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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基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热点分析和核密度估计等多种空间统计

方法，从省域、区域、县域及县域以下多个空间尺度，对1998年、2003年、2008年和2013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

间分异格局进行点、面结合测度，并运用地理探测器，解析影响全省以及杭嘉湖绍、宁台温舟和金衢丽三大区域

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的地理因子。结果表明：① 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程度呈递减态势，空间分布沿着

“西南-东北-西北”的Z字型路径向外扩散；② 浙江制造业经历了“三核并立”-“三核多中心”-“三核连片发展

多中心”空间分异格局；③ 环杭州湾地区一直处于全省制造业热点地区，浙江省冷热点区域空间格局大体呈现

“东北-西南”的走向；④ 影响全省制造业企业分异格局的核心因素主要为信息化、地形、市场规模、城镇化和技

术创新等，影响三大区域制造业空间布局的核心因素存在时空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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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在全球化背景

下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中国制造业的核心区域。

经济一体化加速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加快了核心

区域产业结构“软化”进程，推动了核心区域的产

业向外围区域的转移。2008年后，西方发达国家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相继提出“再工业化”产业政

策，这不仅对中国制造业产业提出了新的挑战，同

时也对中国制造业重要基地的浙江省提出了新的

挑战。浙江省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位于全国前

列，但区域间仍存在较大的空间异质性，工业化发

展进程差异较大[1]。当前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

口膨胀、城市用地短缺、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环境的

制约，经济发展空间日益缩小。因此，研究浙江省

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和驱动因素，不仅对于

异质性中国来说有着典型意义，而且对于资源匮

乏、土地面积较小的浙江省如何优化产业空间结

构，合理配置资源，实现制造业创新、协调和可持

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进入工业社会后，产业或企业的布局一直是

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以杜能、韦伯、勒施等人建立

的古典区位理论为滥觞，运用比较优势理论的静态

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从土地位置、地租、土地利用、经

济成本等角度研究企业区位的影响因素[2~4]。沿着

比较优势理论的思路，雁阵模式、边际产业转移

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相继提出[5]。“核心-边缘”

模型探讨了影响产业空间分布的集聚力和离心

力，产业集聚或扩散取决于集聚力和分散力的大

小[5]，为研究产业空间布局的提供了崭新的范式。

但是大多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把重点放在“金融

外部性”上，忽视技术外部性，这为其他学者所弥

补。Baldwin 等从企业异质性生产的视角研究了

产业空间的分类效应与选择效应[6]，其他一些学者

也逐渐突破了狭隘地关注企业的经济关联，更加

宽泛地从政治、经济、技术以及社会环境等多重视

角研究产业（企业）的空间分布[7~9]。关于中国省制

造业的空间分布格局，国内学者已从全国、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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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域和市域[10~13]等不同空间尺度做了大量深入的研

究。由于学者们在空间尺度、时序跨度、产业选择、

研究方法等方面选择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观点[14]。

同时，学者们还从市场规模、城镇化水平、要素成

本、集聚负外部性、交通基础设施、对外开放和地

方政策以及生态环境考察了影响制造业产业分布

的因素[15~20]。在研究方法上，随着GIS技术日趋成

熟，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研究制造业空

间布局成果日趋增多，然而，研究尺度多集中在省

域和地市级层面，基于县级及以下空间尺度的研

究相对较少，并且以制造业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

还不多见。关于浙江省制造业空间布局研究已取

得了较多的成果 [21,22]。但这些研究主要针对世纪

之交的浙江省制造业空间布局展开的，此后的有

关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近十多年来，在新型城镇

化和新型工业化的背景下，浙江省制造业空间布

局是如何演化的？影响制造业产业布局有哪些因

素？鉴于单一测度方法很难准确刻画制造业空间

格局的演化过程和特征。为此，本文运用标准差

椭圆、全局空间自相关、热点分析和核密度分析方

法，从全省、区域和县域及以下多个空间尺度，采

取点、面结合的测度方式，探索浙江省制造业企业

空间分异格局和演化特征，最后运用地理探测器，

探测和解析影响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的地理因子，

以期为促进浙江省制造业均衡发展和合理布局提

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11 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11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地域范围为浙江省 11个地市、90个

