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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台资企业发展评价及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 BSC&DAGF 评价模型
刘 迅，
胡孟奇
（湖北经济学院 海峡两岸中小企业发展研究院，武汉 430205）

摘 要：本文以湖北省 5 个地区的台资企业为例，运用 BSC&DAGF 评价模型对湖北省台资企业的发展现状进行评
价。研究认为，影响湖北省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的内外因素有：部分台资企业仍属于传统行业、品牌建设进程缓慢、销售渠
道单一、创新研发动力缺失；聚集地产业基础与营商环境未形成有效支撑、生产要素价格上涨。针对评价得出的问题，从
政府加强宏观科学引导和台资企业加强内部优化改造两方面提出了促进湖北省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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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众多台资企业呈现出加速向中国中西部转移的态势。近年来湖北
省对台招商引资的领域、规模和层次不断拓展，
已成为了中西部最为重要的台资聚集地。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秉承“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经济文化交

流合作。这一重要思想为加深鄂台经济交流、促进聚集湖北省的台资企业加快发展带来了重大利好。从惠

台政策层面看，从中央到湖北省及各市都在积极推动两岸经济文化的交流合作。2018 年 2 月 28 日，国台办

和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2018 年 7 月 9 日，湖北省台办和省发改
委出台了《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实施意见》；2018 年 11 月 23 日，武汉市台办和市发改委出台了《关

于深化汉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实施办法》。从鄂台交流层面看，2018 年 7 月中下旬，以“共享机遇，推进融
合，聚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第十五届湖北·武汉台湾周在湖北省举行，共签约 30 多个项目，金额达 270 亿

元人民币，每年一度的台湾周已经成为鄂台经济交流的盛会；2018 年 7 月 18 日，湖北省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

被成功授牌，合作区采取“一区三园”模式，下设武汉、黄石和仙桃产业园，此举推动鄂台经济交流与产业合
作迈向更高阶段。
在新时代背景下去透视《中国制造 2025 湖北行动纲要》、湖北省“建成支点、走在前列”的经济社会发展

总目标和聚力高质量高层次发展的鄂台经济交流，都充分体现了湖北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
调整的决心。因此，未来鄂台经贸合作将不再以数量、规模为主，而是以质量、层次为重，湖北省台资企业的
转型升级将成为影响鄂台经济交流合作的重要问题。本文将采用 BSC&DAGF 评价模型，在实地调研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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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湖北省台资企业发展现状进行实证评价，剖析其转型升级的困境，进而指出其实现转型升级高质量发
展的路径。

二、相关文献综述
目前，
关于企业转型升级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企业转型升级的制约因素
台资企业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产业集群效应小，而且还面临用工成本上升、企业创新发展动力不足等
问题，制约了其转型升级[1]。知识与技术制约了制造业转型升级[2~4]，例如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中国装备制造
企业的知识与技术封锁，使得装备制造业垂直专业化分工难以实现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升级的目标[5]。技术
进步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本的积累[6]。此外，现有体制没有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在一定
程度上抑制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7]。除了知识与技术制约外，融资约束也严重影响了制造业转型升
级[8~10]，例如银行融资约束会阻碍部分加工贸易企业向一般贸易企业的转型升级。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不高，转型升级的支撑动力存在断档，面临的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成为了我国制造
业转型升级面临的主要困境[11]。总之，高端人才技术匮乏、产业区布局不合理、价值链分工不公平、经济下行
压力大成为了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几大制约因素[12~14]。
（二）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因素
苏美祥（2018）在研究了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的支持体系后提出，大陆应提升服务精准度、构建法治化营
商环境，引导台资企业转型发展[15]。从宏观来看，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主要包括科学技术的发
展、需求结构的升级、产业组织结构的改革和创新、全球经济梯度发展效应、国家战略的积极推动[11][16~17]。例
如，魏龙等（201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高技术人才、制度质量和国际直接投资等高级生产要素对制造业升级
的促进作用强于廉价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18]。从微观来看，对外投资、价值链分工环节、金融财政支
持、大学生就业能力等都能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19~21]。例如，金融发展增加资本积累促进制造业规模扩张，
金融发展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动力[22]。
（三）企业转型升级的创新模式
张雨迪（2016）在研究了两岸政治、经济等关系后指出，台资企业要融入大陆经济发展趋势，实现转型创
新发展[23]。制造业结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生产性服务业、先进制造等，产生了不同的转型升级新模
式[24]。借助互联网将产品与服务叠加，可以实现企业从工业化体系向互联网体系的跨体系转型升级模式[25]。
除了互联网技术，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智能制造、网络化协同制造、个性化定制制造和服务型制造
等新模式也在不断涌现[26]。Luis Miguel Fonseca（2018）认为工业 4.0 通过对互联网和“智能”对象（机器和产
品）的使用，促进了新的人力和生产组织系统以及新的组织商业模式，影响了整个价值链、社会和环境[27]。Ji

