

部门的消费市场对象有很大的差异。一方面，农副

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以及烟草制品业等 4个消费品制造业以内需为主，

主要销往国内市场，这 4个行业的平均国内市场依

存度达 89%⑤；而其他的消费品制造业则主要销往

国际市场，尤其是纺织服装、服饰业，该行业的国际

市场依存度高达 59%。消费对象的不同直接影响

着行业的集聚和扩散过程，有着不同的集聚或扩散

方向。下面以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为例，分析面向

国际市场的消费品制造业的集聚和扩散转移过程。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的空间分布非常集聚，该

行业20世纪80年代主要集聚在长三角和环渤海地

区，之后进一步向东部地区集聚。2008年金融危机

之后这一趋势有所改变，开始由长三角向环渤海地

区以及中部地区转移，这一期间长三角纺织服装鞋

帽制造业占全国的份额下降了13个百分点，而中部

地区和环渤海地区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占全国的

份额则分别提高了 8个百分点和 2.5个百分点。另

外，需要指出的是，福建是东部地区的一个特例。

20世纪 80年代末以来，福建的纺织服装鞋帽制造

业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的趋势，即便是金融危机期间

也没有改变这一趋势，其占全国的份额由 20 世纪

80年代末的 1%左右上升至近年来的接近 9%。而

且从图 6区位商的数据来看，福建纺织服装鞋帽制

造业的相对比较优势始终位居全国前5名之列。金

融危机对其影响不是太大的原因在于，福建的纺织

服装鞋帽制造业不仅依托国际市场，同样也依托国

内市场，其产品销往国内其他省份的比重达到

43%，超过了出口所占的 42%的份额⑥。福建纺织

服装鞋帽制造业的情况说明国内市场对产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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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的影响已经越来越重要，同时也说明产业内部

价值链的升级对于保持产业竞争力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以内需为主的消费品制造

业更多地向消费市场所在地和资源

富集地区转移。食品制造及烟草加

工业⑦与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的市场

对象不同，国内需求占约90%。就食

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而言，产业空间

格局的变化比较清晰。从区域布局

变化来看，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没有

大的变化，一直到 2004 年前后呈现

出向东部地区集聚的微弱趋势，在之

后又开始慢慢扩散。比较 2012年和

1980 年的区域分布状况，我们可以

发现，一方面如前所述，该行业主要

是内需主导，因而与沿海地区的区

位关系不是很密切，而且该行业的

许多产品不适合较长时间的运输，

因而跟国内市场的区位条件十分密

切；另一方面该行业的产品大多属

于资源密集型产品，有的产品以农

作物作为基础原材料，因而与农产

品生产发达的地区存在密切联系，

有的产品需要独特的地理条件。正

是由于这两个原因，该产业相对比

较分散，不太容易高度集聚，如图 7
所示其CR5都在 50%以下；另外，其

自然资源密集的特点使得其区位变

化不大，区位商前 5 名在过去的 30
多年间都没有显著变化。从产业转

移的趋势来看，主要还是向中部地

区和东北地区部分省份转移，如近5
年来，湖北和辽宁食品制造及烟草

加工业占全国的份额分别提高了 3
个百分点和 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

是中国的粮食主产区，属于原材料

的来源地；而中部地区人口规模大、

人口密度较高，恩格尔系数较高，而

且距离东部地区非常近，因此属于

消费市场所在地，且与主要消费市

场紧密相连。

图6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CR5及区位商的前5名

数据来源：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区域投入产出表，作者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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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a

图6b

图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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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产业内的规模效应称之为本地化经济，产业间的规模效

应称之为城市化经济。②这正是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所揭

示的内容。③斯托尔伯—萨缪尔森定理也从贸易的角度揭

示了这种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机理。④缺少1981年、1982年、

1983年和 1986年的数据。具体而言，就是将棉纺业与纺织

业合并为纺织业；将石油加工业和炼焦、煤气及煤制品业合

并为石油加工与炼焦业；将橡胶制品业和塑料制品业合并

为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将普通机械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

业合并为机械设备制造业；将汽车制造业和铁路、船舶、航

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合并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经过归并整理最终得到了27个部

门的制造业数据库。2013年的工业企

业统计口径有较大变化，未纳入计算

范围。⑤这里的国内市场依存度计算

公式为出口/（国内最终消费+出口）。

⑥这一数据是基于2007年福建投入产

出表计算而得，考虑到近些年国际市

场的疲软，国内市场的份额会进一步

上升。⑦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

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以及烟草

制品业等 4个消费品制造业统称食品

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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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Transfer of Chinese Consumer Goods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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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ial transfer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regional pattern. The change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pattern is accompanied by the change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transfer of consumer goo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helpful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on industrial transfer. On the whole, the spatial transfer of consumer goo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irst gathering in the coastal areas and then spreading to the inland areas, and follows the changing trend of
Yangtze river delta-Pearl river delta-northern coastal areas-central re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the spatial
transfer of industries with high labor intensity and high concentration degree occurred ear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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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b
图7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CR5及区位商的前5名

数据来源：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区域投入产出表，作者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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