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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中小企业参与产业配套的本质动因是基于不确定性的规避与控制。从不确定性分析入手，
研究了中小企业

成长过程的阶段性对配套动因及形式的影响，
提出一种理论分析模型，
并进行了实证分析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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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企业供应链理论则是从另外一个视

１ 问题提出

角，从被配套的核心企业为什么需要中小企

２

理论分析

近年来，随着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地

业为其配套做了比较好的解释。供应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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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作用的不断提高，对中小企业的研究已

认为，从企业价值创造和核心环节打造来考

认识

成为政府和学术界持续不断的热点之一。由

虑，一个企业（哪怕是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在

于中小企业的自身特点，参与产业配套、发
挥“配角”作用已成为广大中小企业求生存
谋发展带有相当普遍性的选择。所谓配套，
是指在整个生产链条中以一个主要生产环
节为核心，其它生产环节跟进配合而形成的
生产技术联系。关于中小企业参与产业配套
动因的理论分析，目前比较成熟的理论有企
业网络理论和供应链理论。企业网络理论针
对广大中小企业规模较小、实力偏弱，对资
源尤其是关键资源的获取和控制能力较弱
等现实特点，指出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有

经营过程中不必全面追求和四处出击，只应
保留自己最拿手的核心环节，而将其余环节
外包给其它企业来做［２］。
上述两种理论均是从单一的角度来考
察和解释中小企业参与产业配套的必要性
和可行性，没有将这两方面统筹综合考虑。
实际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中小企业参与
产业配套的最终效果，不仅取决于中小企业
愿意结网配套的主观愿望，而且还与被配套
企业的接受态度及双方的博弈互动有很大

中小企业参与产业配套动因的本源性
对于中小企业参与产业配套这一十分

熟悉的现象，如果仅用建立在古典分工理论
基础之上的企业网络理论和供应链理论无
法深究形成这一现象的本质原因，从而无法
获得中小企业参与产业配套动因的本源性
认识。这是因为，
首先，
这些理论均是建立在
“完全理性”
“经济人”的基本假设之上，从这
一假设出发，每一位“经济人”都能够出于自
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理性的选择，但实际中
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和理性的有限性人们
往往做不到这一点；第二，古典分工理论有
一个很重要的隐含前提，就是确定性环境下

效途径是“融入和编结企业网络”，以获取中

关系。同时，这些理论对中小企业参与产业

的最优，但事实上，完全确定性的环境和条

小企业所需的关键资源，而参与产业配套正

配套形式和方法是否受其发展所处阶段的

件只存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内，绝大多数情况

是中小企业加入并深深融入现有企业网络、

影响也缺少回答，更缺乏这方面的实证研

下人们的选择往往是基于不确定性的考虑

获取关键资源的现实而有效的主要路径。尤

究。本文在企业网络理论和供应链理论分析

与决定，人们首要考虑的不是所谓生产效率

其是中小企业处于生存脆弱的初创期，企业

的基础上，尝试引入不确定性分析，借鉴企

和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是面对种种的

这种动机的取向表现得尤为明显和强烈 。

业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一个中小企业参与产

不确定性如何才能趋利避害。因此，笔者认

如果说企业网络理论是从“结网”的主观必

业配套动因的理论模型，并给出一个实证分

为，对中小企业参与产业配套动因的认识和

要性来解释中小企业为什么愿意参与产业

析结果。

讨论可以从不确定性分析的视角出发，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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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因素的预测和把握，来探讨中小企