Zhou（2018）等人指出新一代智能制造代表了新一代人工智能（AI）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的深度整合，是新工
业革命的核心推动力，并将继续成为未来几十年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途径[28]。

现有文献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制约因素、
动力因素和创新模式进行了研究，
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从本文研
究内容来看，
现有文献还存在着不足或需深入之处：
一是现有研究主要从宏观经济角度研究制造业转型的困
境和出路，
未能立足于微观层面对企业转型升级的现状进行客观评价，
学术界和实务界尚难以准确
“摸底”
企
业转型升级的现状和问题；
二是现有研究较少聚焦我国台资企业这一特殊主体的转型升级问题，
在我国经济
转方式调结构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两岸经贸合作也日益密切，将来引进什么样的台资，引进的台资如何转型
发展，都将成为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将采用改进的平衡记分卡

（BSC）结合专家调查法（Delphi Method）、层次分析法（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 AHP）、灰色关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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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法（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简称 GRA）和模糊综合评价法（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简称 FCE）构

建起 BSC&DAGF 评价模型，赴湖北省五市区的台资聚集地实地调研，收集大量第一手数据资料，评价湖北省
台资企业发展情况，
分析发展中存在的转型升级问题，
根据评价结果有针对性地指出其转型升级的路径。

三、基于 BSC&DAGF 模型的湖北省台资企业发展现状评价
（一）基于改进的 BSC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平衡记分卡从财务角度、顾客角度、内部经营流程、学习和成长四个方面构建起了一种新型绩效管理体
系，是用来评价企业发展状况很受欢迎的方法之一。但是，鉴于台资企业进入湖北省会有本土化的进程，在
该进程中各利益相关方会对其发展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加入本土化和外部利益相关者指标。同时，考虑到
要对湖北省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的困境进行分析，增加了创新研发指标和营商环境指标。最终建立起如表 1
所示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期能够比较客观地评价湖北省台资企业的发展现状。
表1
一级指标

台资企业发展现状评价指标体系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营业收入
融资成本

财务因素

资金缺口
盈利状况
品牌建设
产品研发

创新研发

创新收入
电商建设
员工学历
税收负担

台资企业发展现状

资源能源
交通状况

营商环境

法律服务
社会安保
员工流失
采购本地化
本地化

出口占比
供应商选择
员工本地化
优惠力度

外部利益相关者

社会公益
劳资纠纷

（二）采用 AHP 方法构造判断矩阵，
确定权重集
邀请专家对上一步确定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作出评价打分，对其重要性作出判断，并据此构造
权重矩阵：
éa11
êa 21
ê⋯
ê
ëa n1

a12
a 22
⋯
a n2

⋯
⋯
⋯
⋯

a1nù
a 2nú
⋯úú
a nnû

通过计算该矩阵的特征向量，得出各指标相对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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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j

∑A

（1）
ij

其中∑Aij 为矩阵中每列纵向加总的和，根据式（1）重新组合得到新的矩阵 B 后，求其特征向量 Bj，再进行

归一化处理得到最终指标权重：

Wj =

Bj

∑B

（2）
j

按照上述方法计算出指标的权重后，
即可得到该层次指标的权重向量：

W = {w1， w 2， ⋯， w i},∑w i = 1,0 < w i < 1

（3）

W = {w i1， w i2， ⋯， w ij},∑w ij = 1,0 < w i < 1

（4）

同理，
可以求得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向量：

式（4）中，wi 为因素集 U 中第 i 个因素 Ui 所对应的权重，wij 为第 i 个因素的指标集中第 j 个指标 Uij 的对于 Ui

权重。

根据上述过程计算的各级指标权重向量分别为：

W i = {0.471,0.2677,0.0751,0.1425,0.0437}
W1j = {0.5132,0.0741,0.1376,0.2751}

W 2j = {0.2726,0.4616,0.1451,0.0443,0.0764}
W3j = {0.0751,0.2677,0.471,0.1425,0.1472}

