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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及实现

杜人淮　申　月

摘　要：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是军民融合发展最重要领域，推进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

群化发展，是推进国防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内在要求。本文在阐述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

化发展内涵和特征基础上，从内在驱动力和外在推动力两个方面，分别揭示了国防工业军民

融合集群化发展动力机制，研究和提出了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实现模式，重点探讨

了军工龙头企业牵引发展模式、军民融合基地培育转化模式、优势民用企业带动发展模式三

种主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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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不仅是深

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提高军队建设质量和效益[1]，

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

效益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和逐步构建一体化国家

战略体系和能力内在要求，而且有助于发挥军民产

业集群发展的集聚规模效应、学习互动效应、协作

创新效应、资源共享效应、竞争优势效应，促进军

民产业间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协调互

动、强强叠加，推动区域内军民产业资金、技术、

物质、人才及信息等要素的相互交换、流动与共享，

带动区域内配套产业发展、提升配套服务水平、加快

人力资本积累、调整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升

级、增强创新驱动能力、提高经济发展活力，加快推

进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一、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和

系统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是产业集群理

论在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中的运用和发展。国防

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不同于一般产业集群化

发展，也不同于国防工业集群化发展，其内涵和特

征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一）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内涵

1.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界定

产业集群是指某一产业内相互关联的企业和

机构实现地域上的集中，通过专业化的分工，形成

上中下游产业链完整，支撑机构健全，横向、纵

向一体化的产业网络。“集群化”的概念与“现

代化”、“信息化”和“工业化”等概念的用法相

似，是一个“使……成为……”的过程[2]。因而，

产业集群化可以看成是某一产业内相互关联的企业

和机构在某一区域不断提高集中程度，构建上中下

游产业链完整，支撑机构健全，横向、纵向一体化

的产业网络，从而推动创新发展、提高竞争能力、

拉动区域发展的过程。

结合产业集群和产业集群化等概念的界定，

可将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定义为：国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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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就是发挥集群在构建创新网

络、社会网络、组织网络等方面功能，将相互关联

的军工和民用企业以及相关机构（军地研究机构、

大学、服务机构及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地域上的

集中，通过专业化的分工与协作，构建以军民两用

技术为核心，以军民结合产业为主导，上中下游产

业链完整，支撑机构健全的产业网络，从而促进国

防和民用工业的协调发展，实现国防工业军民融合

跨越式发展的模式。简而言之，国防工业军民融合

集群化发展，就是将具有关联性的军工和民用企业

及机构进行空间集聚，推动集群成员之间的交流、

学习、合作和竞争，改变国防工业发展“军民分

割”的现状，形成军品与民品科研生产和军工与民

用产业发展相互兼容、开放共享和协调互动的发展

模式。

2.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特征

（1）产业特征。从产业特征来看，国防工业

军民融合产业集群主要属于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

根据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

装备制造业主要包括：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

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

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品机械制造业，金属制品

业和武器装备制造业。[3]我国国防工业主要包括航

空、航天、兵器、核、船舶、电子六大行业。从行

业特征来看，这六大行业均属于先进装备制造业，

因此，我国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具有装备

制造业的产业链条长、关联性产业多、技术含量和

要求高、配套服务要求高等特征。

（2）地域特征。集群化发展的地域根植性是在

地域经济发展基础上，遵循经济发展规律，自发或

者通过政府引导形成的。与一般集群化发展不同，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涉及大量的军工企业

