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第 07 期

经济研究导刊

No．07 ，2012

总第 153 期

ECONOMIC RESEARCH GUIDE

Serial No．153

晋江市体育制造产业升级路径研究
——
—基于集群价值链延伸视角
苏春花 1，陈章旺 2
（1.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
2.福州大学，
福州 350002）

摘

要：该研究在利用各类二手资料与实地调研结果的基础上，
分析晋江市体育制造产业的发展现状与主要问题，

从集群价值链延伸的视角提出体育制造产业升级的基础模型。在此基础上，结合晋江市体育文化产业资源，构建了以
“品牌差异化营销、
网络定制营销、
集群信息化和协作互利”
为驱动力的集群价值链延伸的晋江市体育制造产业升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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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晋江市体育制造产业现状与主要问题
（一）晋江市体育制造产业现状

须的各个生产要素，因为在晋江市运动鞋产业集群内聚集中
560 多家鞋业配套相关企业，如皮革厂、鞋底提供商、电脑制
绣服务企业等。这是这些配套企业与主体企业的长期良好合

1.处于成熟期的产业集群阶段。当前，处于产业集群成熟

作，形成高度的默契，使晋江市体育制造企业集群灵活性较

期阶段的晋江市体育制造产业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体

好。
（4）体育制造产业集群信任度高。处于成熟期的晋江市体

育制造产业集群效应显著。如晋江市陈埭镇的体育制鞋厂的

育制造产业集群，集群内部的主体企业与相关辅助企业在政

相关制鞋技术和制鞋经验在与同行业的频繁接触中容易得

府相关政策的推动作用及产业分工细化的生产方式的促进

到迅速地传播，这对后进的体育制造企业来说，可利用体育

作用之下，形成长期稳定的良好合作文化环境，集群内各组

制造产业集群的良好学习环境减少起步成本，并对有悠久历

织成员之间已建立起较高的信任度。

史的体育制造产业起无形的鞭策作用。再者，晋江市政府对

2.部分产业走上创新道路。
面对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

体育产业的重视吸引了民间许多多余的资金投资到体育制

晋江市体育制造产业集群率先走上创新型产业集群道路。以

造产业中，在地理优势方面，晋江市体育制造产业集群效应

晋江市安踏企业为例，
2005 年，
安踏企业创建了国内首家“运

表现出较大的集聚吸引力。
（2）体育制造产业集群协调性好。

动科学实验室”
。 并与比利时著名运动鞋研发机构 RScan

笔者走访了晋江市体育制造产业集群中的龙头、核心代表企

公司合作，
研究人体运动力学特点。2006 年，
安踏企业成功研

业，如峰安皮业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于 2009 年被晋江市政

制出“芯技术”
，并推出“芯技术”系列篮球鞋。361°企业利用

府确定为晋江市体育制造产业集群的核心代表企业。峰安皮

猎豹仿生技术，
推出适宜中长跑的跑鞋系列。
磁悬浮技术、

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意大利、德国全套进口设备，使用国际
高质量的化工颜料，产品质量达到环保皮的国际先进水平，

（二）晋江市体育制造产业主要问题
1.同质化竞争严重。晋江市体育制造产业的同质化竞争

产品质量符合欧盟标准。企业长期被阿迪达斯、耐克、李宁、

不仅表现在行业同质化、产品同质化，还表现在品牌同质化。

安踏、三兴、乔丹、德尔惠、匡威、巴黎、康奈、奥康、富贵鸟、深

首先，
行业同质化问题。据统计，
在晋江市 3 000 多家的体育

绿洲、托米等国内外知名品牌企业指定为皮料供应商。在晋

制造产业中从事运动鞋制造的企业就高达上千家，而晋江市

江市体育制造产业集群中，像峰安皮业股份有限公司那样发

仅 721.8 平方千米的面积，如此高度集中的行业同质化现像

挥着良好的集群协调作用的企业达到 128 家，共同推进晋江

使晋江市的资源和环境不堪重负；
其次，
产品同质化问题。在

市体育制造产业集群由快又好发展。（3）体育制造产业集群

晋江，鞋业营销经理普遍认可将运动鞋划分为三类：专业运

灵活性高。以晋江市运动鞋产业集群为例，1 000 多家的运动

动、
休闲运动和时尚运动。但尽管如此，
这些企业在这三类产

鞋制造厂家能方便快捷地在当地得到有关运动鞋生产所必

品上的定位却仍不很明确，它们往往互相抄袭、仿制其他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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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卖得好的产品。最后，
品牌同质化问题。虽然安踏公司第一