W 4j = {0.0921,0.4673,0.0412,0.2572,0.1458}
W 5j = {0.5714,0.1429,0.2857}

（三）数据采集处理

以市县为单位，前往台资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获取所需数据，
针对这些原始数据，
设置评语集:
V = {V1,V 2 ,V 3,V 4}

（5）

其中 V1 、V2、V3、V4 分别代表对该项指标的专家评价为优秀、良好、中等以及较差，并依次赋值为 4 分、3

分、2 分和 1 分，根据调查样本提交的问卷中各问题区间选项及具体数值，通过专家打分法确定每个样本中各
项指标的分数，并构成评价样本矩阵。本算例将以仙桃市台资企业数据为例进行打分评价。
（四）确定灰度及白化权函数

采用灰色理论中的灰色关联度评估方法，计算各评价指标的权重矩阵。首先根据上述指标的评价等级

设定 4 个灰类 f e ,e = 1,2,3,4 ，分别表示优秀、良好、中等和较差，每个灰类所对应的白化权函数见表 2。
灰类 e
灰数

灰类及白化权函数

优秀(e=1)

良好(e=2)

f ∈ [0,4,8]

f ∈ [0,3,6]

d ijn 4,d ijn ∈[0,4]

d ijn 3,d ijn ∈[0,3]

白化权函数 fe

1,d ijn ∈[4,8]

(6 - d ijn ) 2,d ijn ∈[3,6]

灰类

中等(e=3)

较差(e=4)

f ∈ [0,2,4]

f ∈ [0,1,2]

灰数
白化权函数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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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0,d ijn ∉[0,8]

0,d ijn ∉[0,6]

d ijn 2,d ijn ∈[0,2]

1,d ijn ∈[0,1]

0,d ijn ∉[0,4]

0,d ijn ∉[0,2]

(4 - d ijn ) 2,d ijn ∈[2,4]

2 - d ijn ,d ij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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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白化权函数计算出来的仙桃市评价样本的灰色评价权矩阵为：
é0.322709163
êê0.324840764
êê0.293233083
êê0.323076923
êê0.251908397
êê0.245901639
êê0.211618257
êê0.157894737
êê
0.242553191
êê
0.3
êê
0.277310924
êê
0.3
êê
êê0.265822785
êê 0.31120332
êê0.230769231
êê 0.32231405
êê0.230769231
êê0.288702929
êê0.293233083
êê0.265822785
êê 0.216
ë0.288702929

0.462151394
0.636942675
0.481203008
0.492307692
0.427480916
0.360655738
0.315352697
0.210526316
0.323404255
0.4
0.369747899
0.4
0.35443038
0.414937759
0.307692308
0.429752066
0.397692308
0.384937238
0.481203008
0.35443038
0.352
0.384937238

（五）构建模糊评价矩阵并得出模糊评价结果

0.215139442
0.038216561
0.180451128
0.184615385
0.183206107
0.295081967
0.273858921
0.263157895
0.280851064
0.3
0.352941176
0.3
0.379746835
0.273858921
0.41025641
0.247933884
0.307692308
0.326359833
0.180451128
0.329113924
0.24
0.326359833

0
ù
úú
0
0.045112782úú
úú
0
0.13740458 úú
0.098360656úú
0.199170124úú
0.368421053úú
ú
0.153191489ú
úú
0
úú
0
úú
0
úú
0
úú
0
ú
0.051282051úú
ú
0
ú
0.153846154úú
ú
0
úú
0.045112782úú
0.050632911úú
0.192 úú
0
û

得到全部样本二级指标的灰色评价权后，分别用其权重向量左乘评价权矩阵，得到由各一级评价向量
构成的综合评价矩阵：

é0.318912377
êê0.238410036
êê0.320665798
êê 0.29722634
ë0.265239966

0.486020928
0.362802063
0.427554398
0.409456674
0.362798888

0.188859176
0.259003666
0.351779804
0.275678004
0.3155927

0.006207519ù
0.139784235úú
úú
0
0.017638982úú
0.056368446û

再用一级指标的权重向量左乘该综合评价矩阵，即可得到该市台资企业发展状况的综合评价向量：
（0.292058，
0.432349，0.237782，
0.045321）