和国防资源，关乎国家安全和发展。因此，从地域

布局看，国防工业的区位布局对国防工业军民融合

产业集群的区位布局具有重大影响，国防工业军民

融合集群化发展对国防工业区位发展依赖性较强。

同时，与一般中小企业集群化、劳动密集型产业集

群化（纺织业、食品加工业）往往集中在一个城市

不同，国防工业军民融合涉及上下游企业多、配套

单位多、产业规模大、技术工业复杂。因此，在集

群化发展中往往涉及某个特定军工产业区域，如我

国船舶工业产业集群就主要包括环渤海湾、长江三

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多个区域。

（3）结构特征。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具有技术

密集和资金密集等特点，因此集群化发展结构属于

轮轴式产业集群（也称中心—卫星式产业集群）。

集群由少数核心大型企业（军工企业或民参军企

业）、众多中小型企业和机构围绕核心企业形成配

套生产的格局。集群内部的大型核心企业是集群内

部的系统集成主体，负责系统研发、系统集成、总

装试验等，这些企业是影响集群规则、竞争优势和

影响力的主要因素。配套产业对核心企业具有较强

的依赖性和依附性，与核心企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

等级和层次关系。

（二）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系统

按照系统科学原理，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

发展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

群内部各主体互动发展，形成了集群发展中的核心

主导系统和辅助促进系统，共同组成了国防工业产

业集群系统。系统内各类组成元素构成了各级分系

统，分系统之间相互配合协作，从而形成了国防工

业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系统整体，见图1。
1.核心主导（生产制造）系统

推动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涉及的上

下游企业、配套生产体系数量较多，关联性的军、

民企业是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网络中最关键的部

分，是参与产业创新和创新增值最直接的部门[4]，

是集群的主体和核心部分。

集群内各企业在纵向和横向上形成特定的合作

竞争关系，各企业在集群内部所承担的生产、科研

任务分工也有所不同。在产品总体设计、核心设备

研制、核心机械组装、大型技术创新等环节，主要

由具有强大集成能力和研发能力的重点企业承担，

这其中武器装备等国防产品必须是由大型军工企业

负责研发和组装。民用企业、尤其是部分民用高科

技产业，在系统集成方面的优势较弱，但在资金、

管理、特定技术、运行模式等方面存在发展优势，

主要参与产业链上游的原材料、零部件以及中间加

工环节和产业链下游的产品分包和销售，发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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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和生产配套功能。

图1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系统结构

2.辅助促进系统

根据内部结构，除了核心系统，国防工业军民

融合集群化发展还存在辅助促进系统，这一系统可

以细分为原料供应系统、市场需求系统、政策促进

系统、服务中介系统四个子系统，其中包括科研院

所、教育机构、政府和各中介、服务机构等。

军工和地方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是实现军民技

术相互渗透、转化和交融的重要机构。它们的主要

任务是开发利用军、地两方的技术资源，实现技术

转化和创造新知识、新技术、新理论，通过培训和

教育机制促进技术的扩散、交流和价值实现、提供

等技术和人才服务。它们的存在对提高国防工业和

民用工业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是决定集群

系统创新功能发挥的重要因素。

政府部门不直接参加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集

群内的生产创新活动，但在营造外围环境、规范市

场行为、协调多方资源方面可发挥积极作用。尤其

是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涉及到军、地双方

企业、机构、组织等多方面利益关系，政府的制度

安排和政策设计对营造公平有序的竞争氛围，协调

军、民各方的利益，促进军、地双方的合作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相关支撑性机构是集群化发展的润滑剂，它