晋江市体育制造产业绝大部分处于微笑
曲线’形状”。然而，

个走上品牌建设道路，为其他仍热衷于贴牌生产的企业敲了

曲线的低端，即处于价值链中价值少、利润低的制造环节和

警钟，但是许多企业群而效仿。而今，品牌建设很快也出现了

销售环节。只有少数企业如安踏公司已向“微笑曲线”的左端

同质化趋势，选择知名体育明星代言，选择优势传播平台大

的右端提升产品附加值。故本论文
创造价值和从“微笑曲线”

规模投放，签约优秀体育运动队，成了各家相互效仿的套路。

认为，晋江市体育制造产业在基于集群价值链延伸的视角下

2.营销渠道有待创新。
以贴牌生产，
加工起家的晋江市体

的产业升级活动中，应积极寻找使产业价值链增值活动往

育制造产业，在营销渠道上选择了最为传统的营销渠道：产

“微笑曲线”的左右端靠拢，即既注意研发设计提出高附加值

品要么批发给批发商，要么销售给零售商，如果是间接分销

的产品又关心客服与营销提升产品美誉度和顾客忠诚度。其

中间要经过一级、二级、三级乃至级数更高的渠道。这种普遍

次，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就运动用品行业而言，

存在的多级分销渠道大大增加了流通环节和提高了交易成

产品和服务逐渐趋于同质化，
中国已经进入了品牌竞争的时代。

本。以运动鞋为例，晋江鞋厂往往将鞋产品出口到海外市场，

就目前而言，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中国运动品牌企业，
通过品牌

选择的渠道是批发给海外的批发商，失去对终端客户的把

价值链塑造品牌形象以提高品牌的竞争力，
从而扩大市场影响

控，据调查发现，出口到海外的晋江鞋产品或者进入国外大

力已经成为了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再次，
产业集群有以
“地

型的仓储超市或者成了海外市场上的地摊商贩手里随意叫

理接近”为特征的传统产业集群和以“组织接近”为特征的虚

卖的便宜货。

拟产业集群。以
“地理接近”
为特征的传统产业集群在信息化

3.信息化意识不高。笔者在对晋江市体育制造产业信息

的当今在获取资源方面显得相当被动，
相反，
如果传统产业集

化管理的调查中发现，有信息化管理理念的企业只有十几

群能转变为虚拟产业集群，
利用集群信息化来提高物质条件，

家，有实施信息化管理战略的企业更是凤毛麟角，晋江市体

从而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有效实现资源合理利用。最后，

育制造产业自 1998 年以来经历了三次产业洗牌，在大浪淘

专业化分工协作是制造产业集群得以存在的机制优势，集群

沙之后，有上市计划的企业只剩三十几家，在这三十多家的

价值链向高端价值环节延伸离不开集群内外相关组织协作

企业中有注重信息化管理的企业当推安踏公司。然而，晋江

互利关系的良性发展。产业链较长的制造产业利用集群内专

市体育制造产业中的很多民营企业的管理者没有真正认识

业化分工协作机制可使集群价值链得到极大的增值效果。

到实施信息化为其业务带来的长远价值与效益，更谈不上制
造产业信息化建设战略实施了。
4.科研创新力度不够。晋江市体育制造产业科研创新力
度不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产品结构单一，
由于长期的

