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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已有的产业链分析和投资乘数分析，提出了产业链投资乘数理论。需要区分几

个区域产业链投资乘数差别: ( 1) 因为每个地方的产业链分工不同，产业链健全程度不同，产

业链活跃程度不同，产业链附加值不同，产业链的基础资源禀赋不同，同样投资对每个地方的

收入增长效应不同。( 2) 除非所有的产业链都本地化，否则投资乘数就会存在外溢现象。( 3)

实际生产中，经济体往往不同程度开放，鲁滨逊那样的小岛封闭经济几乎不存在，因此产业链

的跨区域联系很普遍。( 4) 决定一个地方能够获得多少本地投资效应的因素在于产业链分工

程度，产业链健全程度，产业链活跃程度，产业链附加值多少，产业链基础资源禀赋拥有，这种

拥有包括量、种类、质。( 5) 决定一个地方能够获得多少外地投资效应的因素在于本地和外地

之间产业链分工程度，产业链健全程度，产业链活跃程度，产业链附加值多少，产业链的基础资

源禀赋拥有的竞争。将产业链投资乘数理论应用于西藏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分析，可充分解释

为什么形成“西藏文化资源大区，文化产业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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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欠发达地区落后的问题，社会各界作

出广泛、坚持不懈的尝试，这其中包括了学者中的

经济学家。但直到今天，世界的区域性贫困并没

有消除，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仍然在加大。现实困

境说明政治家和学者开出的治贫药方有效性还有

很多亟待改进之处，还需要不断探索新的理论思

路和行动方案。本文拟从产业链的角度对这个问

题的解决另辟蹊径。

一、投资乘数: 从一个投资案例说起①

某山区文化遗迹遍布，自然风光优美，旅游资源

丰富，近年来文化旅游大发展，人类活动愈加频繁，

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自然灾害多发，影响当地旅游开

发。今年，该山区又暴发了一场大洪水，某村的公路

① 案例根据现实经济事例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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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被冲垮了，通向山里的文化旅游链由此中断。
赶快修路。政府出资，村民集资，共投入 100 万

元修好了路。基建队资金去向如下:

为修路，花 20 万元从工程机械公司购买了设

备。工程机械公司得到 20 万元后，将其中的 10 万

元用于再生产投资，10 万元存入银行。
为修路，花 10 万元请了道路桥梁设计公司搞规

划。道路桥梁设计公司得到 10 万元后，将 5 万元用

于完善高级数据库建设，5 万元存入银行。
为修路，花 20 万元从原材料供应公司购买了土

建材料。原材料供应公司得到 20 万元后，将其中的

10 万元用于再生产投资，10 万元存入银行。
为修路，花 20 万元雇了 100 个民工干活。民工

得到 20 万元后，加总使用情况是，将其中的 10 万元

用于生活开支，10 万元存入银行。
为修路，需要攻克某个艰险路段的技术难关，花

了 10 万元请高技术公司解决难题。高技术公司得

到 10 万元后，将 5 万元用于高级技术人员培训计

划，5 万元存入银行。
其他开支 20 万元，用于其他部门，暂不说明去

向，再投资和储蓄的比例仍旧是 1 比 1。
以上案例仅涉及两轮投资，第一轮是 100 万元

投资流入工程机械公司、道路桥梁设计公司、原材料

供应公司、高技术公司、农户、其他部门。第一轮投

资就使收入增加了 100 万元。第二轮是工程机械公

司、道路桥梁设计公司、原材料供应公司、高技术公

司、农户、其他部门的再投入，共 50 万元。显而易

见，还会有第三轮、第四轮……投资。这样一来，社

会各部门得到的收入之和将远远大于 100 万元。
这就是乘数效应，或支出 /收入乘数效应，指支

出的变化以乘数加速度的形式引起最终量的变化。
乘数是一种宏观经济效应，支出与其导致的总需求

不对称，后者往往数倍于前者。
乘数是通过经济环节或者说产业链环节发生作

用的。乘数效应也称作凯恩斯乘数效应，但乘数原

理和思想并不是凯恩斯最先提出的，在他之前就有

人提及，不过凯恩斯进一步完善了乘数理论。西方

国家之所以能够从上世纪的“大萧条”中走出来，凯

恩斯乘数理论功不可没。但乘数理论还可以发展，

尤其是面对二元经济问题及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问

题时，乘数理论还可以有更广阔的解释空间。将产

业链理论和乘数理论结合，可以产生新的分析意义，

这是本文的一个理论主张。
以上公路投资的第一轮乘数实际上涉及以原材

料供应公司为代表的资源密集型部门、以民工组成

的基建队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部门、以工程机械公

司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部门、以高技术公司为代表

的技术密集型部门、以道路桥梁设计公司为代表的

知识密集型部门。这些部门实际上又是资源密集型

产业链、劳动密集型产业链、资本密集型产业链、技
术密集型产业链、知识密集型产业链的代表。第二

轮乘数分别又沿着上述几种产业链展开。
为简单起见，我们先简化以上案例中的不同比

例部门分配，假定每一轮引致投资中的部门分配都

一样，都是 r。因为在经济生活中，支出除了投资还

要有消费等其它开支，所以第一笔投入的每一次引

致投资都呈衰减，但在前几轮中比例较大，为方便理

解，我们假定只分析少数几轮投资，并且投资量一

样，这样一来 r 是常数。通过这样抽象处理，就不需

要用复杂的数学模型，用一个简单的式子就可以表

达乘数效应。以 R 表示乘数效应，n 表示引致投资

的轮数，s 表示产业链的条数，I 表示首轮投资。那

么整体乘数效应可以用下面的式子表达:

R = nsr
I

从上式可看出以下经济内涵: i
( 1) 产业链分工对乘数的影响

以上 n 越大，R 就越大，n 实际上代表了产业链

分工，这说明产业链分工越细，或者产业链越长，投

资对收入的增长效应越大。
由此可得出推论 2 － 1 － 1: 产业链分工越细，或

者产业链越长，投资乘数效应越大。
( 2) 产业链健全对乘数的影响

以上 s 越大，R 就越大，s 表示产业链条数，实际

上代表了产业链的健全程度，或者说产业体系健全

程度，这说明产业链越健全、越多，投资对收入的增

长效应越大。
由此可得出推论 2 － 1 － 2: 产业链越健全，投资

乘数效应越大。
( 3) 产业链活跃程度对乘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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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r 越大，R 就越大，r 表示引致投资数，实

际上代表了产业链的活跃程度，投资数越大，产业

链越活跃。在产业链需求下降、经济不乐观时，厂

商才会减少投资。这说明产业链越活跃，投资对

收入的增长效应越大。
由此可得出推论 2 － 1 － 3: 引致投资越大，产业

链越活跃，投资乘数效应越大。
以上假定每个部门每一轮投资的数目相等，实

际上这个假定太严格，现实生活中每个生产部门在

其收入中能够用于再投资的比例是不同的，最重要

的因素是产业链附加值，相当情形下，产业链附加值

越高，相关厂商再投资的比例也越高，原因之一是可

以拿出更多的投资，原因之二是高利润刺激多投资。
现在，把实际的引致投资量又转化成一个变量。假

定每类产业链每一轮投入相等，但在不同产业链之

间投入有差异，因此引致投资量被改为 rs。以 e 代

表附加值的比例，不同类型产业链的附加值比例用

es 表示。共 6 个部门，引致投资数为:

rs = res
整体乘数效应式子由此作相应更改。

R =
n

6

s = 1
rs

I =
n

6

s = 1
res
I

( 4) 产业链附加值对乘数的影响

以上 es 越大，R 就越大，这说明，产业链附加值

越高，整体乘数效应越大。
由此可得出推论 2 － 1 － 4: 产业链附加值越高，

投资乘数效应越大。

二、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理论回顾和再考察

区域之间以及产业之间存在着广泛而深入的产

业链联系。以上只是说明了单一地区的投资乘数，

实际上同样的投资对不同地区所产生的乘数是不同

的。有些地方投资乘数效应大，有些地方投资乘数

效应小。尤其是对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投

资乘数效应差异很大。
欠发达地区增长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的关注点。

发展经济学①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西方兴起，主要

探讨贫困落后农业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脱
贫、走向富裕问题。缪尔达尔在 19 世纪 30 年代出

