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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正式交流带来知识溢出是产业集群的外部性之一。本文对相关文献做了简要的概述, 提出了一系

列的假设命题,通过对苏州两个产业集群中骨干员工的问卷调查,对非正式交流的内容、形式和所传播知识的

价值等做了实证研究。调查发现,通过非正式的交流,员工们的确获得了有价值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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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群为什么往往会成为其所在地区的创新中

心? 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解释。一些学者通过研究

意大利的产业区后发现,在集群或产业区内部,知识

的流动得更快,一旦跨越集群的边界,知识的流动就

慢得多,原因之一可能在于集群中公司之间的非正

式交流起到了知识流通渠道的作用 ( Russo, 1985;

B rusco, 1990; Pyke et a.l , 1990)。许多研究肯定了

这种渠道的作用 (如 Saxen ian, 1994)。一些经济地

理学家 (如 Fe ldman, 1999)也认为这种本地化的知

识溢出 ( localized know ledge sp illovers( LKS) )是创新

行为在地理上集中的主要原因。

非正式交流带来知识溢出正是产业集群的外部

性表现之一。马歇尔 ( M arshal,l 1990 )和克鲁格曼

( Krugman, 1991)对产业集群的三种外部性做了经

典论述: ( 1)公司在地理上集聚, 易得到专业化分工

上的好处; ( 2)劳动力蓄水池; ( 3)知识溢出 ( LKS)

或技术外部性。由于地理上接近, 集群中各主体之

间的知识和信息更易流动。这里所说的非正式的交

流,指的是工作之外的,主要通过集群内各机构的员

工之间的交流。

许多学者就非正式交流对知识溢出的作用做了

研究。如 Ge lsing和 B raendgaard ( 1988 )发现 North

Jutland地区的电子产业集群中存在着较多的非正

式的联系, 这种联系对集群的发展非常重要。D a-

lum ( 1993)也与经理层的访谈中也证实了这种论

点: / ,,非正式的私人网络已很普遍,在高层经理

人员下面的雇员之间存在着较强的非正式交流, 即

使这些公司是竞争对手关系 0 ( Dalum, 1993 )。

Mashe ll等 ( 1998)研究了非正式交流的几个发展阶

段。信息的传递首先从两个个体开始,随着交往越

来越多,交流的成本降低, 逐渐形成互惠、信任的文

化氛围,最后形成交流网络。M ashe ll( 2001)还强调

了不断对集群中同行学习的重要性等。

Breschi和 L isson i( 2001b)对以上观点持批评态

度。他们认为,通过非正式的交流所传递的知识只

不过是一些对知识的原拥有公司不会造成损害的无

关紧要的知识;而且, 在分享知识方面,与顾客之间

的交流比与竞争者之间的交流的作用更好 ( L isson,i

2001)。Schrader( 1991)还发现朋友关系对信息的

交易的可能性来说, 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他还认为

朋友关系可能限制了网络的发展。而且,物理上的

相似性并不意味着社会关系的相似性,因为认知社

区 ( ep istem ic communities)并不一定包含当地社区

的成员。知识并不能从附近得到 ( Breschi和 L i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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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 2001b)。知识往往在以某一个公司为中心的认

知社区 ( epistem ic communities)中循环, 并不能在集

群中自由流动 ( L isson,i 2001)。

可见,非正式交流在知识的流动中是否起到了作

用,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学者们是有争议的。早期的

理论文献认为知识可以通过非正式的交流得到扩散,

但这种观点最近受到了学者们的批评,学者们认为,

出于对组织的忠诚,雇员们并不会泄露公司的专门知

识,他们所交换的仅仅是一些价值很低的知识等。

本文通过案例研究, 检验了以上相互冲突的观

点,深入分析了非正式交流网络在知识流动中的作

用。2007年 7月,我们对苏州市养育巷家装产业集

群和乌鹊桥电脑产业集群做了实地调查和面对面的

访谈, 详细分析了这两个产业集群中的非正式交流

网络, 并评价了这些交流是否在公司之间的专门的

有价值的知识交换过程中起到了渠道作用。本研究

面向企业董事长、总经理、企业骨干人员等做了微观

层面上的访谈,这样可能更深入地研究了集群内非

正式交流的形式、内容和作用。

1 基本假设

本文提出了两类假设。第一类是公司层面知识

活动的假设;第二类是员工层面知识活动的假设。

1. 1 假设组 1

集群中的知识交流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在不

同行业或公司所处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 非正式交

流的内容存在差异, 因此设定了假设 1a。另外, 非

正式交流的知识是否有价值,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也设定了假设 1b:

假设 1a: 通过非正式交流, 不同类型的集群中

所交流的知识类型是不同的。

假设 1b:非正式交流所获得的知识是有价值的。

M ichael S. Dah l和 Christ ian ª. R. Pedersen

( 2004) ¹认为当公司骨干员工们决定通过非正式交流

分享知识时,应考虑这些知识是否与公司的利益相关。

可实际上,他们往往不顾这些知识是否会对公司造成

损害,而把知识泄露出去。因为他们希望在将来能得

到有价值的回报。知识接受方获益越大, 回馈的可能

性也就越大。那么,公司是否对非正式的交流有所限

制,以避免泄漏有价值的知识呢? 由此提出了假设 1c。

假设 1c:公司希望降低雇员通过非正式交流向

其他公司分享知识的程度, 以避免竞争者获得有价

值的知识。

1. 2 假设组 2

在工作内外, 员工所获取的知识的内容是不同

的, 由此提出了假设 2a。在一段时期内, 员工在集

群内换动工作时, 习惯于与以往的同事或同学保持

联系。刚开始时,由于关系尚不稳定,非正式交流仅

能交换一些低价值的知识。然而, 由于成功的交流

和信任增多, 越来越多的有价值的知识得到交换。

随着员工工作经验的增长,所接触的人越来越多,并

在不同的群体和公司中任职, 便慢慢地树立自己的

名声,逐渐建立信任关系,接触也频繁起来。更重要

的是,员工知道了从哪里获得有价值的信息;随着员

工的专业知识越多, 所获取的汇报可能也越多。因

而提出了假设 2b和 2c:

假设 2a: 在正式交流和非正式交流中, 员工所

获取知识的内容是不同的。

假设 2b:随着工作经验的增加, 员工在非正式

交流中获得更多的知识。

假设 2c: 员工所拥有的专业知识º越多, 所获取

的回报越大。

2 样本介绍

2. 1 苏州市养育巷装饰产业集群概况

苏州市养育巷装饰产业集群位于苏州市沧浪区

南门街道的养育巷街道。目前共有七十多家装饰企

业, 三千多员工,设计师总数占全苏州市的三分之一

以上, 2006年产值六亿元以上»。在集群中, 企业董

事长、总经理或骨干员工是公司和集群创新的最重

要的力量,请他们填写问卷能在最大程度上反映公

司和集群的真实情况。 2007年 8月 1日下午 2点,

#1015#

¹

º

»

请参见文献 M ichael S. Dah ,l Ch rist ian ª . R. Ped ersen. Know ledge f low s through in form al con tacts in industrial clu sters: m yth or reality?. Re-

search Policy33( 2004) 1673- 1686.

这里的专业知识可以看成是两部分,一是行业知识,可以用行业工作年限来表示,一般来说, 行业工作年限越长,行业知识越多;二是

理论知识,可以用学历来表示。一般来说,学历越高,理论知识越多,当然两者之间并不能截然划分。

装饰公司的固定资产较少,主要是电脑和人员。为避税,很多装饰公司在做家庭装饰时是不开发票的,因此显示不出来公司的产值,

这是该行业的一个弊端。因此,整个集群的产值到底是多少,很少有人知晓。但根据集群的同业工会会长的估计,养育巷 2006年的年产值超

过 6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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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中部分公司在同业公会的组织下, 在养育巷社

区召开市场研讨会,趁此机会, 笔者带领研究小组在

会议现场发放了 15份问卷, 请各公司代表现场填

写,问卷全部回收,回收率为 100%。

2. 2 苏州市乌鹊桥电脑产业集群概况
乌鹊桥电脑产业集群位于苏州市沧浪区双塔街

道的乌鹊桥街道,目前共有电脑公司三百家左右, 约

占全苏州市电脑公司的百分之七十。主要从事电脑

及相关产品的销售 (批发、零售等 )和软硬件的研发工

作,企业之间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分工协作关系,是一

个典型的以电脑销售和服务业为主的产业集群。

2007年 8月 7日上午,在同业公会会长的协助下, 由

会长指派其公司员工代为发放了问卷 200份, 回收

144份,回收率为 72%。从答卷情况来看,问题的回

答较好,基本上能反映集群知识活动的一些问题。

3 实证结果分析

3. 1 检验假设组 1

( 1)验证假设

¹ 验证假设 1a.为了调查不同行业的员工通过

非正式的交流所获得的知识是否相同, 本文对知识

的类型作了汇总,结果请见下表 1所示。

表 1 非正式交流所获得的知识类型

知识的类型
答案中所占的比例 (% )

养育巷 ( N= 15) 乌鹊桥 (N = 130)