们在军、民各资源之间发挥着桥梁作用，促进各方

之间的信息共享、技术转移、资源流通，主要是为

了配合国防工业军民融合企业之间的创新、生产需

求，促进企业活动更好开展。相关支撑性机构主要

包括：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机构，会计、律师等

中介机构，金融、信息、技术转移等服务机构。

二、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动

力机制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首先离不开国

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的实现，而国防工业军民

融合集群化的实现，既需要遵循集群形成的一般

规律，又需要相关因素的驱动，包括内在动力和

外部助推。

（一）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内在驱

动力

1.基于空间集聚优势

影响产业集聚最基本因素是：运输成本、规模

经济和马歇尔的外在性。之所以将它们称为基本因

素，是因为产业集群最鲜明的特征就是距离的缩短

和空间范围的集中。韦伯（1909）[5]提出的空间区

位对产业集聚具有重要影响作用，认为产业的空间

布局首先受到区域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1）地

价与地租；（2）厂房机器设备与其他固定资产成

本；（3）原材料、动力和燃料成本；（4）劳动力

成本；（5）运输成本；（6）利率；（7）固定资

产折旧率。经过层层剖析，韦伯将这七个方面区域

因素进一步概括为运输成本和劳动成本两类。韦伯

还提出产业集聚受到地域生产密度的影响。生产密

度是指单位面积上的日生产量，主要受生产单位的

自然距离和生产量影响。如果某一特定点区域因素

（尤其是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作用，使得产

品的生产成本或者交易成本比其它地区低，则企业

就会在这一地区实现集聚。一个地域生产量的增加

将有助于生产的集聚，从而形成集聚“规模”。马

歇尔（1920）从外部经济角度，认为地理位置上的

集聚具有三大优势，能够形成专业化的供应商和服

务队伍，能够培育具有共享性的劳动力市场，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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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非正式信息和知识的流动。因此，空间的集聚效

应是集群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国防工业具有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高度

精密性、战略保障性的特征[6]，该行业的发展不仅

与石油、有色金属、钢铁等上游产业有密切联系，

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配送、维修等下游企业的

影响，任务技术复杂程度高，涉及环节多，运输、

交易成本高，生产协调的难度大。例如船舶制造产

业，不仅需要由大型核心造船企业、中小型船舶制

造企业、船舶配套企业等组成的船舶制造和船舶配

套生产中心，前向产业链中涉及大量原材料、新材

料、高精度机械加工等企业，后向产业链中涉及大

量物流、维修保障、分销等辅助性企业。距离的缩

短带来的交易成本、运输成本降低，对于集群发展

具有重要激励作用。

同时，对于参与军民融合科研、生产的企业

（机构）而言，尤其是通用性较强的企业，需要面

对两个市场，来自两个市场的需求和竞争，将通用

性较强的生产系统、配套零部件交给更多中小企业

进行协作生产，自身专注于核心系统或者优势产品

的研发生产，可以进一步扩大企业规模，提高发展

效益。对于众多中小企业而言，集聚在大企业和众

多科研机构周围能够在信息、技术、资金方面也能

够获得规模效应。集群发展带来的专业化分工协

作，有助于形成中小企业相互配合的企业规模结

构，进而获得规模效应。

2.基于知识溢出效应

集群代表着一种能在效率、效益及韧性方面创

造竞争优势的空间组织形式，它所产生的持续竞争

优势源于特定区域的知识、联系及激励，这是远距

离的竞争对手所不能达到的。信息时代的到来，信

息和技术传播方式越来越便捷，速度越来越快，但

知识的传播具有地域局限性，总有一部分人或地区

在一类信息的掌握上具有优先性。William.J.Coffey & 
Richard.G.Shearmur（2001）、Audretsch & Feldman
（1996）研究发现，现代通讯工具不断发展能够使

人们之间的联系更加便捷，但是，因地理集聚而产

生的信息、知识共享等发展优势仍然不可替代[7]。

有关空间距离与技术知识传播之间的关系，凯尔论

证了知识传播的效用会随着传播主体间距离的增大

而减弱。[8]技术和知识传播的成本会随着距离增加

而增加，因此，地理位置的集中是提高技术传播速

度和效益的重要手段。同时，知识包括可编码知

识和不可编码知识两类。[9]可编码知识是指容易编

码，具有单独含义，能够解释的一类知识；不可编

码知识是指含糊的，不容易编码，往往需要通过偶

然的方式认知。大部分技术属于不易于编码，无法

通过纸质文件、电子文件、可视信息等正式的信息

渠道传播，需要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和长时间的接触

才能实现共享，知识技术的传播与一定的地区和社

会环境分不开，因此，集聚发展是提高传播效率的

重要选择。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是发展

军民两用技术。目前科技发展进入了活跃的“大科

学”时代，科技的协同创新，尤其是军民技术的协

同创新，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支柱。冷战以来，

美国实施了“两用科学技术计划”“NASA技术利

用计划”等，俄罗斯颁布了《俄联邦2007—2010及
2015年前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等，大力推动军民