版的《货币均衡论》中论证了财政政策能够消除失

业和协调经济波动; 40 年代又通过转向经济社会的

结构分析，突出强调政治、制度、人口、历史等非经济

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缪尔达尔只探讨了政治家

和社会管理者应该如何解决贫困问题，而对于经济

主体如何组织经济、经营实体、自主脱贫探讨很少，

仿佛脱贫主要是国家层面的事，较少区域层面的事，

更少直接经济主体的事。罗丹在 1943 年发表的《东

欧和东南欧的工业化》一文中提出了“大推进理

论”，认为增长理论绝大部分是投资理论。这一理

论具有现实意义。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投资一直是

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经济发展主题，包括中国。
罗丹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和资

本供给不足的双重障碍，就必须通过全面地大规模

地投资，给经济一次大的推动，从而推动整个经济全

面、均衡、快速发展，最终使国家走出贫困恶性循环。
罗丹提出了拉动经济的投资有规模门槛和经济发展

要靠各部门的系统投资，这一见解在发展中国家的

实践中也得到了印证，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

大发展依靠的就是大规模投资，不仅有国内投资，更

有海外投资。最典型的是全国各地在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对深圳的投资，那时几乎全国每个省在深圳

都设有代表处，都有大投资。不过在全面投资，整个

经济全面、均衡、快速发展方面，中国的经济实践所

体现的却有不同。直到新世纪初，中国的产业部门

还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然后，到新世纪第二个十

年，中国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和互联网产业才大发展，

起码在层次结构方面中国并非全面、均衡、快速发

展。所以笔者认为，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是部门

间的非平衡发展，产业间的非均衡发展，即便是发达

地区也不可能是部门间的平衡发展，产业间的均衡

发展。国际贸易和区域贸易的存在就否决了这种全

面、均衡、快速发展的思路。不过，笔者相信，一个国

家或者区域尽管不可能所有产业部门均衡发展，但

在某些部门或者产业领域，还是需要经济的系统均

衡，这由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决定，很简单的一个词，

中国企业家喜欢叫做“产业配套”，就充分说明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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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所以笔者尽管不同意罗丹提出的国家整个经济