与管理有关的知识 86. 7 23. 85

与生产过程有关的技术知识 33. 3 58. 46

与产品研发有关的知识 40 18. 46

与产品销售有关的知识 40 30

其他 0 33. 85

从上表 1来看,通过非正式交流,养育巷员工主

要获得了与管理有关的知识,占 86. 7%。这是与装

饰行业的特性和现状密切相关的。目前, 在我国的

装饰市场上,为了减轻负担,公司自己并不拥有固定

的装饰施工人员,当装饰公司承接工程以后,往往将

具体的项目分转包给施工队,由公司来控制质量和

进度, 这样, 如何加强管理以尽可能控制进度和质

量,如何防止公司的设计师或施工队打着公司的招

牌私自承接工程, 这是许多装饰公司头痛的事情。

因此, 公司之间经常交流管理经验,相互沟通信息。

在养育巷中, 除了管理有关的知识外, 有

3313%的员工获得了与生产过程有关的技术知识;

40%的员工获得了与产品研发和销售有关的知识。

在乌鹊桥中, 最主要的是与生产过程有关的知

识, 占 58. 46%, 这是与电脑软件行业的特性有关

的。该行业中新技术、新产品层出不穷,不同的生产

过程和生产方式所生产的产品的功能和价格差别较

大。因此,人们可能较关心 IT产品是从哪里生产,

如何生产,生产的成本如何等问题; 其次,被调查者

还关心产品销售、管理及其他的问题。其中, 有

30%的被调查者提到了与销售有关的知识, 23. 85%

的被调查者提到了与管理有关的知识等。

º验证假设 1b. 即集群内部是否存在非正式交

流, 非正式交流所带来知识的价值大小。

在养育巷中, 公司内部员工之间的非正式交流

为 /一般0或 /较多 0的占 60%; 工作之外,与集群中

其他公司雇员之间的交流为 /一般 0或 /较多 0的占
80% ,即存在着较为普遍的非正式交流的现象。通

过工作之外的交流,所获得的知识对当前工作的有

用程度为 /一般 0及以上的占 100%。

在乌鹊桥中, 公司内部员工之间的非正式交流

为 /一般0及以上的占 80%; 在工作之外, 与集群中

其他公司雇员之间的交流为 /一般 0及以上的占

82% ,即存在着较为普遍的非正式交流的现象。通

过工作之外的交流,所获得的知识对当前工作的有

用程度为 /一般 0及以上的占 85. 4%。

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非正式交流是广泛存在的。

而且,通过非正式交流获得了有价值的知识。无论

在养育巷还是在乌鹊桥,被访谈者都认为,非正式交

流是知识的重要来源, 所获得的知识是有价值的。

较大比例的访谈者认为,从这些交流,得到了与他们

工作有益的知识。这证实了假设 1b。具体请见下

表 2所示。

»验证假设 1c. 根据 Von和 H ippel( 1987)和

Schrader( 1991)的研究, 公司可能不鼓励甚至阻止

其雇员与公司外的雇员之间的知识分享活动。显

然, 公司可能会影响公司雇员如何和在何种程度上

与公司外的雇员进行知识分享。

  从下表 3可以看出, 公司的用工合同中较少有

限制性条款;其次, 即使有限制性条款,对公司员工

之间的非正式交流没有明显的影响关系。即假设

1c并没有得到证实。原因可能在于公司的用工合

同对员工的约束力不大。目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

期, 讲究规则、信守承诺的价值观念还没有充分形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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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非正式交流的状况

问题
被调查者数量 ( N) 很多 (% ) 较多 (% ) 一般 (% ) 较少 (% ) 几乎没有 (% )

养育巷 乌鹊桥 ¹ 养育巷 乌鹊桥 养育巷 乌鹊桥 养育巷 乌鹊桥 养育巷 乌鹊桥 养育巷 乌鹊桥

在工作之外,公司内

部员工之间的沟通

和交流多吗

15 130 13 9. 72 47 33. 33 40 36. 11 0 8. 33 0 2. 77

工作之外,您与集群

中其他公司雇员之

间的交流多吗?

15 137 0 15. 3 20 28. 47 60 38. 19 13 10. 42 7 2. 78

通过工作之外的交

流,您获得的知识对

当前工作有用吗?