区县，为研究区域差异，本文将浙江省11个地市划

分为杭嘉湖绍、宁台温舟和金衢丽三大区域。按

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GB/T4754-2002）分

类标准，选取的制造业是扣除了工艺品及其他制

造业与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之后的所

有二位数行业，合计28个行业。数据来源于中国工

业企业统计数据库（1998~2013）[23]、《浙江统计年

鉴》[24]、浙江省各地市统计年鉴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

利检索系统[25]。依据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整

理出1998年、2003年、2008年和2013年共126 746

家制造业企业，通过谷歌地图API 接口，按地址信

息查找各企业地理坐标，最后使用 ArcGIS10.2 将

企业坐标转化为企业空间点数据文件。

11..22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1.2.1 标准差椭圆方法

标 准 差 椭 圆（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

SDE）方法目前已在多学科中得到较为广泛地应

用。它的主要参数有中心点、长轴、短轴和方位

角。中心点表示全部地理要素在空间上的中心位

置，长轴和短轴分别表示地理要素在空间上的分

布方向和分布范围。相比而言，长轴越长，表明地

理要素方向性越强，短轴越长，表明地理要素离散

化程度越高。方位角是以X轴的正北方向为基准

顺时针旋转和椭圆长轴形成的夹角。因此，SED

方法较好地从中心性、方向性、离散化等方面揭示

了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形态。标准差椭圆的中心

点、长短轴及旋转角度计算过程见文献[26]。

1.2.2 全局空间自相关和热点分析

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是测量区域全局聚

类检验的方法，主要用于整个研究区中邻近地区

之间是相似程度，Moran’s I 的值越大，说明空间自

相关程度越高，计算过程见文献[27]。由于区域间的

异质性使得全局自相关的检验不能反映出局部区

域空间相关性，因此，本文采用局部自相关分析的

Getis-Ord Gi
*指数进一步分析局部区域的空间聚类

特征，通常Getis-Ord Gi
*指数需要进行标准化得到

Z值，Z值越高，表明这个区域为高值（热点）聚集

区，而低的负的Z值越小表明了该区域是低值（冷

点）的聚集区。如果Z值接近为零则说明该区域没

有明显的空间聚集性。Getis-Ord Gi
*指数计算过程

见文献[27]。

1.2.3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是一种非参数估计方法，用来计

算散布在空间上的要素在周围邻域中的密度。该

方法不依据事先的假定分布，而是只依据数据本

身来研究事件的分布形态特征。核密度值越高说

明空间事件的集聚程度越高，反之就越低。核密

度计算过程见文献[28]。

1.2.4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Geographical Detector) 用来探测

空间分异性，其核心思想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如果

某个自变量对某个因变量有重要影响，那么自变

量和因变量的空间分布应该具有相似性[29]。地理

探测器既可以探测数值型数据，也可以探测定性

数据，这正是地理探测器的一大优势。本文运用

地理探测器探测浙江省制造业空间分异格局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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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的模型如下：

P = 1 - 1
σ2∑

h = 1

L

Nhσ2
h （1）

式中，h = 1, 2,…, L为因变量Y或探测因子X的分

层，σ2 为一级区域（全区）制造业企业密度的方差，

σ2
h 为次级区域（层h）制造业企业密度的方差。 Nh

和N分别为层h和全区的单元数。P为某探测因子

X的探测力值，P值越大说明探测因子对制造业企

业空间布局影响越大。

22 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格局分布
特征

22..11 标准差椭圆分析标准差椭圆分析

2.1.1 全省标准差椭圆分析

如图1所示，1998~2013 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

分布格局总体呈现“南（略偏东）-北（略偏西）”的

空间格局，浙江省制造业企业分布中轴线大体上

处在“桐乡-嵊州-永嘉”一线，标准差椭圆的转角θ

基本在173.24o~178.73o之间变动（表1），且转角θ不

断扩大，2013年长轴几乎与X坐标轴重合，浙江省

制造业企业呈现出接近于“正北-正南”的空间分

布趋势；标准差椭圆内部基本上以杭嘉湖绍地区

和浙东沿海地区为主。

图1 1998~2013年浙江省及三区域制造业分布标准差椭圆

Fig.1 SD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distribution in Zhejiang