部门均衡发展，但却同意在优势部门内经济因素要

均衡发展，笔者下文将要论述的“一个区域的重点

产业要发展，就必须培育、补充、健全、升级、强化相

关的产业链，使他们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体系，而不

是彼此不相干的产业项目”，就体现了笔者的这一

思考。企业家和一些理论工作者所说的“产业配

套”一词在概念上还比较模糊，其真正的学理内涵

应该就是笔者提出的上述思想，不过，大家已经在实

际经营和工作中切身感受到了，我们这个时代需要

我们仔细表达“产业配套”这个东西，并且充分探讨

其规律，道理和内涵明白了，我们的思想可能更清

晰，措施更得力，发展更能加快。
莱宾斯坦在《超越经济人》一书中将传统的生

产要素扩展到管理技能和劳工关系。管理技能和劳

工关系对于增长而言有意义，我们通过“生产”生产

出了我们的管理技能和劳工关系; 同时通过管理技

能和劳工关系，我们也开展了生产。经济效率如何，

与管理技能和劳工关系有关。但我们要探讨如何提

高管理技能和改善劳工关系时，有基本前提，起码有

就业机会，有产业存在，才谈得上提高管理技能，欠

发达地区的人并不缺乏天赋，但因为这些地方没有

产业，也就没有就业机会，所以他们的管理技能不能

得到锻炼和培养，这些地方很可能因为产业的衰败

或者产业的不稳定而陷入劳资关系的僵局。所以要

改进莱宾斯坦所提出的管理技能和劳工关系，笔者

认为先要建好这些落后地区的产业链。是产业链而

非产业，是产业链而非产品，笔者之所以这么强调，

是存在资源要素禀赋缺陷等方面的原因，欠发达地

区几乎难以建立起自己的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有充

分竞争力的、能够不依赖外在联系的产业或者生产

出自己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有充分竞争力的、能够

不依赖外在联系的产品，它们只有通过开放性发展，

引进先进地区的产业链，补充自己的产业，强化自己

较弱的产业链，才可能进入开放型经济体系，才能在

合作学习中发展。笔者一直以来认为，对于欠发达地

区，可以不多谈产业、产品，但绝不能不谈产业链。在

开放经济条件下，欠发达地区的产业都是通过区域产

业链协作出来的，非他们单独意义上的产业，他们的

产业不具备“区域全部产权”，产品大都是通过区域产

业链合作出来的，非他们单独意义上的产品，他们的

产品基本不具备“区域全部产权”。
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证明了教育对经

济发展的巨大贡献。教育确实能够促进经济，但对

于不同区域，在一定时期内，教育真能够促进经济

吗? 这不一定。在我国，很多贫困地区的高考分数

线很高，教育一度是这些地方年轻人的唯一出路，而

且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无论是大学生，还是中学生，

年轻人统统跑到发达地区或者条件更好的地方去

了。所以，对贫困地区的教育大力投入后，其投资收

入效应可能在发达地区，而不在落后地区。更极端

的是，一些落后区域由于太闭塞，年轻人出去了就不

再回来，区域的极端贫困由此出现，如果不让他们受

教育，还可能有一部分年轻人留在落后地区，笔者不

是否定教育，而是在说明教育有可能造成区域极端

贫困。因此，舒尔茨只解释了整体和长期，教育对经

济的促进，没有解释一定时期、一定区域教育的经济

效应。教育投资要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有投

资乘数效应。如何发挥区域教育投资乘数效应，在

下文的教育产业链乘数中笔者会论及。
普雷维什提出了贸易恶化论，该理论经索洛历

史考察和辛格进一步完善，得到了大多数发展经济

学家的认同。贸易确实可能恶化某些国家或者地区

的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比如改革开放前，北京和石家庄之间的经济差别并

不如现在明显，通过几十年的资源要素产品产业交

流，尤其是交通条件大为改善后，北京不断成长为经

济巨无霸，而石家庄则发展缓慢，不能说北京的发展

石家庄贡献了多少，石家庄的发展缓慢绝对和北京

有关系。对于一些偏远贫困山区而言，现代工业品

不断取代传统产品，这里面还包括用工业方式生产

的粮食替代传统方式生产的粮食，从而让这些地方

仅有的一点传统产业也不保，随着区域产业的变动，

劳动需求也流动，人们只好异地打工异地搬迁，留在

落后地区的人更加贫困。一个国家可能允许某个区

域贫困，因为通过移民搬迁和扶贫，能够解决这些地

方人的基本民生，但一个国家绝对不愿意看到自身

整体贫困落后。因为贫困落后就意味着挨打，甚至

可能灭亡。如果不采取措施，一个发展条件不利的

国家很可能在贸易的背景下恶化，所以面对贸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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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带来的经济恶化，一个国家需要采取相应的对

策。具体的对策是封闭，还是开放，或者某些产业领

域开放，某些产业领域封闭; 如何开放，如何封闭，这

些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发展经济学关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

