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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

建设，是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一

项重要内容。自贸区建设通过对区

域经济合作、投资贸易便利化、金融

体制创新等方面进行差别化探索，

形成更多、适用面更广的改革试点

成果，以更大力度推动改革开放。截

止 2019年 8月，我国共批准建设

18个自贸区，覆盖沿海及内陆各

省，取得了很好的建设成果。另一方

面，在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中，

跨境电商与产业集群的融合发展逐

渐形成新的热点。融合发展既是传

统产业集群在新形势下转型升级的

迫切要求，也是跨境电商产业链向

传统产业延伸的必然结果。两者的

融合发展既有利于传统产业集群结

构转型升级，又有利于跨境电商生

态圈的建设。

自贸区建设、跨境电商与产业集

群属于同一复杂系统，具备协同发

展动力。一方面，自贸区建设为跨境

电商与产业集群协同融合发展提供

环境、政策及基础设施；另一方面，

跨境电商与产业集群融合发展为自

贸区建设提供动能和竞争力，丰富

自贸区的内涵。从实践上看，我国自

贸试验区建设虽然涉及跨境电商发

展及产业集群发展的单列规划，但

对二者的融合发展则较少涉及，政

策及规划上容易忽视三者的融合发

展带来的“1+1+1>3”的增量效应；另

一方面，自贸区建设本身还在创新

探索中，对自贸区、跨境电商、产业

集群发展三者关系研究还不够深

入。

一、自贸区对跨境电商与

产业集群融合发展作用机制

（一）跨境电商与产业集群融合

发展内涵

跨境电商与产业集群融合发展

进程包括渗透、交叉和重组。渗透是

传统产业集群与跨境电商产业链双

向延伸，是融合发展的初级阶段。交

叉则是通过产业间功能互补和延伸

实现产业融合，并随着融合深度和

广度的推进，产业边界融合或消失，

是融合发展的中级阶段。重组则是

随着产业融合的不断深化和演变，

跨境电商引发产业集群在生产理

念、生产模式等方面发生本质变化，

最终实现外向型产业集群与跨境电

商的完全融合，是融合发展的高级

阶段。综上，跨境电商与产业集群融

合发展的表现形式主要有：（1）传统

产业集群的电商化；（2）新兴互联网

产业集群的形成；（3）跨境电商生态

圈的建立。其中（1）、（2）是传统产业

集群向互联网、电子商务和数据技

术的拓展和延伸，（3）是跨境电商平

台主体向产业集群和供应链的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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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