事实上，该向量表示该评价样本结果对于预先设定的优、良、中、差四个评价标准的灰色模糊隶属程度。
最后，用综合评价向量乘以分数矩阵，按照前述的评价集赋分标准，优秀为 4 分，良好为 3 分，中等为 2

分，
较差得 1 分，
计算出仙桃市台资企业发展状况评价的模糊综合评价得分为 2.986164 分。

同理，
可按以上步骤计算出算例样本中湖北省各县市区台资企业的综合评价得分及排名，结果见表 3。
表3

湖北省台资企业区域综合评价结果

地区

襄阳

仙桃

随州

武汉江夏

黄石

得分

2.995564552

2.98616403

2.957442279

2.929918706

2.834094538

对于分行业评价，则将收集到的样本按各自所属行业归总，在计算灰色权重时，将权数加总计算方法更
换为按行业而不是地区加总，其他步骤相同，最终结果见表 4。
表4

湖北省台资企业行业综合评价结果

行业

得分

排名

高新科技

3.049998559

1

2.991021927

3

机械制造
房地产

3.0369005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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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395209

4

2.823579644

6

2.880912038

零售服务
化工冶炼

5

2.806780393

服装加工

7

企业层面的综合评价结果及排名见表 5。

表 5 湖北省台资企业综合评价排名

企业
旺旺
泰华电子
裕隆
京泰内湖磁电
健鼎
东阳
康舒
乐氏同仁
天轮
美加置业
好邻居
新之光
大润发
勤睿德
富士和
瑞通

得分

排名

企业

3.183418637

1

丰展

3.13666729

3

亚鑫

5

宝加鞋业

7

宏全

9

强海制鞋

11

六和金属

13

湖锦轩

15

仙岛湖

3.178767648
3.121960503
3.119117668
3.043347588
3.03306088

3.027597363
3.025217185
3.016779691
3.009380741
2.989729489
2.957818886
2.953639186
2.94873403

2.910541507

2

姿华

4

顶津

6

沪士

8

百事威

10

力丰针织

12

新世纪大厦

14

祥宏

16

昌瑞纺织

得分

排名

2.873484745

17

2.844791199

19

2.853622732
2.842427053
2.829536605
2.817229506
2.816437954
2.815784785
2.811496308
2.810984696
2.777501758
2.774413078
2.769775541
2.757443651
2.721652681
2.642869359

18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如果要得出样本的单因素或者单指标评价结果，则用上述灰色评价矩阵或综合评价矩阵中的每一行乘
以赋分向量，得到针对该行所代表因素的评价得分，例如仙桃市的单因素评价结果为：财务因素得分
3.117638，创 新 研 发 得 分 2.699838，营 商 环 境 得 分 3.268886，本 地 化 得 分 2.98627，外 部 利 益 相 关 者 得 分
2.83691。

四、由评分结果分析湖北省台资企业转型困境
采用 BSC&DAGF 模型，我们得到了对湖北省 5 个地区 32 家台资企业的评分结果。本次评价中，分数向

量设定为（4，3，2，1），评价样本得分均接近 3 分，分布最密集的分数区间在 2.8~3.1 分，并且半数样本企业最

终得分高于 3 分，这说明湖北省台资企业发展状况总体良好。从单项指标来看，样本企业在财务指标上得分
普遍较高，多数样本企业评价结果为“良好”和“优秀”，说明其营业收入状况和盈利能力普遍较高；同时，营

商环境指标的得分也较为理想，这说明台资企业所在地的能源资源、法律服务、交通状况及社会治安条件较
为优越，
为台资企业长期、稳定在湖北省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我们必须关注到湖北省台资企业间发展状况差距较大。本次评价结果的最高分为 3.1834，最低分

为 2.6429，在总分为 4 分的情况下，极差高达 0.5 分，这说明湖北省台资企业的发展均衡性有待提升。我们将
根据评分结果总结其影响因素，据此分析湖北省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的困境所在。
（一）内部影响因素
1. 企业所处行业。企业选择投入什么行业，会影响其发展水平。由表 4 可以看出，高新科技、机械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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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房地产行业是湖北省台资企业的优势行业，其整体发展情况要优于零售服务、化工冶炼和服装加工行
业。这说明在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进程中，
引进企业所属的行业非常重要。
2. 企业品牌建设。湖北省台资企业以中小企业居多，其自身的人才物力财力有限，难以在短期内实现

