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小镇 | 产业路径
【产业生成逻辑和2.5产业的定位】

在上一篇“特色小镇发展路径：ＩＰ 资源的植入与打造”报告中，高力国际对特色小镇的发展路径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特
色小镇的四个发展路径。特别是针对 ＩＰ 导入，高力国际根据丰富的特色小镇战略发展和项目策划经验，提出了相应的 ＩＰ
导入路径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特色小镇如何打造 ＩＰ 并利用 ＩＰ 导入产业、开发特色小镇。本篇我们将通过延伸对 ＩＰ
产业导入的理解，进一步分析特色小镇的产业路径和产业定位方法。

产业发展 | 生成逻辑
特色小镇经过近一年的快速发展，全国已经形成了众多以
一产、二产或者三产为主导产业的特色小镇。以京津冀区
域为例，高力国际认为该区域已经形成了依托八大产业发
展的特色小镇布局。

当前全国特色小镇的主导产业中，以第二产业（下称“二
产”）和第三产业（下称“三产”）数量居多，特别是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文旅康养产业。当然也有依托第一产业即农
业，特别是新兴农业形成的田园综合体和新兴农业小镇。
高力国际认为，在特色小镇的产业路径中，以三产为主导产
业更容易形成人口聚集效应。其中各产业特点如下图所示：
产业/特点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附加价值 ○ 附加价值偏低
人口聚集 ○ 难以聚集人口
资产升值 ○ 难带动资产升值

第三产业

某些环节附加价值较高 ●多数环节附加价值较高
●聚集消费人口

●聚集生产人口

●可带动资产升值

较难带动资产升值

图3 产业的发展特点及基本属性

高力国际认为特色小镇的产业生成逻辑主要包括三个维度：
旅游业
文化创意业
高端制造业
金融业
健康业
商贸物流业
科技创新业
新农业

外部：外部环境和产业转移趋势。宏观经济政策、产业
疏解方向等外部环境影响因素是小镇承接产业的必要条件
内部：小镇的区位条件和承接能力。小镇本身的区位优
势、自然人文环境特点都是决定产业匹配的重要基础
协同：投资主体的资源和产业协同能力。导入的产业需
要与投资主体自身资源相协调，形成产业和主体间的良
性匹配，带动上下游市场主体的协同转移

图1 京津冀各类产业的特色小镇布局
外部环境和产业转移趋势
（小镇承接产业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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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京津冀特色小镇各产业数量和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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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特色小镇的产业生成逻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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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生成逻辑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产业协同是非常重
要的一个维度。这也是特色小镇与产业园和文旅古镇等传
统有特色的小镇最重要的区别之一。特色小镇的发展，重
点还是特色产业的发展带动和特色小镇的融合发展。经过
对全国多个特色小镇的产业生成逻辑和定位的深入分析，
高力国际发现，当前特色小镇由于体量相对产业新城较小，
因此对要素的融合要求会更高。与之对应的产业在纵向上
存在从产业生产到产业应用和产业服务的延伸；在横向上
存在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尤其是三产和二产的融合发展，
这意味着融合形成的 2.5 产业（下称“2.5 产”）将会是特
色小镇发展的重要产业路径之一。

充当带动产业链形成的引擎，促进消费闭环的形成
在促进人口集聚的同时，带动周边土地及房产等资产的
升值
而特色小镇的发展目标也同样是实现产城一体融合，在
“生产 · 生态 · 生活”形成正向闭环，因此高力国际认为
2.5 产更加符合特色小镇的产业定位。

产业路径 | 升级

2.5 产的特征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考量。

带动周边上下游企业的良性循环。

一方面，从产业附加价值的角度，2.5 产既是二产中低附
加值的生产制造环节向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营销结算环
节的延展，又包含三产向二产过渡的特征。

同样以丹麦比隆乐高小镇作为典型案例，通过塑料积木本
身的特性 - 可差异化组合方式，促使小镇不仅仅生产固定
种类的积木类型，更是融合了乐高玩具的创意、生产和消
费要素，从二产连接到三产环节；同时，借助乐高积木及
乐高乐园这些热门 IP、积木制造技术的升级和创意部门的
设立，乐高将比隆小镇的单一积木制造拓展成积木艺术创
意的加工厂，成功摆脱国内很多制造企业仅仅做代工的窠
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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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定位 | 2.5 产

产业自发性发展是带动特色小镇产业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之
一。这种自发性发展通常源自产业的集聚和升级，进而形
成企业或小镇的自发突破，最终实现产业集群的整体跃迁，

丹麦比隆乐高小镇
上游

下游

产业链
生产端
乐高组件的加工包装

图5 产业“微笑曲线”

另一方面，从 2.5 产承租能力的角度，2.5 产更利于承接
核心大城市外溢的细分产业需求和转移远郊加工区的生产
加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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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丹麦比隆乐高小镇运营模式

