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经济发展在我国地方政府的激励函数中占据

重要位置[1]。产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和

产业集群是地方政府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

本文将产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和产业集

群统称为区域产业发展平台。政府设立区域产业发展

平台，组建专门管理机构提供服务，制定和实施各种产

业发展政策吸引企业入驻，从而实现政府效用函数中

的经济发展目标。关于区域产业发展平台的文献，主

要分析政府产业政策体系、平台内不同类型经济主体

的协同机制或者园区管理的不同模式，且大都将政府

视为一个外生变量进行处理。而现实中政府在支持区

域产业发展上具有显著的投入和产出回报特点，政府

的产业管理能力、模式和结果各不相同，政府管理能力

和区域产业发展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目前已有文献

尚未对这一特征进行理论分析。

本文借鉴平台理论，将政府视为一个内生变量，

通过分析平台建设—企业入驻—集聚外部性实现—

平台外部性内部化这一收益机制，阐述区域发展平

台运行的规律。

1 区域产业发展平台的平台特征

区域产业发展平台作为一类特殊的平台，既具

有平台的一般特征，又具有自身的特征。平台是一

种现实或虚拟的场所，通过引导双方或者多方主体

进行交易，并从中收取适当的费用实现收益最大

化。现实中的平台实际上不再是由上游供应商和下

游需求者之间的交易关系所构成的单边市场，而是

由平台提供交易场所，两类或者多类用户通过平台

实现供需相互协调而构成的双边或者多边市场。平

台的本质是提供一定功能的开放公用系统，向接入

平台的双边或者多边提供通用的服务。理论上，平

台研究与非对称定价、网络外部性和平台间竞争密

切相关[2]。

区域产业发展平台的基本特征是为入驻的经济

主体提供统一和共用的硬件基础设施与软件基础设

施服务，平台内经济主体通过相互协同和交易实现

共同发展。区域产业发展平台在吸引企业入驻、促

进产业集群发展等方面具有鲜明的平台特征，下面

分别从非对称定价和平台接入、网络外部性、平台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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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等方面阐述产业园区的平台特征，并给出园区所