论述，在总体思想和宏观政策设计方面关注较多，中

观和微观操作层面探讨较少。中观和微观层面之所

以被忽视，是因为在分析落后地区经济增长时，没有

分析更多转入产业问题。即便是作了产业分析，因为

面对的是现代产业分工空前细化、产业体系越来越庞

大、产业概念越来越模糊，其分析也很模糊。增长和

发展理论还是应该多从产业链角度进行分析。
投资带有区域烙印，产业链也有区域烙印。在这

里要区分几个区域产业链乘数差别: ( 1) 因为每个地

方的产业链分工不同，产业链健全程度不同，产业链

活跃程度不同，产业链附加值不同，产业链的基础资

源禀赋不同，同样投资对每个地方的收入增长效应不

同。( 2) 除非所有的产业链都本地化，否则投资乘数

就会存在外溢现象。( 3) 实际生产中，经济体往往不

同程度开放，鲁滨逊那样的小岛封闭经济几乎不存

在，所以产业链的跨区域联系很普遍。( 4) 决定一个

地方能够获得多少本地投资效应的因素在于产业链

分工程度、产业链健全程度、产业链活跃程度、产业链

附加值多少、产业链基础资源禀赋拥有，这种拥有包

括量、种类、质。( 5) 决定一个地方能够获得多少外地

投资效应的因素在于本地和外地之间产业链分工程

度、产业链健全程度、产业链活跃程度、产业链附加值

多少、产业链的基础资源禀赋拥有的竞争。

三、西藏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以一个

民族手工艺企业为例

西藏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特色文化保护地，是文

化遗产大区，文化资源利用潜力、文化产业发展潜力

巨大。目前西藏文化企业达 4000 余家，主打藏文化

元素［1］。西藏民族手工艺是藏民族在千百年来生

产生活中创造的一门独具魅力的艺术，集中体现了

藏民族的智慧和艺术气质。品种繁多，如唐卡、藏

刀、藏香、氆氇、木刻、银器制品等，这些手工艺品做

工精致，在选材、图案的设计和颜色的搭配上都极具

藏民族的特色。但在文化遗产大区、几千家企业、品

种繁多的背后，西藏的民族手工艺业难免整体上弱

势。不仅民族手工艺业如此，西藏除文化旅游外的

其他文化产业部门也同样呈现着这种文化大资源小

产业格局。先看一个典型文化企业 A 公司。
A 公司是西藏和平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

怀下成立的，经营领域为民族手工业。公司开办时

集中了拉萨市部分老艺人和一部分生活贫困的鞋业

工匠，以 800 元人民币起家，自筹生产材料、生产工

具，联合了 6 个生产合作组，成立了最初的前进合作

鞋业社。1989 年该公司正式更名为城关区残疾福

利民族手工业综合厂。经过 40 多年的艰苦创业，截

止 2015 年，从原来的固定资产不足 35 万元、流动资

金不足 2 万元的社会企业，发展成为拥有固定资产

590 万元、流动资金 337 万元的民政福利企业。经

过不断的开发和创新，公司从原来的四、五种单一民

族产品，扩宽为包括藏靴、藏纸、藏香等民族手工艺

品等在内的 400 余种产品。现有职工 43 名，其中:

残疾职 工 26 名，占 生 产 职 工 人 数 的 70% 以 上。
2004 年，该公司从福利厂正式改制为 A 公司。

该公司①拥有诸多的社会荣誉，是拉萨民族手

工艺企业中的领头羊。以下关于该公司更详细的说

明根据新浪网与中国西藏新闻网联合邀请嘉宾的有

关访谈改编。
该公司关注社会责任。为残疾人士积极创造就

业条件，关心他们的生活。孩子们在这里活泼可爱。
午饭后，懂事的孩子会自己动手洗碗; 好学的两个小

女孩在中午也不愿意休息，在埋头写作业; 几个调皮

的男孩子围坐在太阳下嬉戏打闹，看到来访的客人

有些害羞。在经营的同时，公司承办了拉萨彩泉福

利特殊学校。学生以残疾人和孤儿为主，半工半读，

也就是半天在福利厂学习，半天在福利学校学技术;

既能够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同时又能够学到一定

技术，并最终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学生们如果想读

大学，该公司会承担他们所有的经济费用。对于生

理上有缺陷的学生，如果他们毕业后想留在厂子里

工作，公司会安排他们留下; 如果愿意到外面去发

展，公司还会给他们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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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精干且有远大社会抱负。他有三重身份:

民间手工艺人、董事长、校长，瘦瘦高高，穿着朴素，面

目慈祥，笑容可掬。在默默无闻的工作中，却有着要

将西藏传统民间手工艺发扬光大、走向世界的远大愿

景; 同时还在默默践行着一个孤儿、残疾人父亲、校长

的角色，有着一颗最朴实的善心。原来在文艺队工

作，后来又被分配到这个厂的前身—制鞋厂工作，先

当徒弟，当时有 8 名老艺人，各掌管一些不同的手艺。
干了 4 年多以后，被列入骨干，经培养当了会计。

该公司的创办历史也有着鲜明的时代和西藏特

色。其时代特色是上世纪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转型，地方特色是西藏的特殊政策。上世纪

60—70 年代，一些西藏的民族手工业有失传的危

险。后来国家对民族手工业比较重视，借着改革开

放的路子，厂里面一些比较能干的、有经验的、有经

济实力的年轻人都从厂子里面离岗到外面去发展。
但当时还在当会计的董事长觉得自己很有必要留

下，既对得起自己的师傅，也有必要把民族手工业发

展起来。那时留在厂里面的大部分都是老弱病残以

及妇女，后来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一定要既能把民

族手工业发展下去，又能够解决这些人的生活。接

着，董事长把原来的鞋业厂改制成拉萨市城关区民

族手工业综合厂，那时叫福利综合厂。福利厂可以

享受一些优惠政策。因为在工作中大部分跟残疾人

和孤儿打交道，于是觉得很有必要在办福利厂之外

再办一个福利学校。
该公司工艺种类经历了几轮扩展，在办学的过

程中实现工艺种类扩展。1993 年办福利学校的时

候还是试点，是半工半读的性质。目前是完全小学

性质。刚办学的时候，遇到的困难比较多，因为所依

托的福利厂转过来时以鞋业为主，只有一两个工种。
后来根据残疾学生的生理状况和他们的需求，费了

很多工夫，从社会上聘请了一些缝纫大师，包括西藏

最有名的缝纫大师; 还有一些绘画老师，通常两三个

老师带一些徒弟，当时绘画找工作比较容易; 此外还

有木雕，就业机会也多。
该公司收入和经费稳定。收入和经费方面，一

是营业收入。公司员工大部分是残疾人，自力更生，

自给自足。学校学生大部分都是残障儿童和孤儿，

经费主要来源于福利厂的利润，从纯利润里提取

3%作为学校的生活保障金。二是低保经费。部分

学生能享受国家提供的城镇最低保障金。三是公司

的产品有民族特色，一些媒体和旅客到这里来购买

东西的同时，会提供一些捐赠。
该公司关注民族文化资源抢救、文化传承和创

新。1990 年，董事长开始充分利用西藏自治区政府

给予民族手工业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对濒临失传

的藏纸制造技艺进行抢救、挖掘、恢复和保护，使这

一古老的传统工艺得以恢复并传承下去。他亲自带

队深入到西藏的阿里、日喀则、贡布、康区、尼木等地

搜集民间藏纸制作资料，千方百计寻师访友，历尽千

辛万苦，终于得到了藏纸制造的第一手资料。他又

参与藏纸的研发工作，并派专人前往印度、尼泊尔等

地学习藏纸的制造技术。经历无数次失败后，1993
年，董事长和他领导的研发团队终于制造出独具西

藏特色的传统手工艺藏纸。在此基础上又逐步研发

出藏纸、牛皮纸、彩纸、印花纸等数十个新品种［2］。

四、投资乘数角度的西藏文化资源

开发利用分析

A 公司得到了持续发展，堪称西藏民族手工艺业

的排头兵，但荣誉、责任、抱负却掩盖不了该公司的弱

势，以及整个西藏民族手工艺业的裹足不前，该公司

的发展是西藏近年民族手工艺业，甚至其他文化产业

发展的一个缩影。可以选取几组事实来加以说明。
( 1) 该公司竟然没有市场销售机构。公司和学

校在一堵封闭的围墙之内，平时没有客人来访时大

门紧锁。据说原来有一个销售门面，因为市政拆迁，

门面被撤掉了。公司的产品销售仅靠多年熟客的帮

衬和媒体采访或者游客参观时的购物和捐助。
( 2) 该公司没有与同行开展任何合作与交流。