三、基于集群价值链延伸的晋江市体育制造产
业升级方案
（一）以品牌差异化营销为驱动的产业升级发展路径

贴牌生产模式，产品的附加值也较低。贴牌生产不仅使产业

1.体育品牌营销要走差异化的道路。晋江市体育制造产

对一线劳动力和资源有较大依赖性，而且对产业的利润增长

业品牌同质化现象严重，品牌内涵区别度较低。据统计，从

拉动力不大，企业较难有能力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来

2000—2003 年，
晋江体育制造产业中的运动鞋生产企业在中

改善用工环境，进而较难形成稳定的职工队伍、合理高效的

央电视台五套“体育频道”投放广告的数量依次为 16 个、
33

利用资源以及具备科研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晋江市体育

个、
36 个及 44 个，
呈现节节攀升的趋势。据笔者进一步的调

制造产业普遍存在技术开发薄弱的现象。晋江市多数民营企

查，有 32%的体育制造企业没有设立品牌，另外 68%设立自

业重视市场开发而忽视技术开发在技术投入方面远未达到

己品牌的体育制造企业中有 80%以上企业是按订单上的品

应有的水平。科研创新力度不够的问题突出反映在多数处于

牌要求生产产品的，甚至有一些企业要求不用自己的品牌而

低端产品的体育运动系列鞋业产品的生产上。

借用其他知名品牌进行生产。
2.以品牌差异化为驱动的前、
后向延伸的产业升级路径。

二、基于集群价值链延伸的产业升级的理论基
础与升级路径模型

针对体育制造产业同质化竞争严重的问题，本论文认为，以

在本论文中，产业集群价值链的内涵界定为不同于单个

育制造产业集群价值链前向延伸至产业集群中的销售商产

品牌差异化为驱动的前、后向延伸的产业升级路径，即将体

企业的价值链活动方向，着重指产业集群内相关组织在产生

品推广与宣传增值环节、后向延伸至产业集群中的生产商产

集群合作行为时所产生的一系列价值链集聚活动。产业集群

品研发与设计增值环节，一方面，将晋江市各乡镇的体育文

价值链延伸的内涵界定为产业集群内主体企业在集群内外

化资源融入到当地的体育产品品牌设计理念和品牌推广中，

各相关组织的相互作用下，寻求产业集群沿着价值链向高附

形成体育制造产业品牌差异；另一方面，结合晋江市各乡镇

加值环节不断扩展、
延伸的相关活动。

体育文化资源以品牌差异化为驱动策划不同的体育文化产

首先，价值链是用来反映企业的价值增值活动，根据波

业品牌活动形成独特的体育文化品牌。

特教授（1985）价值链理论：
“ 价值链是由基本活动和辅助活

按照本研究的设想，晋江市的核心乡镇（安海、深沪）以

动组成的”。解利军（2010）指出：
“随着获取价值的重点由传

及体育制造产业发达的乡镇（陈埭、池店）可利用其乡镇资

统的生产制造部分向两端服务要素（前端的研发、设计、后端

源、经济（大企业众多）与已有的区域品牌优势，凸显体育文

的营销、售后服务等）的转移，制造企业价值链呈现出‘微笑

化积淀对体育制造企业品牌设计与推广的启发作用，积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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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体育制造产品品牌与乡镇、体育文化产业品牌的互动协调

运用能力开始。晋江市体育制造产业应首先学会运用 SCM

发展，强化体育制造产品品牌的当地独特体育文化内涵。而

（供应链管理）和 VMI（供应商管理库存）技术使产业集群中

对那些经济相对落后的乡镇，则可先根据自身体育文化资源

的体育制造主体企业与体育制造供应商（产业集群中生产要

特色，挖掘当地体育资源优势，找到适合自身发展优势的体

素的内部提供者）之间产生集群信息化效益，利用 BI（商务智

育制造企业品牌设计与推广。

能）与体育制造同行竞争企业进行产品创新竞争或提供创新

（二）以网络定制营销为驱动的产业升级路径

互补产品竞争。第二，体育制造产业与相关体育产业之间通

1.竞争优势源自为顾客创造的价值。
迈克尔·波特（1985）

过 B2B（企业对企业）技术实现互动沟通创新。如晋江市体育

在《竞争优势》中指出：
“ 竞争优势归根结底产生于企业所能

制造产业借助 B2B 技术可从体育文化专业人才市场寻找到

。由此可见，管理顾客价值链的重要性。
为顾客创造的价值”