具有的空间集聚性、复杂性和平台嵌套性等特殊性

质。

1.1 非对称定价和平台接入

平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如果一方对平台没有需

求，则另一方的需求也会消失，平台必须解决双边接

入的问题。平台为召集双边接入，首先通过向一方

群体提供低价接入，甚至通过负定价形成一方的规

模，这样就鼓励了另外一方参与平台的积极性[3]。通

过这种逐个击破的策略，平台能够培养双边客户接

入的兴趣，推动平台成功运行。由于平台接入各边

对平台的需求弹性不同，或者各边接入平台带来的

外部性不同，平台通过对需求弹性较大或外部性较

强的一边制定较低的价格，有助于平台整体利润的

最大化[4]。这种不对称的定价策略，会影响接入各边

的决策及平台竞争力。

产业园区吸引企业入驻同平台吸引各边接入的

逻辑完全一致。产业园区建设初期，为提高园区的

吸引力，园区经营方通过土地政策、税收减免、人才

政策等优惠措施为入驻企业制定低价策略。有三类

企业对产业园区的规模形成和网络效应的发挥具有

重要作用，是非对称定价的主要对象。一是园区建

设早期入驻的企业，有助于推动园区尽快形成规模；

二是主导企业或者大型企业，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和

空间溢出效应；三是能够弥补园区产业链缺失环节

的企业，促进园区产业关联效应的形成和放大。园

区通过有意识地运用非对称定价策略，有助于园区

尽快成形和快速发展，实现政府经济发展和税收增

加的最大化。

1.2 网络外部性与空间集聚效应

接入平台的各边用户的交易行为存在相互影

响，一边用户是否接入平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另

外一边是否也接入该平台，新接入用户更愿意选择

原来用户数量较多的平台。因为接入的用户越多，

潜在的交易对象就越多，该平台对新接入用户的效

用就越大。这种效应之所以称其为网络外部性，是

由于用户数量增加而产生的规模经济。平台外部性

可分为同边外部性和异边外部性。从竞争的角度而

言，同一边的平台用户，尤其是买方用户互为竞争

者，新卖方用户的加入给早先加入的卖方带来了威

胁，具有负外部性；但是从平台成本分担的角度，新

加入用户也有益于先加入用户。异边用户外部性是

买（卖）方用户接入给卖（买）方用户带来的价值增

加。平台网络外部性的存在具有锁定效应，提高了

已接入用户的退出成本；这种外部性还会形成吸引

中心，吸引规模较小平台用户进行平台转移，具有自

然垄断和先入优势的特征，新进入者很难与在位者

进行竞争。

产业园区作为一个平台，其外部性体现在区域

品牌和空间集聚效应两个方面。产业园区通过吸引

相互协同的企业进入后，生产成本下降，质量提高和

产品创新在需求者一方形成共同信誉，吸引更多的

买方前来购买，这将进一步促进产业园区的发展。

产业园区区域品牌的体现之一是专业市场的建立，

体现了园区平台整体的外部性特征。区域品牌形成

的基础是产业园区空间集聚效应的实现，这是园区

平台所特有的性质。入驻同一产业园区的企业，在

地理上邻近，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信息成本和交易成

本；同类企业之间通过知识溢出和创新竞争，提高了

所有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企业、研究机构和服务企

业之间通过价值网络的协同作用，推动整体效率提

高。产业园区网络外部性和集聚效应的提高，同样

会形成吸引中心，集聚周围的生产要素加速向高效

率的园区平台集聚。所以地方政府总是期望通过非

对称定价和先入策略建立起平台的规模优势和集聚

优势，在区域经济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

1.3 园区平台复杂性和平台嵌套性

相对于市场中的商务型平台，政府搭建的产业

发展平台的复杂性要高。首先是主体的异质性，包

括政府、政府设立的平台管理组织、企业、研究机构、

金融机构和其他服务机构等。其次是结构的层次

性，政府区域产业发展平台包含区域宏观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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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观的产业发展特点，微观的各类经济主体。

再次是关系的非线性，园区平台所在区域、产业、企

业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平台各边管产学研之间的

关系，具有因果循环关系和协同演化关系。最后是

发展的动态性，产业平台的形态、功能以及企业之间

的关系都随着时间和环境变化而演变，具有动态复

杂性。平台的嵌套性就是复杂性的一个表现。对于

区域整体而言，地方政府通过提供各种类型的公共

产品，为企业和居民提供生产和生活的环境，是基础

性平台；政府为促进产业发展，设立产业园区平台；

产业园区平台向企业提供服务，建立金融平台以便

金融机构和企业进行交易，建立创新平台促进机构

和企业进行研发，建立人才平台为人才供需提供服

务，建立专业市场协调产品供需。这种在基础性平

台上设立数个服务型平台的平台嵌套体系，为产业

发展提供了完善的服务支持，也给政府带来了经济

增长和税收利益。

图 1 展示了区域产业发展平台的总体框架结

构。首先政府对区域产业发展平台进行规划，制定

产业发展支持政策体系，成立专门组织进行平台硬

件和软件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区域产业发展基础性

平台。区域产业发展的复杂性要求平台在资金、人

才、技术创新和其他服务方面具有完备性，因此在基

础性平台上嵌套了各种服务性平台，即金融平台、人

才平台、科研平台和其他平台。基础性平台和专业

服务性平台通过服务质量吸引生产企业、金融机构、

科研机构和服务企业接入，促进接入的各类主体发

挥网络外部性和集聚外部性，并将这种外部性进行

内部化，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和平台建设的目标。

2 区域产业发展平台的构建与发展阶段

从静态角度而言，产业发展平台需要建立完善

的通用服务体系。从上文分析看出，市场交易平台

主要通过促进沟通和交易实现收益，政府产业发展

平台通过促进产业发展实现收益。产业发展平台通

过提供通用的服务，促进产业发展并从中获取税收

收入，需要努力吸引各类经济主体使用该平台。区

域产业发展平台服务对象包括企业、研究机构和服

务机构，需要资金、技术、知识和人才等多种资源，平

台需要协调市场内部关系和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完

善的设施和服务体系对提高平台效率至关重要。政

府通常建立专门的区域产业平台管理机构对平台进

行运营管理，如园区管委会。由于涉及对象的复杂

性，平台成立公益性或商业性运营的特殊目的性质

公司，分别管理平台服务的重要领域业务，如主管土

地开发公司、主管技术创新的公司及主管投融资管

理的公司；每个公司在性质上是一个子平台，为总平

台上各方提供专业服务。政府、平台管理体系和接

入平台的各类企业共同构成区域产业发展平台系

统。

区域产业发展平台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在

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规律，针对各阶段关

键任务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吕政和张克俊（2006）
认为，我国高新区的发展经历了要素集聚、产业主