不仅仅市场营销部门，该公司其他部门也几乎没有

任何的对外生产协作。在调研中问及区外协作时，

也只在四川订购过一回鞋底。后来，因为业务量少，

成本高，仅有的区外协作也完结了。即便是近在眼

前的拉萨同行，彼此之间也极少来往。
( 3) 该公司没有产业链外化的动力和激励。首

先是产量低，产品能够轻易被拉萨市场需求消化。
其次是该公司对民族手工艺产品具有文化和技术上

的独占性，一般社会人员和实体还做不出他们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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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还有，该公司是老厂，货真价实，有很高的

产品声誉。由于没有外在竞争压力，所以该公司几

乎把所有的生产工序都内化在企业之内。
( 4) 该公司劳动力先天素质不佳。衡量一个产

业的发展素质和发展程度，有一个重要指标，那就是

人力资源素质和使用量。发展水平高，发展力旺盛

的产业部门往往拥有一个社会的精英劳动力。由该

公司的劳动力使用情况可看出该公司的社会竞争力

并不佳，同时民族手工艺部门在社会其他产业中的

竞争能力也不佳，许多年轻人不愿意干民族手工艺，

这从本文后来的调研中也得到了印证。
( 5) 该公司属于前文理论分析中所指的现代原

始企业。该公司拥有 4 大产品系列，共计 400 多种产

品，几乎除了原材料，所有的生产环节都由该公司完

成，对外生产协作极少。而该公司现仅有职工 43 名，

其中大多数是残疾人，而且所有产品都属于民族手工

业，靠人而不是靠机器完成，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分工

程度可想而知。该公司属于典型的小而全企业。
由于产业链的极端封闭，既不能协作起更多的

经营实体，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本，使该公司的业务更

多向外面扩张，同时，自己的生产又得不到同行的支

持，生产能力不能扩大，也就是说既没有外在生产链

对自己生产经营的支持，同时也没有自己对外在生

产经营链的创造，由此导致自己的产能和技术水平

裹足不前。
以上仅是西藏民族手工艺业的一个例子，其实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此试举调研中遇到的另一

个案例。
B 民族产品有限公司。2008 年，该公司股东之

一拉巴在拉萨鲁固社区开了一间缝纫室。期间结识

了拉萨市残疾人福利院，知道社会上一些残疾人需

要解决就业问题。2012 年，通过自身努力，自筹资

金 20 余万元，招收无法就业的残疾人员，在江苏东

路市酒店对面小巷子承租了约 320 平方米的房间，

挂牌成立了公司。目前公司员工共计 18 人，其中

13 人属于残疾职工。公司对员工从最基础的缝纫

工开始培训，生产富有民族特色的帐蓬、门帘、顶棚

布、横帘等传统产品，同时承接装修、制作藏式家具

等业务，产品受到广大新老顾客的好评。该公司为

方便所有职工，在公司内建立了员工宿舍，提供生活

所需用品并解决员工的吃饭问题。邀请民族服饰缝

纫师等各种民间工艺师对员工进行指导和培训，大

大提高了员工的技术和对事物的认识水平，激发了

他们的创造力，从而生产出更多优质的具有民族特

色的产品。公司为残疾人员提供工作，在保证工资

按时发放的情况下，还为他们购买医疗保险、意外保

险和养老保险等，保障他们长远的利益。公司对未来

的发展寄予很高的期望，初步计划扩大经营场地，修

建新的生产厂房; 购置更多先进的生产设备; 希望通

过不断发展壮大，帮助解决残疾人的就业问题，使他

们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人尽其才，实现自己的梦想。
由于整个行业大量存在这样的大而全小而全生