15 136 20 8. 33 53 31. 94 27 45. 14 0 8. 33 0 0. 69

成,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还严重滞后。如我国迄今为

止并没有出台相关的 /人才流动法 0, 人才的流动现

在更多的是套用一般劳动力的流动, 在企业内普遍

使用的是5劳动法 6、5劳动合同法 6。在养育巷和乌

鹊桥两个产业集群中,大部分企业还处于成长阶段,

公司的内部管理不太规范, 所以员工的离职率可能

较高。员工离职后流向竞争对手,公司也无能为力。

  ( 2)几个基本结论

表 3 竞争性条款与非正式交流

在公司的用工合同中, 是否有限制

员工跳槽或禁止员工传播技术的

条款

在工作之外,您与集群中的其他公

司中的雇员之间的联系多吗?º
公司与集群中其他公司平均每月

交流多少次?»
公司与竞争对手平均每月

交流多少次?

养育巷 乌鹊桥 养育巷 乌鹊桥 养育巷 乌鹊桥

有 一般 一般 4次 - 4次 -

没有 一般 一般 5. 5次 - 2次 -

  为反映不同员工的职位与平均就业年限、学历

和年收入之间的关系, 这里特地将这些数据进行了

对比, 发现以下几个基本结论:

¹ 就平均从业年限来看,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平

均从业年限最长,其次是企业管理人员,再次是研究

或设计人员。这说明,从业年限越长,所积累的行业

知识越多,越有助于职位的升迁。

º就年均收入来看,收入依次递减的次序是:董

事长或总经理、研究或设计人员、企业管理人员、销

售人员、其他等。说明, 研究或设计人员越来越受到

企业的重视,其学历也较其他岗位人员要高,即拥有

的专业知识更多,获取的劳动报酬也相对较多;

»就从业年限与年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来看, 从

业年限越长,年均收入越高, 这一点无论在养育巷还

是在乌鹊桥的问卷中都得到了印证。因为从业年限

越长,专业知识越丰富, 回报也更多。

表 4 养育巷和乌鹊桥被调查者的从业年限、学历与年均收入状况

职位 ¼
该行业的平均从业年限 ½ 学历 ¾ 年均收入¿

养育巷 乌鹊桥 养育巷 乌鹊桥 养育巷 乌鹊桥

董事长或总经理 7年 6 大专以上 大学 13万 8

企业管理人员 /中层管理人员* 4年 3. 6 大专以上 大学 4万 5. 5

研究或设计人员 4年 3. 59 大专以上 大学或研究生 8万 6. 34

销售人员 - 3. 27 - 大学 - 4. 22

其他人员 - 2. 51 - 大学 - 3. 36

  注: * 养育巷的问卷中的选项是 /企业管理人员 0,而乌鹊桥的选项是 /中层管理人员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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¼

½

¾

¿

该列表格中数字并不完全等于 144份,是因为问卷中的有些题,部分被调查者没有回答。

取众数。

在乌鹊桥的问卷中,可能由于问卷版面设计的原因,许多被调查者对这两个问题没有做答,因此忽略不计。该列及下一列取均值。

养育巷和乌鹊桥问卷在这个问题上略有不同。在问题 "您所从事的岗位 "的答案设计中, 养育巷的选择答案为 "董事长或总经理、企

业管理人员、研究或设计人员、一线装修工人、其他人员 ";而乌鹊桥的选择答案为 "董事长或总经理、中层管理人员、研究或设计人员、销售人

员、其他人员 "。

计算的是加权平均数,即该区间的平均值 @人数。
因为是分类数据,计算的是众数,即一组数据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数。

计算的是加权平均数,即该区间的平均值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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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检验假设组 2

( 1)验证假设

¹ 验证假设 2a。在不同的集群中, 在工作内

外,员工所交流的知识的类型是有差异的。

在养育巷集群中, 工作中员工们所交流的知识

的前两位分别是 /与管理相关的知识 0、/与产品销

售有关的知识0; 而在工作之外, 员工们所交流的知

识的前两位分别是 /与管理相关的知识 0、/人际关
系方面的知识 0和 /私人生活方面的知识 0。这说

明:

第一,如何加强管理、增加管理知识几乎是所有

被访谈者最关心的问题。正如前面所言, 养育巷的

装饰公司大都处于成长期, 在公司的规模扩张过程

中,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管理问题,这些问题几乎困

扰着所有的被访谈者。

第二,工作之外, 员工更重视如何处理人际关系

和私人生活。在工作之外, 过半数的员工之间交流

人际关系方面的知识 ( 53. 33% ), 近半数的员工交

流私人生活方面的知识 ( 46. 67% ),在工作中, 人们

最关心的问题是 /与管理相关的知识 0 ( 80% )和 /与

产品销售有关的知识0 ( 60% )。即在工作内外, 员

工们所交流的知识类型有很大的差异。

第三,与生产过程有关的知识、与产品研究和开

发有关的知识和与产品销售有关的知识主要在工作

中进行交流, 分别占被访者的 46. 67%、46. 67%和

60%;在工作之外,人们交流以上三种知识的比例分

别为 20%、20%和 40%。

在乌鹊桥集群中, 工作中交流得最多的是与生

产过程有关的知识 ( 45. 83% )和与产品销售有关的

知识 ( 38. 89% ), 除此以外是与产品研究和开发有

关的知识 ( 29. 17% ), 但是在工作之外, 人们交流得

最多的仍然是生产过程有关的知识 ( 46. 53% )、与

产品销售有关的知识 ( 25. 7% )和与产品研究和开

发有关的知识 ( 25. 7% ), 说明在工作内外, 人们所

谈论的问题基本相同。当然,在工作之外, /人际关

系方面的知识 0和 /私人生活方面的知识0所占的比

重都有所上升,亦符合常理。

对比两个集群, 可以发现, 在不同的产业类型

中, 知识活动的类型也是有差别的。在养育巷中,大

部分都是中小型新兴企业, 人们关注的最多的是管

理问题,但在电脑设计和销售等行业中,由于产品更

新换代非常快,人们普遍关心产品的生产过程、工艺

和成本,不断地补充与新产品有关的知识,才能在迅

速变化的市场中生存和发展, 所以关注的较多的是

与产品生产等有关的知识。

º验证假设 2b。一般而言,员工在行业中的工

作经验越长, 他们就越有可能进行非正式的交流。

因为在集群或行业中的工作时间越长,参加的会议

会越多,所工作过的公司越多等, 都会增加非正式交

流的可能性。反之, 非正式交流的可能性越小。员

工们越有经验,所获得的知识的价值也越大。然而,

在这里,不管是在养育巷还是在乌鹊桥,本文都未能

证实,有更多经验的员工的非正式交流次数更多。

但是,本文证实了有更多行业经验的员工从非正式

的交流中获取有价值的知识的能力越强。因为他们

知道如何与他人接触、怎样接触,以获取知识, 或为

特定的问题寻求帮助等, 因此部分证实了假设 2b,

具体请见下表 6所示。

表 5 在工作中与工作外所交流的知识类型

知识的类型

工作中,您和同事之间经常交流哪些方面的知

识? (% )

在工作之外,您和同事之间经常交流哪些方面的

知识? (% )

养育巷 乌鹊桥 养育巷 乌鹊桥

与管理相关的知识 80. 00 23. 61 53. 33 22. 22

与生产过程有关的知识 46. 67 45. 83 20. 00 46. 53

与产品研究和开发有关的知识 46. 67 29. 17 20. 00 25. 7

与产品销售有关的知识 60. 00 38. 89 40. 00 25. 7

人际关系方面的知识 46. 67 18. 06 53. 33 22. 22

私人生活方面的知识 20 7. 64 46. 67 13. 89

  说明:以上问题都是多选题,所以各种知识类型的累计百分比并不等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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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养育巷和乌鹊桥被调查者的经验和知识的获取情况

行业工作年限

在工作之外,公司内部员工之间的交流

多吗?

在工作之外, 您与集群中的其他公司中

的雇员之间的联系多吗?

通过工作之外的接触,您获得的

知识对当前工作有用吗?

养育巷 乌鹊桥 养育巷 乌鹊桥 养育巷 乌鹊桥

1年以下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2- 3年 一般 较多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3- 5年 较多 一般 较多 一般 较多 一般

5- 8年 较多 较多 一般 一般 较多 一般

8- 15年 一般 较多 一般 较多 较多 较多

  »验证假设 2c。学历是知识水平的重要外显

指标之一。学历越高,岗位越重要,收入也越高。这

里特地将不同学历的被调查者的收入、岗位等情况

进行比较,以此来判断学历对人的收入和职位的影

响程度,具体请见下表 7所示。

表 7 乌鹊桥被调查者的学历、职位及收入情况
学历类型 人数 比例 主要职位 年均收入 (万元 )

小学 12 8. 33% 销售或其他 2. 71

中学 48 33. 33% 除董事长或总经理之外的职位 4. 67

大学 67 46. 53% 研究开发人员、其他人员等 3. 41

研究生学历 13 9. 03% 中层管理人员、研究或设计人员等 7. 85

  从上表 7可以看出, 学历对职位及收入的影响

较为显著。小学学历的员工主要从事销售等工作,

年均收入为 2. 71万元;中学学历的职业领域更宽,

年均收入为 4. 67万元; 大学学历的主要从事研究开

发人员、其他人员等职业,年均收入为 3. 41万元;研

究生学历的主要从事中层管理人员、研究或设计人

员等知识含量较高的职位, 年均收入大幅上升, 为

7. 85万元。

可见,从业年限越长, 所获取的年均收入越高;