导、创新突破、财富凝聚四个阶段 [5]。本文从平台理

论出发，将区域产业发展平台的阶段划分为平台规

划建设阶段、各边接入阶段、协同发展阶段和转型升

级阶段（见图2）。
平台规划建设阶段。由于区域产业发展平台具

有网络外部性和企业间规模效应，企业等经济主体

必须预测哪个区域的产业发展平台会得到广泛接

入。这种预测首先体现在对平台规划的要求上。规

划主体单位的级别越高，平台的级别越高，意味着政

府投入到平台的资源越多，就越能吸引企业接入。

规划是区域产业发展平台定位和筹划阶段，产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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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区域产业发展平台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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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发展的路径依赖性决定了规划作为初始条件，具

有重要影响作用。规划通过分析外部发展环境和竞

争环境的特征与趋势，结合区域内部资源条件，决定

平台类型和产业类型，并对平台服务体系和发展次

序进行可行性设计。规划的制定和公布还能起到向

各边传递信号的作用，引导各方对平台发展形成较

高的预期和接入激励。

平台各边接入阶段。平台初步发展阶段的主要

任务是吸引尽量多的经济主体，形成规模成为首要

的任务。平台既需要企业接入，也需要大学、研究机

构和服务性企业接入。为了在初期吸引各边接入，

平台实行非对称定价，能否制定各种优惠措施，取决

于接入方所带来的外部性大小。早期进入的企业，

示范效应和外部效应明显的大型企业，能够补齐产

业链环节的企业，是非对称定价的主要对象。平台

通过税收、土地、租金等非对称定价，实现产业发展

要素类型的初步集聚。许多区域产业发展平台在该

阶段未能完成各类要素的集聚，不能为进一步发展

提供基础状态。

各边协同发展阶段。实现平台接入各方相互作

用而产生的正外部性，是区域产业平台建设的重要

目标。政府认识到产业发展中存在外部性，采取措

施推动这种外部性的实现，并将这种外部性进行内

部化。政府采取的行动包括：协助构建完整的产业

链；搭建公共交流平台，促进信息和知识共享；推动

企业间建立价值网络和创新网络。该阶段的主要任

务是实现管产学研等主体之间产生协同效应和集聚

效应。部分区域产业发展平台存在的问题是“集而

不群”，未能实现平台的正网络外部性[6]。

平台转型升级阶段。区域产业发展平台进行转

型升级受两个因素的驱动。首先是区域间产业发展

平台的竞争，提高本区域的产业竞争力。其次是企

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激励。平台为保持竞争优

势，实现更高层次的外部性：一方面需要创新平台发

展模式，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另一方面需要推动企

业的升级与创新，提高在整个价值链分工中的地

位。部分区域产业发展平台由于路径依赖，处于价

值链低端的锁定状态。

3 政府管理平台的能力培育与知识创新

以往关于政府产业政策的分析都将政府视为外

生变量，其制定产业发展政策、支持产业运行体系的

能力和知识都是假定不变的。区域产业平台发展将

政府视为内生变量，政府支持产业发展的能力与知

识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学习和积累，具有动态性。区

域产业发展平台目标的实现，需要政府像企业一样

进行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增强区域间平台竞争的

优势。我国产业园区和高新区在实际运行过程中，

路径依赖、体制惯性、低端锁定、同质竞争等现象比

较普遍[7]；外部竞争环境变化和产业发展升级需要区

域产业发展平台的成长，这对政府和平台的能力提

出了要求，具体包含推进知识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和

进行管理创新。

推进知识管理。政府扶持具体产业的发展，需

要具有的相关知识包括具体产业环境知识、产业知

识、政府产业政策知识；除通用性知识外，政府还会

通过实践和积累形成本区域政府促进产业发展的独

特知识与能力；政府还需要从外部学习和借鉴最佳

产业实践知识和专家知识；通过对政府组织中显性

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界定与应用，改善政府的服务流

程 [8]。在平台发展的规划设计阶段、各边接入阶段、

各边协同发展阶段和转型升级阶段，不同阶段对政

府知识的要求存在差异，平台管理者需要总结内部

知识，并同平台外部组织进行知识交流和共享，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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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管理知识创新。