技术的空间集聚和产业链延伸发展。我国国防工业

长期自我封闭发展，民用产业进入国防工业领域壁

垒较高，军工企业与民用企业、军工科研部门与民

用科研部门各自分割、自成体系，缺少必要的交流

机会和交流平台，成为军民融合技术协同发展的重

要障碍。推动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离不开军、

民技术知识转化或溢出，需要密切军工和民用部门

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提高军民

企业、机构的区域集中度，通过集群化发展方式，

加强军民技术研究机构和技术人员的交流合作，推

动军民技术融合，促进国防工业创新发展。

3.基于应对多变市场

产业是否集聚与产品的市场状况密切相关，企

业区位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企业所处市场环境、

市场需求、产品差异化等因素的影响。从市场需求

来看，如果市场需求相对稳定，那么产品的研发和

生产就相对稳定。相反，如果产品和技术需求瞬息

万变，产品研制和生产的速度就要提高。为了减少

协调、沟通、反馈的交易成本，供需企业或者配套

企业之间就会选择地域上的临近，从而以更快的速

度应对市场变化需求。从关联市场来看，根据赫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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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的前向和后向联系理论，企业的发展会涉及到前

向、后向产业，因此，为了减少市场进入的难度，

关联性产业倾向于区域集中，这样能有效扩大和巩

固产业的关联优势。

国防工业任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提高了军

民融合产业的发展风险。国防工业产品尤其是武器

装备的科研生产周期较长，在生产周期内技术不断

进步，在研制过程中外部威胁不断变化，技术和需

求的不确定加剧了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稳定性。但

同时，武器装备需求呈现多品种、小批量、个性化

和多变的趋势，产品生命周期缩短，信息技术和先

进制造技术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大批量定制成

为一种趋势；另一方面，产品功能、性能日趋复杂

化，制造链条长，涉及越来越多的环节，生产过程

分解为若干工序型企业，过程日趋复杂化。任务可

分性和技术可分性，为集群化的分工合作提供了可

能。通过集群化发展，实现军工企业（特别是军工

核心企业）与民用企业之间的相互协作，军工企业

可以从事能够充分发挥其核心能力的任务，而将其

他非核心环节外购或者外包出去，提高组织生产的

灵活性，加快国防工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能力

和反应速度，提高应对不确定性的灵活性，降低开

发、生产、维护的费用，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和损失。

（二）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的外部推

动力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的实现，不仅离不

开内部动力，而且离不开相关的外部因素的助推。

1.区位优势作用

国防工业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和地域根植

性。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多次调整变革，我国

国防工业布局呈现出鲜明的集聚趋势，在一定程

度上为实现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提供了

区位优势。

新中国成立初期综合型工业区形成。“一五”

计划期间，毛泽东提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

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布局，“新的工

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

且有利于备战，这个毫无疑问的”[10]。20世纪50年
代中期，毛泽东同志指出：“国防工业在生产上也

要注意军民两用，注意学会军用和民用的两套生产

技术，要有两套设备，平时为民用生产，一旦有

事，就可以把民用生产转为军用生产。”[11]这一时

期是国防工业的初建阶段和布局调整期，经过充分

论证和联合设计，通过宏观纵深调整，国防工业

在中观和微观层面实现了相对集中，形成了多个

综合性工业区。

三线建设时期新兴军工城市兴起。20世纪60年
代中期我国展开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军工企业按