诸暨的大唐袜艺小镇同样实现了从单纯袜业加工到形成创
意设计、一体化生产和线上销售的产业升级化发展。

2.5产业所在区域

市中心

外围加工区

距离

距离

图6 2.5产的地租-距离阶梯曲线特征

因此，高力国际认为 2.5 产具有以下特点 :
通常处于价值链上游，产业附加值较高
既可面向生产端（2B），又可面向市场端（2C），
“生
产 + 市场”要素的有机结合，拓展性强

2

袜艺小镇总占地 2.87 平方公里，分三大区块，分别是“时
尚市集”、“智造硅谷”和“众创空间”。其中“时尚市集”
内含的袜业智库是整个袜艺小镇的心脏和发动机 ，内设
WA 空间艺术中心、智能站、博物馆、淘宝大学、高端实
体体验店、美丽街和众筹咖啡馆等功能区，集设计、研发、
创意、休闲为一体。“智造硅谷”是袜艺小镇的智能制造功
能区，通过建立智慧工厂及产业链的重组分工，提升大唐
袜业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第三大区块是“众创空间”，有
方田电商园、中国针织原料市场和大学生创业园，可集聚
一万多名大学生在此创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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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曾经处于单纯的代工生产时期，利润非常单薄，市场
竞争的加剧和客户要求的提高使小镇不得不逐步转型。小
镇企业在小镇管理机构的带动下自发在上游的创意设计和
研发创造环节进行突破，实现差异化竞争的同时提升了袜
子经营者的利润水平。并利用“互联网 +”获取更低成本
的原材料和打开线上销售渠道，形成上下游环节的打通和
拓展，将原先仅为二产的袜子制造集群升级成类同于 2.5
产的以袜子创意、设计为主的产业特色小镇。

传统的产业园区规划相对单一、产业间更多为结合而非融
合、配套较缺失的产品特征逐渐落后于日益增多的产业进
园的需求。相比于产业园，特色小镇具备载体较小、业态
相对丰富、生产要素集聚和融合的要求较高的特点，因此
更符合产业的导入需要和升级原动力。与此同时，随着政
府对特色小镇“去地产化”的要求增强，市场对开发小镇
的产业规划和定位以及后期的产业导入和运营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大唐袜艺小镇

例如华夏幸福的香河机器人小镇，以机器人的研发制造为
主导，集智能制造、孵化加速、创意展示和工业旅游等功
能于一体，拓宽产业链条，并加强了上游研发环节和下游
展览旅游环节的导入，形成“特而强”的 2.5 产格局。

袜业转型升级

研发

设计

原料采购

生产

成品

智商硅谷
时尚市集

袜艺小镇建设

小镇已先期导入了零部件和产品整装等制造环节，正通过
对接北京先进技术和研发资源，落地太库智能硬件加速器，
同时建设人才、金融、市场等八项专业服务平台，促使机
器人产业的微笑曲线进一步向两端延伸，培育技术研发与
后端服务产业。

众创空间

图8 大唐袜艺小镇定位及运营模式

产业路径 | 导入
传统地产运营商在“触电”产业时，由于缺少产业运营经验，
一般都难以对产业进行深入系统的设计和定位，特别是难
以对特定产业上下游环节进行细致的考量。但良好的产业
基础是特色小镇发展的初始驱动力，特色小镇的发展需要
靠产业的导入来带动产业结构的形成，从而实现小镇的空
间结构、社会结构的融合。

目前，小镇已吸引德国尼玛克、伊贝格、汇天威、柏惠维康、
星和机器人等各类企业近 40 家。此外，科技部人才中心
首次与企业联合打造的领军人才创新驱动中心也落户该小
镇，此中心也是京津冀区域首个领军人才创新驱动中心。
未来规划目标企业涉及机器人产业链中的控制系统、伺服
电机、减速器、系统集成及示范应用等多个领域。
机器人生产 — 核心环节

高力国际的调研显示，很多产业园区的产业发展都存在从
“0”到“1”的过程。在产业园区发展前期，通常会出现
区域产业基础薄弱、当地政府经验较少、比较依赖非产业
产品盈利以及园区产业单一等问题；在发展成熟后，园区
的产业附加值相对较高，产业也成为园区的主盈利点，同
时产业格局有所提升。
华夏幸福是实现这条路径的优秀范例。其固安工业园区从
以传统制造生产为主到以航空、大数据以及机器人等多类
高新产业格局为主，提高产业的附加值，填补区域产业链
空白，把原来园区运营方面的系统和生态体系升级更新。
单一制造生产为主

产业
基础低

大数据、机器人和航空等多类高新产业格局

固安
政府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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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固安工业园区的产业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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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香河机器人小镇运营模式

产业路径 | 启示
特色小镇要实现生产要素、生活要素和生态要素的融合发
展，在前期开发阶段就需要明确产业定位和产业规划。
一方面，特色小镇需要在宏观角度借力国家宏观纲领和地
方产业发展规划，寻找产业机会点和差异化定位。目前国
内已经通过“中国制造 2025”等行动纲领，这将促使存量
巨大的低端制造业向高端产业化、互联网化发展，以实现“中
国智造”。