产经营实体，行业产能和技术水平也裹足不前。在

西藏，同样的案例不仅仅是民族手工艺业，还包括与

文化资源利用相关的其他文化产业部门。
以西藏的影视产业为例，产品产量很低，甚至几

年都出不了一部精品。大量西藏题材作品并非由西

藏自己拍摄制作，而是外来产品。西藏电视台的影

视栏目成了转播栏目，在一定意义上，除了新闻时事

节目播出，西藏电视台成了事实上的转播台，缺少自

己的节目。西藏是文化大区，却是影视产业小区。
这种事实的背后就是西藏文化产业链分工的不发

达，缺少动漫产业生产端的、供给端的产业链分工，

产业链乘数效应极小。

五、结论

综上所述，西藏文化资源大区文化产业小区局

面形成最直接的原因是传统经营思想下的产业链大

而全小而全，产业链内化，产能规模约束下的产业链

分工缺乏，缺乏外在竞争下产业链推不出市场。由

于主导产业链既拉动不了生产所需的产业链，又推

动不了供给所需的其他社会产业链，投资既缺乏需

求乘数效应，又缺乏供给乘数效应，所以多年来产业

始终长不大。当然，这种长不大是一种相对概念，而

非绝对概念。西藏多年来经济保持了两位数的增

长，这其中也有文化资源的贡献。但是，起码在文化

产业领域，西藏自身在发展，但是与周边地区，甚至

不发达的比邻地区相比，差距却是越来越大。在全

国经济、世界经济的大格局中，西藏文化产业地位难

道不是越来越低，文化资源大区的西藏难道不是越

42

产业链投资乘数及“西藏文化资源大区，文化产业小区”的原因



来越文化产业小区吗? 因为文章篇幅有限，所以笔

者不打算在本文提出西藏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对

策，拟把它留待后续进一步研究。在经济研究中，只

有先明确了症结所在，才可能找出有效对策。对很

多人困惑的“西藏文化资源大区，文化产业小区”原

因的分析值得花一篇论文的篇幅集中探讨。

［参考文献］

［1］白玛卓玛． 西藏文化企业达 4000 余家主打藏文化元素

［EB /OL］． ( 2016 － 02 － 24) ［2018 － 11 － 08］． http: / /

www． chinanews． com /cul /2016 /02 － 24 /7771460． shtml．

［2］何见远． 强巴遵珠: 用民族手工艺为孤儿搭起彩虹桥

［J］． 中国艺术报，2011( 8) ．

The Investment Multiplier of Industrial Chain and the Reasons for
“Big Tibetan Cultural Resources Areas and Small

Cultural Industrial Areas”

Zhou Yong1，2，Ma Ran3

( 1． 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Economy and Technological Econom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Institute of Economic Strategy，Beijing 100102，China; 2． Tibet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Lhasa，Tibet 850000，China; 3． Institute of Evaluation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102，China)

Keywords: Industrial Chain; Investment Multiplier; Cultural Industry; Resource Utilization
Abstract: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theory of industry chain investment multiplier on the basis of ex-
isting analysis of both industry chain and investment multiplier． It is necessary to differentiate the invest-
ment multiplier of several regional industrial chains: 1 ) Because 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different in
each region，the degree of perfection of industrial chains，activity of industrial chains，added value of in-
dustrial chains，endowment of basic resources of industrial chains，and the effect of investment on income
growth are different． 2 ) Unless all industrial chains are localized，there will be spillovers in investment
multipliers． 3) In actual production，economies tend to be open to varying degrees，and there is hardly
any island closed economy like Robinson，so cross － regional linkages in industrial chains are common． 4)

The factors that determine how much local investment effect a place can obtain are the degree of divi-
sion of engineering，the soundness of the industrial chain，the activity of the industrial chain，the added
value of the industrial chain，and the endowment of the basic resources of the industrial chain，which in-
cludes quantity，type and quality． 5 ) The factors that determine how much foreign investment effect a
place can obtain are the degree of division of engineering between local and foreign industrial chains，
the soundness of industrial chains，the activity of industrial chains，the added value of industrial chains，
and the competition of basic resources endowment of industrial chains． Applying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chain investment multiplier to th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ibetan cultural re-
sources can fully explain why “Large cultural resources with small cultural industrial of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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