学历越高,所获取的回报也越高。因此, 假设 2c得

到了证实。

但是,上表 7中有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即大

学学历员工的年均收入 ( 3. 41万元 )比中学学历员

工的年均收入 ( 4. 67万元 )要低。为查找其原因,本

文将这两种不同学历员工的年龄和从业年限进行了

比较, 请见下表 8所示。

表 8 乌鹊桥被调查者的学历、年龄和从业年限比较

学历 平均年龄 平均从业年限

中学 30 3. 58

大学 27. 69

从上表 8数据来看, 中学学历的员工的平均年

龄要比大学学历员工要大, 平均从业年限也要大

017岁左右,一般而言, 如果员工的年龄相对较大,

从业年限相对较长,行业知识更丰富,获取的收益也

越大。

造成较高学历员工的收入较低现象可能还有另

一个重要原因。在发放问卷时正值暑期,许多大学

生在电脑产业集群实习,可能有一部分公司图省事,

将问卷委托实习生来填写, 由此造成大学学历的员

工的收入较低的假象。

( 2)几个基本结论

¹ 非正式交流的对象主要是私人朋友和同学。

下表 9显示了非正式交流的对象。在养育巷中, 有

46. 7%的被访谈者与以前的同事有非正式的联系。

这说明人员的流动有利于非正式交流网络的拓展。

第二类是私人朋友,第三类是同学,这个结果证实了

假设 2a。

在乌鹊桥中,联系最多的是私人朋友,其次是同

学, 再次是以前的同事和生意上的伙伴。

表 9 非正式交流的对象

联系人
与被访谈者有着非正式联系的比例 (% )

养育巷 (N = 15 ) 乌鹊桥 ( N= 144)

以前的同事 46. 7 16. 67

同学 53. 3 42. 36

私人朋友 100 47. 22

生意上的伙伴 33. 3 10. 42

其他 0 0. 69

  说明:被问的问题是: /在工作之外,您与哪些人有着非正式联

系? 0他们可以选择多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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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员工调换工作的次数与非正式交流的次数及
内容之间有一定的相关关系。

本文检验了流动性是否增加了非正式交流的次

数。表 10和表 11的结果非常相似, 即高流动性和

低流动性对非正式交流的频率没有显著的影响;但

对养育巷中的公司而言,员工调换工作的次数越多,

公司内部员工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越多;在工作之外,

员工与集群中的其他公司中的雇员之间的联系的次

数与调换工作的次数没有明显的关系。

本文还研究了调换工作的次数是否显著影响了

非正式交流所获取知识的作用。结果发现, 流动次

数越多,所获取的知识对现在工作的作用也越大,如

下表 10和表 11所示。

  在养育巷,流动超过 3次时,在以前公司所学到

的知识对现在工作的帮助更多; 以前公司所学到的

知识对员工的帮助主要体现在营销等方面。

在乌鹊桥, 员工流动的次数与非正式交流次数

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以前公司所学到的知识

对员工的帮助主要体现在生产和营销等方面。

表 10 养育巷被调查者调换工作的次数与非正式交流之间的关系

调换 工

作的 次

数

所占百分比

(% )

在工作之外,公司内部员

工之间的交流多吗? ¹

在工作之外, 您与集群中

其他公司中的雇员之间

的联系多吗?

您在以前公司所学到知

识对现在工作帮助多吗?

您在以前公司所学到知识

对现在工作帮助体现在哪

些方面?

2次 33. 3 一般 一般 一般 管理、营销

3次 46. 7 较多 一般 较多 管理、生产、营销

4次以上 13. 33 较多 一般 较多 营销

表 11 乌鹊桥被调查者调换工作的次数与非正式交流之间的关系

调换工作

的次数

所占百分比

(% )

在工作之外,公司内部员

工之间的交流多吗?º

在工作之外, 您与集群中

的其他公司中雇员之间

的联系多吗?

您在以前公司所学到知

识对现在工作帮助多吗?

您在以前公司所学到知识

对现在工作帮助体现在哪

些方面?