从分布方向看，1998~2003 年，长轴标准差增

大，表明企业空间分布沿长轴方向扩散，随后在

2003~2013年长轴标准差缩短，表明在长轴方向上

存在向椭圆中心集聚的现象。从短轴看，1998~

2013年，短轴标准差距离不断增大，表明制造业企

业在短轴上出现了向西扩散的态势。从分布中心

看，椭圆中心点都位于嵊州市内，中心点坐标首先

由 1998年的 120.67oE、29.59oN向西南方向位移至

2003年的120.66oE、29.53oN，之后又向东北方向位

移至2008年的120.67oE、29.57oN，最后向西北方向

位移至2013年120.60oE、29.60oN，分布中心经历了

“西南-东北-西北”的Z字型的变动态势。

2.1.2 三大区域标准差椭圆分析

杭嘉湖绍地区的中心点位于江干区，转角θ在

1998~2003年间顺时针旋转，表明该区域东南方向

的企业数量显著增加，2003年后转角逆时针旋转，

说明在东北方向企业数量显著增加。从长轴的变

化看，标准差距离在 1998~2008年间不断增加，表

明该区域制造业企业沿长轴“东北-西南”方向存

在扩散趋势，2008~2013年间长轴标准差下降，表

明沿长轴方向出现了极化现象。从短轴标准差在

1998~2003 年沿“西北-东南”方向呈现集聚，在

2003年后呈扩散态势。

宁台温舟地区的中心点位于临海市和三门县

的交界处，该区域转角θ一直处于逆时针旋转，表

明该区域在西北方向的企业数量一直在增加。长

轴和短轴在 1998~2008 年变短，表明沿“东北-西
南”和“西北-东南”方向都有极化现象，2008年后

长轴和短轴标准差增加，企业布局向外围扩散分

布。总之，宁台温舟地区在长轴和短轴方向上都

经历了“先集聚后扩散”的态势。

金衢丽地区的中心点位于婺城区和武义县的

交界处，转角θ在1998~2008年逆时针旋转，表明这

一时期东北方位的义乌、兰溪、浦江等区县的企业

数量有明显的增加。2008年后又顺时针旋转。从

长短轴的变化来看，都先后经历了“先集聚后扩

散”的态势。

22..22 空间全局自相关分析和热点分析空间全局自相关分析和热点分析

2.2.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从全局空间自相关统计结果（表2）可以看出，

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相关性均为正值，表明浙

江省制造业企业分布呈显著的集聚特征，但在从

时序变化上，Moran’s I指数值呈逐步下降趋势，由

1998年 0.399下降到 2013年的 0.169，表明浙江省

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程度不断减弱，企业空间分

布正朝着离散化和均衡化的方向发展。

2.2.2 热点分析

为进一步探索浙江省制造业企业县域分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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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格局，了解其高低值集聚分布情况，根据局部

空间自相关方法（Getis-Ord Gi
*），利用 ArcGIS10.2

空间统计工具分类中的热点分析方法，计算浙江省

1998、2003、2008和2013年制造业的Gi
*统计量Z值

得分，按照自然断点法将Z值分成5个等级，得到浙

江省不同年份制造业企业分布冷热点图（图2）。

1998~2013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的

表表11 浙江省及三大区域标准差椭圆参数浙江省及三大区域标准差椭圆参数

Table 1 Parameters of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Zhejiang

区域

全省

杭嘉湖绍

年份

1998

2003

2008

2013

1998

2003

2008

2013

中心点

经度

120.674

120.656

120.667

120.602

120.360

120.344

120.341

120.355

中心点

纬度

29.590

29.527

29.571

29.604

30.270

30.281

30.308

30.315

长轴

标准差

1.324

1.339

1.313

1.299

0.586

0.633

0.646

0.626

短轴

标准差

0.949

0.968

0.984

0.999

0.498

0.485

0.492

0.506

转角(o)

173.243

174.787

175.153

178.727

60.141

61.630

57.564

55.661

区域

宁台温舟

金衢丽

年份

1998

2003

2008

2013

1998

2003

2008

2013

中心点

经度

121.219

121.201

121.241

121.239

119.662

119.727

119.734

119.696

中心点

纬度

28.972

28.929

29.017

29.027

28.981

28.999

28.975

28.945

长轴

标准差

1.394

1.380

1.355

1.362

0.808

0.791

0.767

0.770

短轴

标准差

0.410

0.387

0.376

0.392

0.474

0.473

0.477

0.504

转角(o)