（二）自贸区建设对融合发展作

用机制

我国自贸区建设对标国际 FTA

（Free Trade Area）建设，在国家内

部、某一个地方，进行自由贸易活动

的探索，是我国对外开放在高度、深

度和广度上的重大突破。自贸区建

设的内容既包括在试验区内开展离

岸贸易、跨境电商贸易等，也包括对

与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价值链运营业务关联的企业实施全

面准入放开、负面清单和竞争中性

的管理制度 。自贸区建设对融合发

展作用机制有：

1.创造融合发展条件。自贸区

建设规划的定域性为跨境电商和产

业集群提供邻近且集中的地理区

位，并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为融合

发展提供基础设施及生产要素流动

的便利性，为产业集群与跨境电商

融合发展提供支撑。

2.深化融合发展程度。跨境电

商与产业集群融合发展程度既取决

于两者内在联结，也取决于政策推

动。自贸区建设产业政策、产业融合

发展政策及招商引资政策的创新能

深化两者的融合发展程度，使跨境

电商与产业集群在渗透、交叉和重

组过程中推动产业集群优化升级。

3.拓展融合发展范围。跨境经

济合作是我国自贸区建设中的重要

内容。自贸区建设的跨境经济合作

一方面可拓展自贸区自身功能，另

一方面以跨境价值链为纽带拓宽产

业集群和跨境电商融合发展的范

围，丰富融合发展模式，推进跨境电

商生态圈建设。

自贸区建设在更广范围及更深

程度上促进传统产业集群和跨境电

商融合发展，使二者融合发展具备

主动性、系统性及创新性的特点，能

带来的“1+1+1>3”的增量效应。主动

性是指自贸区政策规划主动、有意

识推动融合发展；系统性是指通过

掌握二者融合内外部机理，创造融

合发展系统性条件。创造性是指自

贸区建设与二者融合发展具备协同

发展动力，深化和拓展二者融合发

展的内涵及模式。

二、跨境电商与产业集群

融合发展模式及路径分析

（一）融合发展模式

在自贸区框架下，产业集群与

跨境电商融合发展可采取地域催

化、政府引导及跨境经济合作型等

模式进行发展。

1.地域催化型。虽然随着经济

全球化及虚拟经济的发展，地域对

资源配置的限制越来越小，然而就

产业集群融合发展而言，地域仍是

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地域的

竞争优势来源于特定区域中的高度

专精的技能、知识、机构、竞争、相关

行业以及精明的需求方。地利之便、

文化和组织的条件，会让企业获得

特别的渠道、特殊关系、更佳信息以

及强有力的诱因。自贸区的地域定

域性、企业集群位置邻近性、信息沟

通的便利性，正式及非正式的组织

链接性都为产业集群和跨境电商融

合发展催生出动因。

以 2018年 9月获批的云南自贸

试验区为例，自贸试验区的实施范

围 119.86平方公里，涵盖昆明、红

河和德宏三个片区。昆明片区重点

发展高端制造、航空物流、数字经

济、总部经济等产业；红河片区重点

发展加工及贸易、跨境旅游、跨境电

商等产业，打造面向东盟的加工制

造基地、商贸物流中心和中越经济

走廊创新合作示范区；德宏片区重

点发展跨境电商、跨境产能合作等

产业，打造沿边开放先行区、中缅经

济走廊门户枢纽。则昆明片区可融

合发展高端制造产业集群 +跨境电

商、跨境电商 +航空物流集群；红河

片区可融合发展加工贸易集群 +跨

境电商、跨境旅游集群 +跨境电商；

德宏片区可融合发展跨境产能合作

集群 +跨境电商等。

2.政府引导型。政府在政策规

划、制度安排、资源配置等方面对自

贸区建设以及产业融合发展起着重

要的作用。但政府在引导产业集群

和跨境电商融合发展时需要注意以

下几方面问题。首先，政府可以引

导、强化或提供帮助，但不应该试图

创造一个全新的产业集群，因为新

的产业集群一般是从既有的产业集

群中萌芽。其次，政府融合发展产业

集群的努力，必须结合当地竞争优

势与特殊性，而不是简单模仿其他

地方的做法。再次，产业集群的融合

发展，可以通过政府招商引资吸引

相同产业的多家企业，并通过在专

业化培训、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提

升方面做相应投资来提供支持。

3.跨境经济合作型。跨境经济

合作是自贸区建设的重要内容。跨

境经济合作将企业嵌入跨境产业

链，尤其是跨国公司主导的跨境产

业链，有利于外向型产业集群的形

成和发展。而跨境电商则是产业集

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平台。跨

境电商和产业集群融合发展是跨境

经济合作的重要特征。

跨境经济合作型的融合发展关

键在于产业集群嵌入跨境产业链以

及全球产业链的切入点和环节。切

入点决定融合发展的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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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嵌入环节则影响融合发展的价值

高低。

（二）融合发展路径

1.以地域竞争优势引导产业融

合。突出地域特点和竞争优势的融

合发展为各地自贸区建设注入新的

动力。自贸区建设中应以地方优势

产业为依托，以优惠政策和公平自

由营商环境吸引优势产业企业及跨

境电商企业入驻，逐渐形成优势产

业和跨境电商在自贸区内融合发

展。如浙江自贸区重点打造的高科

技产业集群 +国际小商品自由贸易

中心 +全球一流跨境电商示范中

心，就是优势产业集群和跨境电商

生态圈融合发展的实例。

2.以外向型跨境电商产业集群

为重点。自贸区既是外向型制造业、

加工产业聚集之地，也是跨境电商

主体聚集之地。自贸区产业政策应

以培育外向性产业集群为重点，鼓

励传统产业集群电商化，通过互联

网跨境贸易平台延长销售链条，减

少销售环节，直达国际市场。另一方

面，鼓励跨境电商平台主体融合传

统制造业、加工业以及跨境贸易服

务商构建跨境电商生态圈。

3.以跨境产能合作带动融合发

展。跨境产能合作包括境外产业合

作和转移、境外资源开发、建设境外

经济园区发展产业集群等。通过跨

境产能合作开发整合产业集群和跨

境电商融合发展，既有利于夯实跨

境产业链，优化产业集群结构和培

育适应国际市场的新产业集群，也

有利于跨境电商生态圈的发展和完

善。

4.以跨境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

提升融合发展质量。根据全球产业

链（GVC）微笑曲线，跨境产业链上游

的研发、设计以及下游的销售、售后

及品牌属于高附加值环节，而中游

的生产、加工和处理则属于低附加

值环节。基于跨境电商的外向型产

业集群的发展应从生产、加工等低

附加值环节逐步提升到研发、设计、

售后及品牌等高附加值环节，以提

升二者融合发展的质量。

三、对策建议

（一）深化认识、勇于探索

自 2013年上海自贸区成立以

来，我国自贸区建设仅走过 7个年

头。自贸区建设的内涵外延、对国内

经济发展、国际经济合作的功能作

用还有待深化认识。产业集群与跨

境电商融合发展也是近年来在新的

国际贸易投资环境下出现的新热

点，对于二者融合发展的条件、演进

和结果的认识也同样有待深化。另

一方面，在实践中要大胆创新、勇于

探索自贸区对二者融合发展的支

撑、深化及拓展功能，在实践上逐步

总结发展规律。使自贸区下产业集

群和跨境电商融合发展的溢出效应

进一步增大。

（二）积极创造自贸区下融合发

展的条件

自贸区建设的政策规划应有意

识主动创造有利于产业集群和跨境

电商互补性、竞合性融合发展机制，

如建立产业链及产品的互补性，提

升共同营销效率以及生产运营协同

发展机制。提供基础设施、教育培训

计划、充分的信息和技术、品牌以及

营销资源等公共产品和半公共产品

以加强区内产业集群和跨境电商主

体之间的沟通和联系。

（三）招商引资政策应突出重点

自贸区招商引资应利用优惠政

策，以外向型产业集群和跨境电商

生态圈构建为重点。以引进跨国企

业、龙头企业为抓手，尽可能引入相

同产业的多家企业，利用规模效应，

在横向和纵向一体化上推进产业集

群的快速形成及与跨境电商的融合

发展。并通过在专业化培训、基础设

施和其他攸关商业环境的方面做相

应投资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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