它企业配套来获得在技术供给、市场销售渠

数 （ｘ）
ｆ 与企业家个人心理状况有关，特别是

业参与产业配套的动因和组织形式。

道等各方面的支持，从而获得“保险性”
，包

个人承担风险的能力和倾向有关。

对于不确定性，人们普遍有两种认识：
一种是把不确定性与概率事件联系起来，即

显然，中小企业参与产业配套的可能性

括经营信心的保险、市场需求的保险和外部

与 λ和 β之间的差额成正相关关系，差额越

效应的保险。

大，企业参与产业配套的可能性就越大，参

可以用概率来描述不确定性的大小；另一种

其次，通过产业配套中小企业可以获得

认识认为不确定性并没有稳定的概率，与概

对不确定性的有效控制。对不确定性的控制

与配套的动机就越明显。

率事件没有必然的联系。经济学家奈特

能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承担不确定性的

２．２

（Ｆｒａｎｋ Ｈ Ｋｎｉｇｈｔ）将前一种认识归结为风险

能力，二是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对不确定

企业处于不停的发展变动中，不同发展

中小企业参与产业配套的阶段差异性

范畴，而后一种归结为不确定性范畴，并指

性的承担能力是指一旦不确定性转化为现

阶段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大小和性

出，
“ 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两个范畴的实际区

实损失时，承担者能为之承受和支付的程

质是不同的，因而企业相应的应对之策也有

别在于：前一种情形中对一组可能的状态的

度。通过产业配套，特别是通过内部专业化

所不同。美国著名学者爱迪思（Ｉｃｈａｋ Ａｄｉｚｅ）

概率分布是已知的，而对不确定性的情形，

分工，将产品的设计、生产以及销售等各个

提出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企业如同所

则并非如此”。因此，不确定性是基于人们

环节都分散到各个企业中，使每个企业在分

有的生物和社会系统一样，都要经历一个从

对某一事物运行结果不能确认而产生，表达

享产业分工好处的同时，也在分担不同比例

出生、成长到老化的生命过程。爱迪思把这

的是关于未来的未知。随着现代社会信息手

的基于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损失。显然，这

一生命周期划分为企业孕育期、婴儿期、学

段的加强和人们交往联系的频繁，群体对个

种对不确定性的承担能力要优于“大而全”
、

步期、青春期、盛年期、稳定期、贵族期、官僚

［３］

体作用日益加强，人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非

“小而全”
的单体企业。对不确定性的处理能

早期、官僚期和死亡期 １０ 个阶段［４］。借鉴这

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发生的时间、范围和程

力是指面对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时，所拥有

一理论，为简化并能说明问题，我们将企业

度上更难令人预测和防范。不确定性普遍存

的分析、判断和行动能力的大小。这种能力

生命周期分为初创、成长、成熟和衰退（或再

在于我们的周围，充满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每

集中表现在：首先是对市场的吸引和锁定能

生）４ 个主要阶段，相对于这 ４ 个不同阶段，

一空间。面对不确定性及不确定性带来的威

力。吸引就是根据消费者偏好的变化，保持

特别是初创、成长和成熟 ３ 个发展阶段，中

胁，人们首要的选择就是趋利避害。一般而

企业经营的柔性和灵活性；锁定就是根据企

小企业参与产业配套的特点和形式也会有

言，人们对确定性事物的追求要远远优于对

业的实力和规模能够留住原有顾客。对一个

不确定性结果的选择。
奈特曾经将企业创建的原因归结于不
确定性，认为企业的价值在于各方基于不确

企业而言，特别是中小企业，同时满足上述

所不同，表现为生存型配套、发展型配套和
战略型配套等形式的依次递进
（见附图）
。

两种要求往往意味着两难冲突。而这种冲突
很容易通过产业配套群内得到解决。

定性认识和偏好的选择集合［３］。根据这一思

第三，通过产业配套可以对不确定性控

想，我们完全可以推出这样一个推论，即企

制做到的动态演进。中小企业参与产业配套

业的出现不仅是由于不确定性，企业从初生

的动因不仅仅存在于对不确定性的现实控

到发展成熟所采取的每一种带有普遍性的

制，更重要的是，通过产业配套能够依据外

措施，无不带有不确定性分析和比较的痕

在环境的变化及新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孳生，

迹，包括企业的配套行为。因此，企业参与产

而采取灵活适当的配套组织形式，以更好地

业配套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强烈地表现在，众

实现对不确定性的控制。事实上，随着中小

多相关联的企业面对众多不确定性因素所

企业产业配套的进展和发展，在原有不确定

附图

做出的趋利避害、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一种

性因素得以控制的同时，新的不确定性因子

生存型配套。显然，这一类型配套主要

自然选择，即能够通过共生互助实现其对不

也会悄悄萌芽和生长，客观要求产业配套的

是针对处于初创生存期的企业，为有效规避

确定性的有效控制。

组织形式要依据环境变化而不断进行创新，

这一期间的各种不确定性对企业带来的冲

首先，通过产业配套能够为相关企业，

中小企业参与产业配套形式演变

以变应变，
形成新的对不确定性控制平台。

击而采取的一种配套形式。该配套形式通常

特别是能为配套企业提供“保险”
，提高这些

因此，中小企业参与产业配套的根本动

体现为来自市场的临时订单，规模较小、加

企业的存活率。众所周知，中小企业如果单

因是出于不确定性的规避与控制，随着企业

工简单、市场风险很小、经营灵活性较强，但

兵作战，不仅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

的发展壮大，其选择参与配套的形式也会随

配套联系缺乏一种稳定性，缺少长期合作基

而且独自承受不确定性的能力也非常脆弱。

之发生变化。中小企业参与产业配套的可能

础，企业配套随着市场的变动波动很大。这

无论是来自市场、供应商（包括生产要素提

性可以用下面公式来说明：

一配套形式比较适用于规模不大、加工工艺

供商）的不确定性，还是来自技术创新的不

（ｅ）
（λ－ β
）
Ｐｒ
＝ｆ

确定性，任何一个变数的风云突变都会对企

式中，
Ｐｒ（ｅ）为中小企业参与产业配套

业形成致命的打击。因此，出于众多不确定

的可能性；
λ为通过配套可以给企业带来的

性因素考虑，这些中小企业往往会选择为其

收益；
β为独自生产能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函

技术比较简单、抗御不确定性能力较弱的中
小企业，是处于初创期中小企业参与配套的
首选形式。
发展型配套。当中小企业进入成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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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企业自身规模和技术能力的提高，企业