21.012

20.833

20.006

19.378

72.890

71.030

69.813

71.069

表表22 19981998~~20132013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全局空间自相关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全局空间自相关

Table 2 Global Moran's I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Zhejiang

指标

Moran’s I

E(I)

Z Score

P-value

1998年

0.399

-0.011

7.199

0.000

2003年

0.277

-0.011

5.058

0.000

2008年

0.216

-0.011

4.001

0.000

2013年

0.169

-0.011

3.164

0.002

图2 浙江省县域制造业企业空间冷热点分布

Fig.2 Spatial hotspots distribu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Zhe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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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区主要集中在杭嘉湖绍平原区和浙东沿海

区，冷点地区多集中在浙西南地区，冷热点大体呈

现“东北-西南”走向。1998 和 2003 年，杭嘉湖绍

地区热点区域数量不变，有上城区、下城区、江干

区、西湖区、拱墅区、滨江区、萧山区、海宁市、越城

区、绍兴县、上虞市和诸暨市等12个区县。1998年

宁台温舟地区热点区集中在宁波市，2003年增加

镇海区、龙湾区、鹿城区和乐清市。2008全省热点

区数量由 2003 年 22 个锐减为 11 个，在 2013 年又

增加到 19 个。1998 年全省冷点区有 17 个，2003

年冷点区数量减少到15个。2008年冷点区14个，

2013 年又增加到 19 个。上述数据表明，1998~

2013年浙江省冷点区数量变动不大，而热点区在

2008年出现了显著的变动，特别是杭州市的4个区

县和绍兴市的 4个区县变为次热区，但是 2013年

这 8 个区县又重新成为热点区。温州和台州自

2008年后就没有热点区，并且次热点数量也在逐

渐减少，表明温台地区制造业企业在经历了 2008

年金融危机后，仍没有走出投资低迷，短期内较难

恢复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

2.2.3 核密度分析

从热点分析，大体可以看出浙江省制造业企

业在县域层面空间聚类的整体格局。为更进一步

从更小地理尺度揭示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分

布格局，本文利用ArcGIS10.2的核密度分析方法，

设置像元大小 500 m，搜索半径 10 km，分别对

1998 年、2003 年、2008 年和 2013 年浙江省制造业

企业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可视化处理，按照自然断

点分级法分为低值区、较低值区、中值区、较高值

区和高值区 5 级，最终得到 4 个年份的核密度图

（图3）。

1998年前形成了以杭州市区、宁波市区和温

州市区三大制造业核心区，核心区域的周边地区

块状发展的“中心-外围”结构布局。制造业企业

分布的核心区域位于杭州市区（上城区、下城区、

拱墅区、江干区、西湖区）、宁波市区（海曙区、江东

区、江北区）、温州市区（瓯海区、龙湾区、鹿城区）。

1998~2008年，制造业企业三大核心区向外逐

渐扩张，并且在外围区域出现了中心极化现象。

2003年富阳市、乐清市、瑞安市成为外围地区的中

图3 1998~2013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核密度分布

Fig.3 The kernel densit y distribut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Zhejiang in 1998-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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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带，2008年外围地区的中心渐次增加，有余杭

区、萧山区、北仑区、温岭市、乐清市、瑞安市等。

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格局形成了三核多中心并

存的空间模式。

2008年后，浙江省制造业三大核心区域面积

不断扩大，形成了核心区连片发展，外围区域多中

心分布更广的空间格局。2008年前，杭州市中心

城区上城区、下城区、西湖区和江干区一直是制造

业企业的中心区域，2013年杭州市区的企业核心

区域发生了较大变迁，上城区、下城区和西湖区退

出了核心区域，让位于江干区、滨江区和萧山区，

形成了杭州市的江干区、滨江区、萧山区与绍兴市

的越城区、绍兴县连片集群发展的态势。宁波市

区的核心区域面积不断扩大，2013年北仑区也处

于核心区。温州市的核心区域已突破原有边界与

瑞安市相连接。过去处于外围区域的嘉善县、南

湖区、秀洲区，海宁市、余杭区、诸暨市、嵊州市、义

乌市和永康市已形成了外围地区的产业集聚区。

33 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异格局
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