提高服务质量。具体产业中企业的入驻和产业规

模的壮大需要政府提供良好的服务，在面临其他区域

竞争约束下，政府需要提供差异性的、具有优势的服

务，这要求对服务质量进行管理和提高。服务质量是

指政府产业政策满足产业发展的程度，包括建立产业

阶段目标实现的保障体系、硬件结构和软件结构，并对

这些结构进行操作使期望目标得以实现。

进行管理创新。平台提供的服务是所有企业生

产的通用性投入，先进的管理能够促进企业发展、技

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加强平台管理创新可以建立新

的优势，为平台各主体发展提供动力。管理创新一

方面要降低平台接入各边的交易成本，构建精简、高

效和全面的服务体系，激发企业和科技人员入驻与

创新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平台要同政府部门、科研机

构、外部平台建立价值网络，并推动平台内部各类主

体之间价值网络的形成。

4 案例分析——苏州工业园区

苏州工业园区是地方政府促进区域产业发展的

成功案例，连续多年在我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综合竞争力排名中位居第二名。苏州工业园区是中

国、新加坡两国政府的合作项目，连续多年实现经济

高速增长，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为1 330亿元。苏州

工业园区具有鲜明的平台特征，对其进行分析有助

于加深对区域产业发展平台运行机制的理解。

4.1 发展阶段

规划建设阶段。1995年园区开发之初，中、新双

方互派专家借鉴新加坡和国际先进城市规划建设经

验，共同制定了富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的园区发展总

体规划，编制实施了 300多项专业规划，协调布局了

工业、交通、商贸、居住、景观等各项城市功能，确立

了“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的科学开发程序

和“执法从严”的规划管理制度，保障园区发展的高

起点。

平台接入阶段。自园区成立后，根据“不特有

特，比特更特”的政策导向，苏州工业园区制定了吸

引企业和机构入驻的优惠政策体系，先后引入了三

星、日立、富士通等工业企业，大中型银行机构和东

南大学苏州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形成了齐全的生产

要素集聚。

各边协同阶段。园区通过各种方式引导企业、

研究机构、金融服务和创新研发等领域的集群发展，

培育了液晶面板、集成电路、机械制造、软件及服务

外包 4个大型产业集群，构建了独墅湖科教区、国际

科技园区、沙湖创投园区、金鸡湖金融商务区等发展

载体，形成了特色集群。园区管委会还建立了信息

共享平台，实现各类集群之间信息、知识和资金的互

动。

二次创业阶段。2009年正值园区成立15周年之

际，园区提出如下发展目标：进行二次创业和追赶世

界一流经济区，培育国际一流企业，集聚国际一流人

才；完善与国际接轨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快跻

身国际一流高科技园区行列，塑造国际一流开发区

品牌；推动园区与产业转型升级。

4.2 平台体系

园区基础性平台。在组织结构上，为了推进苏

州工业园区的顺利发展，中、新两国政府联合协调理

事会，中、新双边工作委员会和负责日常联络工作的

联络机构；在目标规划、管理授权、政策扶持等重大

问题上给予直接指导和具体帮助，并明确“凡是符合

改革方向的可在园区先行，一时看不准的也可在园

区试行”，为园区创造了“不特有特、比特更特”的发

展环境；在公共服务上，按照高标准建设基础设施，

改善政府服务流程，推行亲商文化。

服务性平台体系。为发挥专业分工与协同效

应，园区在重要领域成立专门企业进行开发和管

理。企业按照平台运行特点，提供通用服务吸引企

业和机构接入，并推动各类经济主体之间形成产业

集群。如教育发展投资公司管理的独墅湖科教区，

中新创投公司管理的沙湖创投产业园，园区科技发

展公司管理的国际科技园区，园区物流中心管理的

第三方物流中心，都已经形成了知识创新集群、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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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创意产业集群和物流产业集群。