体育人才，降低搜寻、培训等交易成本，另外，通过 B2B 平台

随着电子商务的普及和电子购物的流行，企业需要对顾客价

与其他体育相关企业间建立协调与信息机制，可迅速获得相

值链管理进行重新思考和大胆变革。

关市场、
技术与竞争信息。第三，
晋江市体育制造产业集群信

2.以网络定制营销为驱动的前、后向延伸的产业升级路

息化在技术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下，以期形成产业集群知识

径。鉴于体育制造产业营销渠道有待创新的现状问题，本论

溢出效应。这种集群知识溢出效应表现为集群内产业显性知

后向延伸产业升级路径，
文认为，
以网络定制营销为驱动的前、

识的传播与扩散与隐性知识的传播与扩散。

即将体育制造产业集群价值链前向延伸至产业集群中的顾客
战略增值服务与产品后向延伸至顾客参与设计环节。网络营

（四）以协作互利为驱动的集群价值链延伸互动协调发
展路径

销浪潮的兴起，
将为国内体育用品带来新的突破，
可以将以前

1.协作互利提升产业科研创新能力。晋江鞋业具有很长

人们不重视的个性化体育用品市场、分散的消费需求通过网

的价值链，这一价值链包括鞋的配件、鞋楦、鞋底、鞋跟、鞋

络串起来变成一个巨大的体育用品销量。中国网民数量爆炸

衬、
轻泡、炼胶、吹塑到纸盒、包装盒等等。因此，晋江市体育

式的增长给了体育用品网上个性化定制提供了可能。在国外，

制造产业可利用价值链上的各个生产要素的合作分工，通过

体育品牌借助网络媒体进行营销，其运作已经颇为成熟。

协作互利开展要素研发，并主动联系产业集群内的相关科研

（三）以集群信息化为驱动的价值链创新延伸的产业升
级路径

机构，
共同推动产品技术开发进程。
2.以协作互利为驱动的产业集群价值链纵向延伸的产业

1.信息化有助于促进产业升级。实施信息化的产业集群意

升级路径。鉴于体育制造产业科研创新力度不够的问题，本

味着产业更多依靠先进的信息化技术与信息化管理环境来

论文认为，以协作互利为驱动的产业集群价值链纵向延伸的

整合产业内部的技术和资金和产业外部的一切有用信息资

产业升级路径，即将体育制造产业集群价值链纵向延伸至产

源，为一种有效的优化集群价值链增值方式。内生拓展升级

业集群中的地方政府、中介组织、知识生产机构等辅助机构，

路径构筑产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产业集群信息化重视内生

以产业集群优势最大化为前提，寻找两业互动发展的战略价

拓展升级路径，发挥集群自身优势，
建设集群的核心竞争力。

值环节，发挥集群中辅助机构的协调效益。晋江市体育制造

2.集群信息化是实现产业集群价值链增值的物质保障。

产业集群中的辅助机构要在基于集群价值链延伸视角下对

鉴于体育制造产业信息化意识不高的现状分析，本论文认

产业升级发挥中间桥梁、中转枢纽的重要作用应做到以下几

为，以集群信息化为驱动的产业集群价值链创新延伸两业互

点。如晋江市政府机构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在集群内进行经济

动协调发展路径，即借助管理信息系统促进集群内外各相关

信息的采集与扩散、专业化高级要素的开发、科学政策的传

组织的联系，依靠比较稳定的分工协作和纵横交错的网络关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规则的改革宣传；工作重点从简单的
播、

系形成有利于产业组织协调的空间集聚体，形成产业集群价

给钱，转向更广的领域的扶持和服务；政策重点应向促进产

值链信息流、技术流、人才流和知识流在两业之间高度汇集

业网络、促进专业化、促进创新、促进集群、促进要素的整合

与利用。第一，晋江市体育制造产业集群信息化应从产业集

转变。中介组织和知识生产机构强调于通过竞争来促进体育

群内各利益相关方借助管理信息系统中的相关信息技术的

制造产业集群的效率和创新，
从而推动体育制造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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