分异格局的影响因素。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本

文选取10个代表性指标作为地理探测器分析的探

测要素。地形因素（X1）：地形因素对区域人口分布

及经济活动的分异作用显著[26,30]，本文选取地形因

素作为影响制造业区位的自然地理因素（平原、盆

地、丘陵和山区）。市场规模（X2）：新经济地理学认

为企业倾向于市场规模大的区域生产，指标选取

人均 GDP。工业化程度（X3）：产业空间格局变化

与产业结构演进密切相关[31]，指标选取二产比重。

城镇化水平（X4）：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水平影响

了制造业空间布局[16]，指标选取非农人口占年末总

人口的比重。信息化水平（X5）：便捷的信息通讯和

网络设施已成为影响中国区域发展的新因素[32]，指

标选取人均电信业务收入。交通可达性（X6）：良好

的交通基础设施可大大降低运输成本，弱化区域

市场分割，增强市场可达性[19]，指标选取每平方公

里公路里程数。生产成本（X7）：生命周期理论和雁

阵模式理论，认为劳动力成本会对产业空间格局

产生重要的影响 [33,34]，指标选取城镇职工平均工

资。技术创新能力（X8）：新经济地理学认为技术

（知识）创新是影响产业空间格局重要因素[35]，参照

学界通常做法，选取每万人专利授权量衡量区域

技术创新水平。对外开放度（X9）：大量的研究表明

外商投资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空间格局，选取实

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地方生产总值之比。区

域政策因素（X10）：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的分权

化已成为影响产业空间格局的重要影响因素[13]，选

取地方财政支出占地方生产总值的比重。

运用 ArcGIS10.2 自然断点法把经济因素、政

策因素分为 1、2、3类，然后利用地理探测器，分别

计算 1998 和 2013 年各探测要素对区域制造业企

业分布（县域单位面积上的企业数）的影响力P值

（表3）。

33..11 从全省范围看从全省范围看

由表3可知，1998年影响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

间格局的核心因素为市场规模（0.737）、信息化水

平（0.517）、城镇化水平（0.393）、技术创新（0.346）

和地形（0.340）；2013 年核心因素为信息化水平

（0.622）、地形（0.590）、市场规模（0.538）、城镇化水

平（0.458）和技术创新（0.370）。1998年各影响力P
值差距较大，2013年各影响力P值差距变小，表明

影响全省制造业空间布局越来越受到更多因素的

年份

1998

2013

区域

全省

杭嘉湖绍

宁台温舟

金衢丽

全省

杭嘉湖绍

宁台温舟

金衢丽

X1

0.340

0.207

0.521

0.277

0.590

0.616

0.411

0.471

X2

0.737

0.527

0.690

0.582

0.538

0.591

0.423

0.560

X3

0.074

0.479

0.173

0.244

0.051

0.036

0.130

0.248

X4

0.393

0.894

0.439

0.742

0.458

0.476

0.408

0.184

X5

0.517

0.915

0.537

0.675

0.622

0.765

0.733

0.494

X6

0.095

0.092

0.085

0.774

0.312

0.375

0.153

0.294

X7

0.213

0.584

0.448

0.077

0.0003

0.079

0.023

0.166

X8

0.346

0.669

0.344

0.435

0.370

0.128

0.495

0.645

X9

0.230

0.323

0.299

0.360

0.261

0.129

0.395

0.004

X10

0.044

0.356

0.288

0.149

0.177

0.106

0.221

0.438

表表33 浙江省制造业企业分布影响要素地理探测结果浙江省制造业企业分布影响要素地理探测结果

Table 3 The result of geographic detection for affecting factor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distribution in Zhe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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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此重构浙江省制造业空间布局须要从多