1次 16. 13 较多 较多 较多 营销、管理、生产

2次 54. 84 较多 较多 较多 生产、营销、人际关系

3次 9. 68 较多 一般 一般 生产、营销、人际关系

4次以上 9. 68 较多 较少 较多 生产、营销

  »行业不同,对公司成长有利或不利的知识也

不同。

在养育巷,被访谈者都认为,知识的交流并不是

完全开放的。他们认为,交流 /与管理有关的知识 0

和 /与产品销售有关的知识0会有利于公司的成长,

分别占 73. 33%和 53. 33%; 在问到 /哪些知识会不
利于公司的成长 0时, 占第一和第二位的答案分别

是 /与产品研发有关的知识0和 /与产品销售有关的

知识0, 分别占 40%和 26. 67%。

这说明,第一, /与管理有关的知识 0是绝大部
分企业所关心的问题, 交流与管理相关的知识有利

于公司的成长; 在涉及 /与产品研发有关的知识

时 0,公司之间是相互保密的。第二, 有趣的是, 对

于 /与产品销售有关的知识 0, 被访者的看法并不一

致。有人认为交流 /与产品销售有关的知识 0会有

利于公司的成长 (占 53. 33% ),但也有人认为,交流

/与产品销售有关的知识 0会不利于公司的成长 (占

26. 67%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与装饰行业

的特性有关。在装饰行业中, 不同的营销方式深深

地影响着顾客的选择,因此, 不同公司对自己即将推

出的新营销方式是相互保密的。实际上,不同的营

销行为无疑是一种创新, 创新成果中有大量的前期

成本,在很难保证有即期回报的情况下,不会轻易交

流。但是,落后的公司希望能得到新的营销知识,因

此有的被访谈者希望能得到领先公司的营销知识,

认为交流营销知识有利于公司的成长。本文进一步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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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分析, 回答认为 /与集群中其他公司之间交
流与营销相关的知识, 会不利于公司的成长 0的大

多是集群中领先的公司。

在乌鹊桥的调查表中,又出现一个令人费解的

现象。在问到哪些知识对公司的成长最有利时,

73133%的员工回答 /与生产有关的知识 0; 44. 76%

的员工回答 /与管理有关的知识 0, 占到第二位。究

其原因,我们认为,被调查者可能认为 /与生产有关

的知识0是产品的生产过程、生产地、生产成本等知
识,而这些知识对于产品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的 IT

行业来讲,的确非常重要。

但是, 在问到交流哪些知识对公司的成长不利

时, 占第一位的仍然是 /与生产有关的知识 0, 占
41103%, 第二位是 /与管理有关的知识 0, 占

34162%。可见, 人们最关心的仍然是 /与生产有关

的知识0。

表 12 哪些知识对公司有利

知识的类型

与集群中其他公司之间交流哪些知识,对公司的成长

最有利? (% )

与集群中其他公司之间交流哪些知识,会不利于公司

的成长? (% )

养育巷 乌鹊桥 养育巷 乌鹊桥

与管理相关的知识 73. 33 44. 76 20 34. 62

与生产过程有关的知识 33. 33 73. 33 13. 33 41. 03

与产品研发有关的知识 33. 33 20 40 21. 79

与产品销售有关的知识 53. 33 13. 33 26. 67 15. 38

  说明:以上问题都是多选题。

  ¼ 公司不同,知识的交流活动的方式也不同。

问卷调查了集群中知识交流的途径。在养育

巷,员工之间的知识交流更多的是通过会议、聚会、

座谈和内部报刊的形式。交流方式较为实用、简单,

没有如思科、微软等西方大公司中所流行的知识管

理系统 ( KM S), 这是与公司的成长阶段和发展水平

相关的。在问到希望公司、政府或行业协会应开展

哪些活动时,被访谈者提出了培训会、讲座、考察、户

外活动等形式,这种形式既具有较浓厚的东方文化

和人情味,又较为实用。

在乌鹊桥, 员工之间的知识交流更多的是通过

聚会、座谈、会议、内部报刊等形式,与养育巷不同的

是,可能因为乌鹊桥的员工更年轻¹ , 更热衷于较为

放松自然的聚会等形式。在问到应该开展哪些活动

才能更有利于知识的交流时, 正如前文所反复提到

的, 他们非常关心与产品相关的知识,希望公司能开

展与产品知识相关的交流活动。同样,在问到政府

或行业协会应该开展哪些活动才能更有利于知识的

交流和分享时,具有代表性的回答是希望组织知识

问答活动,这更证明了与产品相关知识的重要性。

结果请见下表 13所示。

表 13 知识交流的方式

问题
回答 (按出现的次数多少依次排列 )

养育巷 乌鹊桥

公司为员工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开展了哪些活动? (封闭式问题, 可

多选 )
会议、聚会、座谈、内部报刊 聚会、座谈、会议、内部报刊

您认为,对公司而言,应该开展哪些活动才能更有利于知识的交流

和分享? (开放式问题 )
培训会、研讨会、户外活动等 产品知识交流

您认为,对政府或行业协会而言,应该开展哪些活动才能更有利于

知识的交流和分享? (开放式问题 )
座谈、培训会、讲座、考察 组织知识问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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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乌鹊桥的被访谈者的平均年龄为 28岁左右,养育巷的被访谈者的平均年龄为 34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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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简要地对非正式交流的相关文献做了论