调查范围涵盖宁波六区三市

希望在原有基础上通过新的方式来谋求更

二县，涉及机械、家电、模具、

大的发展。表现在参与产业配套形式上，中

材料、仪器仪表等行业，具有

小企业除了专业市场临时订单等形式进行

较强的代表性。

配套外，大部分企业还希望为大企业发展稳

３．１

固的配套协作业务来拓展自己的生存发展

望程度与其所处发展阶段关

空间。这种配套形式主要体现为与专业市场

系的检验

相联系的订单合同及与固定大企业相联系

假设 Ｈ１：中小企业参与

的订单合同，即配套产品的数量、规格和要

产业配套的愿望和企业发展

求均以订单合同的形式给定，配套的专业性

阶段无关
（见表 １）
。
计算卡方统计量：

和指向性非常明确，短期内配套双方的生产
技术联系稳定性很强，但由于配套关系的制
约和实现均来自于短期契约，因此这一配套

３

ｉ＝１

ｊ

［ｎｉｊ－ Ｅ（ｎｉｊ）］２
＝４１．６６
Ｅ（ｎｉｊ）

拒绝域为：

战略型配套。当中小企业进入发展成熟
期时，企业考虑问题的层面已由技术层面转

４

!２＝!!

形式仍缺乏长期合作的基础。

!２＞! ２" ［（ｒ－ １）（ｃ－ １）］＝! ２０．０５ ［（３－
１）（４－ １）］＝!２０．０５ （６）＝１２．５９

到了战略层面，由开始的求生存转到未来持

由于 ! ＞!

论：一是中小企业参与产业配套的原始动机

（６），故有足够的理由拒绝假

是基于不确定性的规避与考虑，中小企业所

续性发展，企业配套形式开始从技术性配套

即认为中小企业参与产业配套愿望程
设 Ｈ１，

处发展阶段的不同，其对不确定性的规避和

过渡到战略性配套，集中表现在企业开始有

度与企业所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这和前面

控制能力是不同的，因而其采取的配套方式

目的地寻找战略合作伙伴，通过长期盟约的

理论模型的解释是一致的，即幼年期的企业

也不相同，并呈递进的演进趋势；二是中小

达成而实现企业间的战略配套。这种配套形

配套的主观愿望最为强烈，成长性企业配套

企业参与产业配套仅仅是企业发展过程的

式显然属于联系密切、合作基础稳固的点对

愿望程度居中，而成熟期企业配套的主观愿

一种手段，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企业会在

点型配套，专业性和指向性都很强，双方长

望程度一般。

目前配套的基础上更加渴望创出自己的品

期合作的基础比较扎实，适用于生产经营联

３．２

系多而频繁、
双方共生互补性很强的企业。

验

３ 实证检验

２

２
０．０５

中小企业配套方式与发展阶段关系检
企业配套方式的选择和企业发
假设 Ｈ２：

展阶段无关
（见表 ２）
。

宁波作为国内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民营

计算卡方统计量：

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参与产业配套十分活跃

３

和普遍。为了解宁波地区中小企业参与产业

!２＝!!
ｉ＝１

３

ｊ

［ｎｉｊ－ Ｅ（ｎｉｊ）］２
＝２８．７８
Ｅ（ｎｉｊ）

配套的动因和行为，我们通过两种方式来获

拒绝域为：

得有关数据，一是问卷调查；二是针对某些

!２＞!２"［（ｒ－ １）（ｃ－ １）］＝!２０．０５ ［（３－ １）（３－ １）］＝!２０．０５ （６）＝

典型企业进行现场深度访谈。调查问卷包括

９．４８８

两大部分内容，一是被调查企业基本情况反

由于 !２＞!２０．０５ （６），故有足够的理由拒绝假

映，包括企业所处行业、产品类型、所有制形

设 Ｈ２，
即认为中小企业所处发展阶段对其参

式、创办时间等等；二是企业配套意愿和行

与配套的方式有很大影响。

为，包括企业配套动机、愿望程度、配套组织
形式等。我们共发放调查问卷 ６１０ 份，回收
有效问卷 １２４ 份，现场深度访谈 ２４ 家企业，

１００

中小企业参与配套的愿

科技进步与对策·６ 月号·２００６

４

结论
通过实证初步检验，我们得出以下结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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