方面考虑。

33..22 从分区域范围看从分区域范围看

由于杭嘉湖绍地区、宁台温舟和金衢丽在地

理环境、经济基础条件和发展过程存在时空间上

异质性，因而影响各区域制造业空间布局的主要

因素也各不相同。

1998年，影响杭嘉湖绍地区制造业企业空间

格局的核心因素为信息化水平（0.915）、城镇化水

平（0.894）、技术创新（0.669）、生产成本（0.584）和

市场规模（0.527）；2013年核心影响因素为信息化

水平（0.765）、地形（0.616）、市场规模（0.591）、城镇

化水平（0.476）和交通可达性（0.375）。原为 1998

年核心因素的技术创新和生产成本的探测P值下

降，而地形和交通可达性探测P值呈上升，取代前

两者成为核心因素。

1998年，影响宁台温舟地区制造业企业空间

格局的核心影响因素为市场规模（0.690）、信息化

水平（0.537）、地形（0.521）、生产成本（0.448）和城

镇化水平（0.439）；2013年核心影响因素为信息化

水平（0.733）、技术创新（0.495）、市场规模（0.423）、

地形（0.411）和城镇化水平（0.408）。其中，信息化

水平影响力P值上升，成为首要的影响因素；技术

创新取代了生产成本，成为核心影响因素。

1998年，影响金衢丽地区制造业企业空间格

局的核心影响因素为交通可达性（0.774）、城镇化

水平（0.742）、信息化水平（0.675）、市场规模

（0.582）和技术创新（0.435）；2013年核心因素为技

术创新（0.645）、市场规模（0.560）、信息化水平

（0.494）、地形（0.471）和政策因素（0.438）。2013年

技术创新成为首要的影响因素，地形和政策因素取

代交通可达性和城镇化水平成为核心影响因素。

33..33 基于探测因子的分析基于探测因子的分析

从探测因子的影响力P值看，地形因素、市场

规模、城镇化、信息化、技术创新等探测因子对区

域制造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存在一致性；工业化程

度、生产成本和交通可达性在不同区域的探测P值

存在较大差异，对外开放度和地方政策因素在不

同区域的探测力P值差异较小，具体分析如下：

1）地形因素（X1）、交通可达性（X6）。浙江省

素称“七山一水二分田”，浙西南和浙南遍布大量

山区丘陵。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受到行政体制

的约束较大，不能自由迁移，地形因素对于制造业

布局的影响较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初步建

立，国企改革，企业逐渐摆脱了行政束缚，积极参

与市场竞争，企业更倾向于向自然条件优越的沿

海平原地区迁移。因此，1998年地形因素对于全

省和三大区域制造业企业布局的影响力相对较

弱，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企业布局更关注自然

地理的优势，地形因素探测力P值在 2013年上升

和凸显，成为影响全省和三大区域制造业布局的

核心因素。对比 1998 年和 2013 年交通可达性对

全省及三大区域制造业分布的影响力P值，不难发

现全省、杭嘉湖绍和宁台温舟地区 2013年的P值

显著高于 1998 年，而金衢丽地区则呈下降态势。

1998年，企业区位选择受体制影响较深，特别是国

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无法依据市场自由地选择区

位，造成了交通区位的影响力较小。随着市场经

济的确立和不断完善，增大了企业区位选择的空

间，市场通达性的重要性日益重要，因此，2013年

的交通可达性对全省、杭嘉湖绍和宁台温舟地区

的影响力P值呈现显著增加，成为影响上述区域制

造业布局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近年来，金丽温

高速公路修建大大改善了该地区的交通基础设

施，然而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该地区制造业布局

影响力反而显著下降，可能的原因是该地区多为

山区丘陵，且区域内有浙南山区丘陵重点生态功

能区（包括文成县、庆元县、景宁县、龙泉市、遂昌

县等）和浙中江河源头重点生态功能区（磐安县），

以及浙西山区丘陵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化县等），

总面积大约15 000 km2。基于对生态环保的考虑，

即使交通设施的完善，该地区许多区县仍不太适

宜大规模的制造业生产建设，制造业产业更多地

集中在面积狭小的低丘缓坡地带。

2）市场规模（X2）、工业化程度（X3）、城镇化水

平（X4）。由表3可以看出，市场规模对全省和三大

区域制造业企业布局有一致性影响，表明区域经

济的发展和市场规模的增加，促进了区域制造业

的增长和扩张。然而，由于浙江各县域工业化发

展阶段存在较大的空间异质性，导致了该探测要

素对全省和三大区域制造业布局的影响力P值存

在较大差异性。杭嘉湖绍地区工业化进程早，长

期处于全省制造业的核心地带和热点区域，因而

1998年工业化程度对于杭嘉湖绍地区制造业布局

的影响力P值明显高于其他两大区域。随着工业

化进程的深入，部分核心区县实施“退二进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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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比重下降；而对于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的