照“靠山、分散、进洞”原则，分散在交通闭塞、

信息不灵、生活不便的偏远地区。[12]各军工企业自

成一体，形成了“大而全”“小而全”的发展局

面。但与此同时，我国集中大量的资金、人力、资

源建立了以多个三线城市为中心的航空、造船、常

规兵器等工业基地，尤其是形成的多个军事工业基

地和以军事工业为代表的新兴城市，这在一定程度

上奠定了我国国防工业发展的基本格局，以军工城

市为中心的国防工业集聚度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后集群化发展不断推进。改革开

放后，军工企业被分成了成功、比较成功和需要

“关、停、并、转、迁”三类，并根据要求进行整

改。这期间，全国约有2/3三线军工企业进行了搬迁

或者就地改造，大量的军工企业进入了大中城市，

国防工业发展呈现出由“点”到“线”到“面”的

趋势，集中发展趋势明显。随着我国军民融合政策

的不断推进以及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大量“军转

民”企业和“民参军”企业通过分包、外包在一定

区域内形成了专业化的分工合作网络。集聚规模的

不断扩大，导致配套企业、科研院所及相应的中介

服务机构不断聚拢，相应的生产、交易、营销网络

初现雏形。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防工业空间布局的调整

和完善，为我国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奠定

了区位基础。从集群化发展现状来看，有大量的集

群都是在原有国防工业集聚区域基础上产生的。

2.相关政策推动

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具有典型的国家主导特征，

国家有针对性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成为我国军民

融合发展特别是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推动

力，这也成为推动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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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动力。自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

国积极推进国防工业“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发

展，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有关

法规政策。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关

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发展的若干

意见》《关于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武器

装备科研生产体系的若干意见》《关于推进军工企

业股份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参

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的指导意见》等，这为国防工

业军民融合发展和推动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

展营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高度重视军民融合发

展，确立了军民融合发展国家战略，明确了“推动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布局。为深入实施军民融

合发展战略，加快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国家层

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中共中央、国务院、中

央军委发布了指导军民融合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中

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军民融合发展

战略纲要》，对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做出了战略部

署，明确了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目标任务。为

落实军民融合发展战略部署，制定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就“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和“推进军

民深度融合发展”用单篇单章进行总体部署，颁布

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十三五”规

划》，对“十三五”时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进行了

专门部署；颁发了《关于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

合深度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快国防科技工业协同

创新的意见》《国防科技工业军民深度融合发展

“十三五”规划》《“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规划》《中国制造2025》等，对推动国防工

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特别是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

群化发展做出了具体部署。

与此同时，各省、市、区和有关行业部门为响

应中央关于推进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号召，也相

继出台了相关政策，就有关区域、行业、部门推动

军民融合发展作出了部署，并就国防工业军民融合

发展和集群化发展作出了部署，从而形成了从中央

到地方较为完善的促进军民融合发展特特别是集群

化发展的政策体系，有助于更好地驱动国防工业军

民融合集群化发展。

三、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实

现模式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离不开一定的

实现模式。为加快推动我国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

化发展，结合我国国情可采取军工龙头企业牵引发

展、军民融合基地孵化培育、优势民用企业带动发

展等模式。

（一）军工龙头企业牵引发展模式

军工龙头企业牵引发展模式是指兵器、航空、

航天、船舶、电子、核工业等军工行业内某一大型

骨干企业凭借其产品规模、技术、设备等方面的优

势，将大量分散的具有技术、产品等关联性特征的

军工、民用企业集聚在某一空间区域，通过军民

交融、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等形成“中心——卫

星式”的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模式（见

图2）。

图2　军工龙头企业牵引发展模式

由图2中可知，通过军工龙头企业牵引发展模

式的内在机理是：带动能力强、产业规模大、产业

链条长的龙头军工企业，在一定区域内，通过关键

性技术的衍生、裂变或者被模仿，产生民用科技、

民用产品，并将其商品化、规模化、资本化裂变出

军民结合产业和军工关联民用产业→在形成一定市

场需求、规模效应的基础上，相关专业的军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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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企业向核心龙头企业集聚，形成集聚之势→随着