平台协同体制。在基础平台与服务平台之间，

园区管理机构制定了园区发展规划和产业发展政

策，以股权关系和行政管理机制，统一协调各服务平

台之间的关系。在服务平台上，平台管理者通过建

立协会和创造共同交流空间，促进接入各边形成交

流信息和知识的社会网络；如独墅湖高教区的十多

家高校研究院，都是开放式教学，学生可以充分利用

知识资源。各服务平台所支持的产业集群之间存在

互补关系，如创意产业集群需要创投产业集群的资

金支持，在各个服务平台之间除存在直接关联外，园

区管理部门还成立专门的信息服务部门，在各产业

集群之间建立联系，推动园区成为集群的集群，具体

见图3。

图3 苏州工业园区产业发展平台结构

4.3 园区的知识学习与创新

在政府知识方面，苏州工业园区建立的目的之

一在于学习新加坡经济管理的经验，知识交流和创

新在园区成长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园区每年都派

管理层到新加坡的裕廊工业区进行交流，学习管理

模式和经验；园区建立国内外专家人才库，利用外部

研究机构和高校的智力资源为园区管理提供知识支

持；园区在管理模式和知识能力方面的创新通过接

待考察和交流的方式进行转移，为其他区域的产业

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服务创新方面，园区对政府服

务流程进行改进，为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在

服务体系方面，建立和引进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类

要素，尤其是金融、知识和体制等高级管理要素，实

行“亲商”服务文化。在体制创新方面，园区实行与

国家开发银行合作的“园区+主银行”模式，提高了资

金利用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效率；建立园区控股

的企业体系，分别在基建、金融、教育、科技、物流等

关键领域成立平台型企业，提供全面的服务支撑；园

区还同南通和宿迁成立了苏通产业园区和苏宿工业

园区，实施“走出去”战略，拓展园区发展空间，为园

区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

5 结 语

地方政府推动区域产业发展在于获取收益，收

益并非直接来自政府向企业销售服务，而是通过服

务供给促进企业效率的提高，然后从中通过税收这

种间接的方式加以实现。区域产业发展平台有多个

不同类型的经济主体，各类经济主体能够通过相互

协调而产生正外部性，平台的存在能更有效地推动

这种外部性的实现并加以内部化。这种方式极具典

型的平台理论性质，因此可以将政府的产业政策和

产业园区等视为区域产业发展平台。区域产业发展

平台既具有非对称定价、多边接入、网络外部性，也

具有自身特殊性，如因空间特征而产生的产业集聚

特征、因参与主体数量和结构层次众多而产生的复

杂性，区域产业发展平台可以借鉴平台经营的方式

进行管理。本文还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平台的要求

进行了分析。本文的另一个重点是将政府从一个外

生变量转换为内生变量，认为政府的能力和知识具

有重要作用，随着平台和产业的发展共同演化，因此

需要政府和平台管理者在知识创新、体制创新和流

程再造方面进行改革。在一定意义上，这将为政府

进行城市经营与产业园区发展提供思路和启示，可

以更加科学和高效地实现区域产业发展。

本文从政府为实现区域经济发展而提供经济性

公共产品出发，提取服务提供与收益回报这一经济

角度，发现区域产业发展平台的理论意义，并不否认

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提高社会福利的基本职能。进一

步研究需要将重心从平台发展转移到平台经营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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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latform Based on Platform
Theories: With Suzhou Industrial Park as an Example

YAN Xiaomin, HU Hanhui
(Group Economics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Research Center,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

Abstract: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latfor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d⁃
just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transforming. This article, based on platform theory, analyzes a specific
pattern of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promoting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holds that all kinds of industrial
parks are a platform to attract economic agents to investment and internalize their externalities through supplying ser⁃
vices. Instead of viewing government as an exogenous variable, this article handles government as an endogenous
variable which should focus on core capacities and knowledge innovation to realize mutual growth of industries and
government. Suzhou Industrial park is analyzed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se arguments. This article is supposed
to be helpful in making of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improvement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Key words: platform theories;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latform; government capacity and knowledge; Suzhou
Industrial Park

面，分析其平台产业管理能力的培养，相关知识的管

理和创新。平台提供服务的差异化，区域间平台竞

争及企业根据产业链环节技术特征的不同，在不同

类型的区域发展平台上进行多属性接入，也是需要

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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