一些周边区县来说，制造业仍是拉动当地经济发

展的重要引擎，承接了本区域的部分产业转移，促

进了产业在本区域内扩散，从而导致 2013年工业

化程度对于杭嘉湖绍地区制造业布局的影响力P
值显著下降。此外，对比城镇化和工业化影响不

同区域制造业布局的P值，城镇化水平影响不同区

域制造业布局的P值普遍高于工业化程度的影响

力P值，主要是因为各地区城镇化水平都在持续提

高，而各地区工业化发展阶段不同，表现为发达区

县和落后区县在产业结构比例上的存在空间差异

性，造成了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影响力P值存在较大

差异。

3）信息化水平（X5）。信息化水平反映了地方

企业获取知识的速度和能力，信息化水平的提高

有利于制造业增长和集聚。信息化水平对全省和

三大区域制造业布局影响力P值普遍高。杭嘉湖

绍地区经济发达，信息化水平高于全省和另外两

个地区，1998年信息化水平就已经成为影响杭嘉

湖绍地区制造业布局的最重要的因素。随着全省

经济社会的发展，2013年信息化水平又成为影响

全省和杭嘉湖绍与宁台温舟两大区域产业布局的

首要影响因子。

4）生产成本（X7）和技术创新（X8）。1998年生

产成本是影响杭嘉湖绍地区和宁台温舟地区制造

业布局的核心因素，但并不是影响全省和金衢丽

地区的核心影响因素，表明劳动力工资差异在全

省和金衢丽地区差异较小，在杭嘉湖绍和宁台温

舟区域内差异较大，较大的工资差异吸引了劳动

力要素向核心区的流动，强化了“本地市场效应”，

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在核心区县的集聚。2013年，

杭嘉湖绍和宁台温舟两大地区内的各区县的工资

差异减少，生产成本对于制造业布局的影响力P值

下降，不再是核心影响因素。对比1998和2013年，

技术创新影响杭嘉湖绍地区产业布局的探测P值显

著下降，这表明随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各区县间

的技术水平差距正在缩小，企业已不再像以前迫切

临近技术密集区域。技术创新对全省、宁台温舟和

金衢丽地区影响力P值呈现出上升态势，表明浙江

全省以及宁台温舟和金衢丽两大区域在技术创新

方面仍存在较大的空间异质性，企业更倾向于在

创新能力强的区域集聚，以便于获取外部技术资

源，提高生产率，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5）对外开放度（X9）和政策影响（X10）。对外

开放度和地方政策对全省和三区域制造业布局有

影响存在差异性较小。浙江省经济发展走的是依

赖于民间资本的内源式模式，外商投资规模整体

偏低，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布局的影响力P
值普遍较低。之后浙江省大力吸引外资，特别是

杭嘉湖绍地区外商投资额的提高，促进了对外开

放度对全省制造业布局的影响力增加。由于浙江

省外商投资“东北多、西南少”格局并未发生实质

性改变，造成了对外开放度对制造业企业区位选

择的影响力存在差异。杭嘉湖绍地区经济相对发

达，市场化程度高，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布局的影响

不断减少，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金衢丽地区，政

府的作用有所增强。为改变基础设施、文教科技

等公共事业相对落后面貌，政府运用财政手段，改

善基础设施，营造有利于制造业布局的良好环境，

有利于引导当地制造业合理布局。当然，并非政

府的干预越多越有利于制造业产业布局，过度的

地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市场化进程，因此，

适度科学合理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

4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 1998~2013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数

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从点、面的角

度分析了浙江省制造业企业分异格局、特征及其

影响因素，得到以下结论：1 在省域层面上，浙江

省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格局沿着“西南-东北-西
北”的Z字型路径，由核心区域向边缘区域扩散；三