众多军民企业的集聚，区域内的市场需求体系、原

料供给体系不断完善，服务中介系统和政府服务系

统推动作用不断增强，通过产品链、产业链、供应

链和价值链等拉动，专业化的分工合作网络逐渐

形成→在专业化合作网络基础上，各军工企业（机

构）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区域内的生产网络和社

会网络不断巩固，集聚效应、规模效应不断增强，

军民融合的产业集群形成→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

过程中，区域内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张、发展水平的

不断提升、军民交融不断增强，进一步推动军民企

业、机构的深度融合，推动国防工业军民融合水平

与质量的不断跃升。

军工龙头企业牵引发展模式的核心是龙头企

业的强大带动力和军工企业向民用领域的广泛延伸

和深入融合因而需要着力抓好以下两个关键环节：

一是改变军工企业“大而全”的生产模式，提升产

业裂变和衍生效率，对配套技术、配套系统进行分

解、外包，扩大与民用企业的合作范围，重点培育

核心能力，加快催生民用航天、民用航空、民用船

舶、民用电子和核电站等军民结合产业或军工关联

民用产业的裂变效率。二是提升龙头军工企业的牵

引能力。龙头军工企业应该通过产品链、产业链、

供应链的延伸和市场的扩张，借助集群网络中的技

术产品转让、合作生产、联合攻关、资产重组等环

节，充分发挥其科技、设备、人才等优势，积极

解决上下游中小企业在发展中存在的技术、人才、

资本等问题，协助中小企业突破关键设备、关键材

料、关键器件和关键软件等瓶颈，不断提升民用产

业的高新技术含量和水平。

（二）军民融合基地培育转化模式

军民融合基地培育转化模式主要是通过政府

部门和军工管理部门引导，鼓励军工企业或军工关

联民用企业进入地方产业基地（经济开发区或工业

园区等）。通过产业基地内军工企业军转民、民企

“参军”及军工和民用企业协同创新和生产合作等

方式，逐步延伸和健全军工产业链条，构建军民

融合发展网络系统，形成以军民融合产业基地为

基础培育转化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模式

（见图3）。

由图3可知，军民融合基地培育转化模式的内在

机理是：鼓励、引导和支持军工产业、民用产业广

泛进入各类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发挥基地在基础设

施、公共平台、政策条件方面的优势，推动区域内

的军工和民用产业之间实现技术双向流动、人才互

动交流、信息互动共享、生产设备共用、共同拓展

市场，增强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之间的联系，形成

同行业的竞争合作关系→通过产品链、产业链、供

应链和价值链等拉动经济发展的乘数效应，进一步

提升军民产业之间的融合层次和水平，形成专业化

分工的军民融合集群网络→促进国防工业与民用产

业深入融合，推动国防工业与民用产业取长补短、

互通有无和优势互补，不断提高国防工业和民用产

业的发展规模、水平、质量和效益。

图3　军民融合基地培育转化模式

军民融合基地培育转化的核心是军民企业机

构区域集中和专业化的分工协作，因而需要着力抓

好以下两个关键环节：一是扩大军民融合产业基地

对民用产业的开放程度。进一步规范基地的准入制

度，维护成员之间的公平竞争，在不影响国家安全

的前提下，鼓励和支持民用产业广泛参与国防工业

军品及其分系统、配套件等科研生产、供应和服务

等经营，保证军民企业在技术装备、设备、设施、

材料等要素使用上的公平权益。二是鼓励民用产业

与国防产业通过产品链、产业链、供应链的上下联

系，实现专业化的分工合作。不仅要实现距离上的

集中，更需要加强成员之间的交流合作，找准发展

优势，构建核心能力，建立集约发展、联动发展和

互补发展的稳定的共同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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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势民用企业带动发展模式