Beijing | Corporate Strategy Advisory | Colliers International

以华北区域为例，北京的产业疏解是环京区域特色小镇主
要的发展机遇。2015 年北京提出疏解非首都功能，制造业、
教育和医疗等产业加紧向外疏解的步伐，这其中就需要依
赖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环境。对于环京区域小镇的产业定
位来说，国家政策的正向引导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
另一方面，具备一定基础的产业园进行产业进化和升级为
特色小镇时，需要引导园区企业优化产业环节，加大对关
联产业尤其是研发、设计和下游运营服务环节企业的招商
力度，在小镇内部初步形成产业生态的正向循环和良性发
展，从而实现二产到 2.5 产的升级进化和融合发展。
高力国际认为，产业特色小镇可以与 2.5 产有更为密切的
化学反应，通过生产和市场双轮驱动，打通上下游产业链
条，获取附加值高的环节，从而实现小镇的健康、良性和
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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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依
赖

代表性特色小镇
其它小镇
大唐袜艺小镇

比隆乐高小镇
空间聚而融
产业特而强

香河机器人小镇

产业依赖

图11 特色小镇产业路径

从产业路径来看，由于 2.5 产集约化和垂直整合的特征，
特色小镇在空间上可以达到“聚而融”，在产业上成为“特
而强”，最终实现空间和产业双向融合。
虽然“小镇风 " 愈刮愈烈，但许多小镇开发商和运营商既
没有传统产业开发商深厚的产业资源和丰富的运营经验，
也没有选择在产业基础较强的区域开发特色小镇项目，这
无疑将对特色小镇的产业定位和实现 2.5 产的落位形成一
定的障碍。由此，一些开发商选择了和产业主体合作，通
过“强强联手”嫁接不同资源和导入强势产业，以联合开
发等方式促使特色小镇快速导入产业，形成产城融合基础，
并实现“生产 · 生态 · 生活”正向循环。
在特色小镇的系列报告中，高力国际在第一篇和本篇分别
分析了特色小镇的发展路径和产业路径。下一篇报告高力
国际将会对特色小镇的业务路径进行分析，重点关注业务
路径中合作方式的选择，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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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力国际企业战略咨询部

主要作者

企业战略咨询部致力为企业客户提供地产业务管理和战略
咨询服务，在企业战略和实施、市场竞争和进入、海外投
资和全球拓展、业务优化和运营管理、投资策略和并购等
领域助力企业发展。亦能满足企业在拓展时所面临的各类
房地产前沿需求，如特色小镇、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房
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健康养老、主题公园等，提
供灵活而专业高效的房地产咨询服务。

李嗣振，高级分析师，企业战略咨询部
李嗣振先生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并获得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硕士学位，现担任企业战略咨询部高级分析师。对特色小
镇开发、TOD 模式、商业地产投资、海外项目开发都具有
深入的研究，目前主要负责产业研究、业务战略及经济分
析等多项业务。

企业战略咨询服务协助客户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并跟踪实
施以达成既定目标，作为长期战略合作伙伴以资源平台的
形式为客户提供多样灵活的服务，包括企业长期外部顾问，
定制化解决方案研究和培训，企业战略咨询项目合作等。
企业战略咨询服务（战略规划和实施、市场进入和竞争、
业务转型和提升、资产管理）
海外扩张和开发战略（市场进入、海外项目开发和招商
运营、海外资产池管理）
投资发展战略（市场战略、投资战略、REITs）
产业规划和发展战略（产业规划、产业导入和招商、产
业发展和运营、产城融合）
新兴地产发展（特色小镇、产业规划、养老地产）

高力国际在特色小镇领域
提供以下全产业链的专业服务
企业在特色小镇领域的业务发展战略
特色小镇业务发展和商业模式研究
特色小镇业务拓展和投资拿地战略
特色小镇竞争战略
特色小镇项目和产品层面
特色小镇可行性分析
特色小镇详细定位和开发策略
特色小镇产业规划
特色小镇产业导入战略
特色小镇产业招商和运营
特色小镇投资和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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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珏星，分析师，企业战略咨询部
李珏星先生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取得管理学硕士学位，在高
力国际主要研究特色小镇业务战略、市场进入战略、地产
项目可行性分析等业务。
曹红，分析师，企业战略咨询部
曹红女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系，获得法学学
士学位和土地资源管理第二学士学位。曹红现担任企业战
略咨询部分析师，主要负责特色小镇、产业研究和市场进
入等版块的业务。
吴宁，董事，企业战略咨询部
吴宁博士于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土地经济系博士学位，之后
于美国哈佛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具有丰富的
地产市场和地产业务战略经验，先后为多家知名企业提供
特色小镇业务发展战略、海外市场进入和项目开发、产业
规划和发展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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