大区域制造业企业分布格局存在不同方向的集聚

和扩散；2 在县域层面上分析了制造业企业空间

分布大体呈现“东北-西南”的走向；3 从更小区域

尺度分析了制造业“三核并立”-“三核多中心”-
“三核连片发展多中心”空间分异格局；4 基于地

理探测器的制造业企业空间布局影响因素，在不

同区域下存在时空差异，1998年和 2013年影响浙

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异格局的核心因素为信息

化、地形、市场规模、城镇化水平和技术创新，只是

相对重要程度有所变化；1998年影响杭嘉湖绍地

区制造业空间格局的核心因素为信息化、城镇化、

技术创新、生产成本和市场规模，2013年核心因素

为信息化、地形、市场规模、城镇化和交通可达性；

1998年影响宁台温舟地区制造业空间分布的主要

因素为市场规模、信息化、地形、生产成本和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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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2013年核心因素为信息化、技术创新、市场规

模、地形和城镇化；1998年影响金衢丽地区制造业

空间分布的核心因素为交通可达性、城镇化、信息

化、市场规模和技术创新，2013年核心因素为技术

创新、市场规模、信息化、地形和政策因素。最后，

从理论上解析了地理探测要素对不同区域制造业

空间布局影响力的时空一致性和差异性。

在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相互作用下，浙

江省制造业依托杭州、宁波和温州三大中心城市，

呈现“集聚—扩散”的演化态势，已形成环杭州湾、

浙东沿海产业带和金衢丽高速沿线三大产业带。

目前，现代制造业正在向高附加值、高加工度和高

技术化的方向发展，这对浙江省制造业发展提出

了新的机遇与挑战。首先，浙江省应依托信息化

大省的资源优势，打造云计算服务平台，推进信息

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促进生产型制造向服务

型制造的转变，实现向智能制造的转变。其次，打

造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努力攀爬

制造业价值链高端，离不开创新驱动。浙江省制

造业的转型升级要切实摆脱过去依赖低劳动成

本、忽视技术创新的发展模式，必须走创新驱动展

道路，形成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制造业产业体

系，推进中国制造向先进制造业过渡。因此，创新

战略不仅对于发达区县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

于欠发达的浙西丘陵地区和浙南山区尤为重要。

各地区在引智的同时还应加强跨区域合作，建立

有效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实现区域间技术

合作与共享。再次，尽管地形因素对于浙江制造

业企业的布局影响在短时期无法改变，但是，交通

基础设施的改进可以弥补浙西和浙南山区丘陵在

地形上自然劣势。地方政府可适当加快城镇化建

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吸引了

先进制造业进入当地，推动本地制造业企业转型

升级。

本研究针对制造业整体，未区分行业特性，未

来可进一步研究不同类型行业的空间格局和影响

因素，以完善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重构特征和

影响机制。其次，受数据获取的限制，在影响因素

的动态分析中，未能将土地价格和环境约束纳入

到探测要素，这些也是影响制造业空间格局的重

要动力，有待搜集到更加完整的数据后进行相关

研究。本文研究发现浙江省制造业中心线大体处

在“桐乡-嵊州-永嘉”一线，走向为“西北-东南”方

向，随着浙江制造业的发展，空间格局中心线能否

越过该线，出现“东北-西南”方向的逆转呢？这些

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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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Zhejiang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in Zhejiang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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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olleg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14, Zhejiang, China;

2.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Huna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Changsha 410205, Hunan, China)

AbstractAbstract: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undergone spatial restructuring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has be-

come the core area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data, using mul-

tiple spatial data analysis such as the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the 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hotspot anal-

ysis and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from multiple spatial scales such as the provincial, regional, county and

sub-county sca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evels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variation pat-

tern of manufacturing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year of 1998, 2003, 2008 and 2013. This paper uses the geo-

graphical detector tool to analysis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Zhejiang from

provincial to sub-provincial sca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from 1998 to 2013,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th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Zhejiang province is decreasing,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is

spread out along the z-path of "southwest - northeast - northwest". Secondly, Zhejiang's manufacturing indus-

try experienced "three core parallel" -- "three core, multi-center" -- "three core expanding, multi-center"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Thirdly, the Hangzhou Bay area has been in the hotspots of the whole province. The spa-

tial layout of the hotspot in Zhejiang province generally presents the trend of "northeast-southwest". Lastly, the

cor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the whole province are infor-

matization level, terrain, market scale, urbanization leve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tc.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economic basement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have spatial heterogeneity, which lead to spa-

tial-tempo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r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of three regions.

Key wordsKey wor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Zhe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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