述,提出了系列假设, 根据对苏州市养育巷装饰产业

集群和乌鹊桥电脑产业集群的问卷调研结果, 采用

统计方法,对假设进行了检验。

假设 1a得到了验证。通过非正式交流,企业人

员们获得了各种类型的知识。在养育巷中, 主要获

得了与管理有关的知识, 其次是与生产过程有关的

技术知识、与产品研发和销售有关的知识; 在乌鹊

桥,首先获得的是与生产有关的知识,其次是与管理

有关的知识等。这种差异可能与集群的产业性质、

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密切相关。

假设 1b得到了验证。所有的人员都认为所获

得的知识是有价值的, 这说明非正式交流是知识的

重要来源,较大比例的访谈者认为获得了与他们工

作有益的知识。

假设 1c并没有得到证实。这是与我国目前人

力资源市场体制的不完善密切相关的。

假设 2a得到了验证。在养育巷, 在工作中,员

工们所交流的知识的前两位分别是 /与管理相关的
知识0、/与产品销售有关的知识 0; 而在工作之外,

员工们所交流的知识的前几位分别是 /与管理相关

的知识 0、/人际关系方面的知识 0和 /私人生活方面

的知识 0。在乌鹊桥, 人们在工作内外所交流的知

识主要是 /与生产过程相关的知识 0。这种差异可

能与集群的产业性质有关。

假设 2b得到了部分验证。未能证实,有更多经

验的员工比没有经验的员工有更多次数的非正式交

流。但是,证实了有更多行业经验的员工们从非正

式交流中获得有价值知识的能力越强。

假设 2c得到了验证。有更多行业经验的员工

们从非正式的交流中获得有价值知识的能力更强。

另外,本文还得到了一些有启示意义的结论。

( 1)尽管本文一般认为高的流动性可能会增加

了非正式交流的概率。但流动的次数对非正式交流

的频率没有显著的影响。 ( 2)员工的流动性越大,

所获取的知识对现在工作的影响可能越大。养育巷

的调查发现,换工作的次数超过 3次时,以前公司所

学到的知识对现在工作的帮助较多。但在乌鹊桥的

调查没有发现类似的结论; ( 3)员工所拥有的专业

知识越多,所获取的回报越大。员工的从业年限越

长、学历越高, 获取的年薪越高。 ( 4)大部分的被访

谈者与以前的同事有非正式的联系。调换工作有利

于拓展非正式交流网络。非正式交流的对象主要是

以前的私人朋友、同学和同事等。 ( 5)被访谈者普

遍认为交流与管理相关的知识会有利于公司的成

长; 交流与产品研发有关的知识对公司的成长不利;

但在养育巷和乌鹊桥,对公司成长有利或不利的知

识内容互不相同, 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可能与集群

的行业特性、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有关。

本文尚有很多不足之处。如非正式的交流对于

公司的价值到底有多大, 对公司的绩效的影响又如

何, 未能做进一步的研究;第二,样本量匮乏、样本质

量有待提高。养育巷的调查仅有 15份问卷, 代表了

15家企业, 尽管样本的质量较高, 但仅占总体的

20%左右。乌鹊桥的问卷数量相对较多, 占企业总

数的 60%以上, 但由于种种原因, 在发放和填写问

卷时,研究人员并不在场, 致使问卷的填写质量不

高; 第三, 被访谈者的匿名性是本研究的缺陷之一。

如可以通过询问他们的名字, 请他们写出在集群中

的三个最重要的非正式交流对象, 就可以画出非正

式交流的W eb图, 从而获得较为精确的社会网络关

系图等。这些网络的特征、边界和演化状况等也是

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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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f the inform al contacts im pact

know ledge flows in industrial clusters

WU X ian- 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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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 Han- hui

2

( 11N an jing Univers ity of Inform 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Ch ina;

21 Southeast Un 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

Abstrac t: In fo rm al contact betw een em ployees in different firm s is cla im ed to be one o f them a in ca rr iers o f know ledge betw een firm s in

a cluster. Th is pape r exam ines em pirica lly the ro le o f inform al con tacts in two spec ific c luste rs. Through survey, w e asked a samp le of

m a in em ployees in tw o street c lusters in Soochow c ity a ser ies o f questions on informa l netwo rks. W e ana lyzewhether and how the valu-

able know ledge flow s th rough the inform a l con tacts. W e find tha t the emp loyees do share qu ite the valuable know ledge w ith inform a l

contacts.

K ey words: industria l cluster; inform al contact; know ledge;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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