优势民用企业带动发展模式是指军工企业围

绕着大型民用企业，在一定区域内衍生出军民结合

协作企业、军民融合创新中心、军民混合制企业和

军民融合技术、产品，通过军民融合产业的发展吸

引更多的军民企业和机构在优势企业周围集聚，通

过产业链条的连接构建稳定的集群网络，形成以优

势民用企业为带动的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

（如图4）。

图4　优势民用企业带动发展模式形成机理图

由图4中可知，优势民用企业带动发展模式的

内在机理是：军工企业通过军民技术嵌套、人员嵌

套、设备嵌套、产品嵌套等方式，将部分产业嵌入

到优势民用企业中→通过融合发展不断衍生出以国

防工业（企业）为纽带的军民协作企业、民参军企

业、军民混合制企业、军民创新中心等企业群，形

成相互渗透、互动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产

业发展格局→区域内军民融合产业的快速发展，吸

引更多军民企业和机构向核心企业集聚，从而健全

基于公共协作的产品链和基于共同利益纽带的价值

链→产业集聚产生专业化分工效应，进一步促进集

聚区内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功能集聚，使集聚区

企业获得外部规模经济、竞争与合作效益、创新网

络和技术学习等优势→促进国防工业与民用产业深

入融合，不断提高国防工业和民用产业的发展规

模、水平、质量和效益。

优势民用企业带动发展模式的核心是民用企

业的优势带动和企业机构之间的融合互动，为此需

要着力抓好以下两个关键环节：一是注重政府的培

育和支持。由于在我国“民参军”起步较晚，具有

较强带动作用和发展规模的“民参军”企业还不是

很多，相对于前两种模式而言，优势民用企业带动

型集群化模式发展较慢，因此，这种模式的集群化

可以通过进入国家已有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或者各类

工业园区等方式形成，借力政府提供的公共设施和

优惠政策。二是知识、技术的扩散和产品链、产业

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等拉动作用。需通过推动知

识、技术等创新成果不断扩散，并依靠产品链、产

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等拉动作用，促进区域内的

企业和机构构建稳固的专业化的集群网络。

这三种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的模式，

并不相互排斥或者独立，可以实现同时发展或者相

互转化。其中，军民融合基地培育转化模式具有

“自上而下”“由块到面”的特征，是当前我国国

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的最主要实现形式，也

是最便捷的途径。除了这三种模式，随着网络的普

及和信息传播的加快，依靠重点项目或者资金链条

牵引的柔性（项目终止、任务完成后集群就解散）

发展模式也是集群化发展的可行途径。

四、结语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是将具有关联性

的军工和民用企业及机构进行空间集聚，推动集群

成员之间的交流、学习、合作和竞争，改变国防工

业发展“军民分割”的现状，形成军品与民品科研

生产和军工与民用产业发展相互兼容、开放共享和

协调互动的发展模式，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国防工

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是由核心主导系统和辅助

促进系统等构成的复杂有机系统。国防工业军民融

合集群化的实现，需要遵循集群形成的一般规律，

同时还需要相关因素的驱动，包括基于空间集聚优

势、知识溢出效应、应对多变市场等内在动力和基

于区位优势作用、相关政策推动等外部推力。为了

加快推动我国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可结

合我国国情采取军工龙头企业牵引发展、军民融合

基地孵化培育、优势民用企业带动发展等模式。国

防工业是高科技产业和国家战略性产业，国防工业

军民融合发展是我国军民融合发展最重要领域。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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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军民技术和产业优势，推进国防工业军民融

合集群化发展，不仅有助于提高我国国防工业发展

质量效益和军民融合发展质量效益，而且有助于加

快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目标和促进我国经济转向

高质量发展，因而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深化

对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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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Realization of Clustering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tegration in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Du Renhuai  Shen Yue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development in the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is the most important area for the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development. Promoting the clustering development of the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tegration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the deep development of the defense industry. On the basis of 

expounding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clusters in the defense industry, 

this paper reveals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clusters in the defense industry from the 

aspect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driving force, and studies and proposes the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 the defense industry. 

The clustering development mode focuses on three major aspects: the traction development model of military leading enterprises, the 

culti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mode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tegration bases, and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advantageous civilian 

enterprises.

Key words: Digital Trade;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Clustering; Power; M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