爆发式增长。由于台资企业被引进湖北省的时间不同，
后进入湖北省的企业发展时间短、
资金规模有限、
对内

陆市场较为陌生，短期内品牌建设的困难较大，
进程较为缓慢，
对其初期发展非常不利，拉低了其综合得分。
3. 企业销售渠道。从实地调研中我们已经发现，众多湖北省台资企业的销售渠道较为单一，高度依赖

传统销售渠道，在电商平台建设方面缺乏经验。由得分可见，未建立多种销售渠道的企业，其综合分数表现
一般。在当前“互联网+”的大趋势下，这些企业传统的营销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销售成本的降低
和销售渠道的多元化发展。
4. 研发创新能力。零售行业、化工冶炼与服装加工行业的综合评分不高，其重要原因是创新研发指标

表现不好。出于自身特性限制，这些行业的企业创新能力天然不足，主要从事简单加工生产活动，企业自身
没有创新需求和动力，并且受周期性影响这些行业缺乏足够的利润来支持台资企业开展研发创新活动。
（二）外部影响因素

1. 聚集地产业基础。由表 3 可以看出，聚集襄阳市的台资企业整体得分最高。襄阳市工业基础较好，

第二产业尤其是机械制造业大厂云集。襄阳市的多家机械制造企业与台资企业、其他企业在高端机床、数

控系统、汽车零部件及生产装备等领域合作成果丰厚，具有较高的行业竞争力，因此襄阳市大部分台资企业
的技术研发实力及财务状况明显高于样本总体状况。
2. 聚集地营商环境。由表 3 可以看出，仙桃市的台资企业评分仅次于第一名襄阳市，其主要优势在于

本地营商环境较好。仙桃市大部分样本企业在营商环境因素指标中表现优异，获得了相当高的评分。稳
定、优秀的营商环境不仅更有助于提高地区对于企业的吸引力，更能够促进投资企业长期、快速的发展，对
于企业本身的成长及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大有裨益。

3. 劳动力和原料成本。近年来，生产要素价格都有所上涨，对原材料依赖型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冲击

较大，各行业台资企业均面临不同程度的原材料成本上涨、盈利能力下降、劳动力价格上升甚至用工困难的
问题。在我国当今的市场环境中，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人口红利显著下降，部分原本为台资企业
所看好的行业面临较大的发展和生存压力，尽快实现转型升级是其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

五、结论与建议
随着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和湖北省转方式调结构的进程不断加快，未来鄂台两地经贸交流
合作将进一步朝高质量、高层次发展。因此，推动湖北省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符合新时代坚持扩大对外开放
的时代需求。根据 BSC&DAGF 评价模型得到的评分结果，本文从内外两方面总结了影响湖北省台资企业转
型升级的七大因素，具体包括企业所处行业、企业品牌建设、企业销售渠道、研发创新能力、聚集地产业基

础、聚集地营商环境、劳动力和原料成本。如果无法有效解决这七个方面的问题，湖北省台资企业转型升级
的步伐将会受到阻碍。
鉴于上述结论，下面将从政府和台资企业两个层面提出合理建议。
（一）政府层面：加强宏观科学引导
1. 积极做好产业引领。根据《中国制造 2025 湖北行动纲要》和《湖北省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加强

对台湾工业园区的指导，支持台资企业的发展。同时政府要结合湖北省经济发展规划发布投资指南和导向
计划，
引导台资企业向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产业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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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积极打造台资企业聚集发展区。加快推动新型工业化建设，推动工业园区集约用地，优化资本供给，

对符合政策导向的台资企业聚集地给予政策优惠；同时要以建设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为重要契机，形成“一
区三园”的全省辐射效应，以良好的政策、技术、市场优势为台资企业技术更新、产品换代等提供帮助，促进
整个台资聚集地的企业转型升级。

3. 加快先进台资引进工作。充分发挥各省直部门熟悉产业和服务产业的作用，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

积极开展专业招商、产业链招商等多种招商方式，引导台资企业向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智能装备和新材料
等重点领域布局。
4. 服务台资重点项目建设。相关部门要建立台资重点项目责任台账，明确责任人和联系人，确保重点

项目落地见效。同时还要定期召开重点项目推介会，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政府层面要争取做到精准
施策、精准服务和精准调配。
（二）台资企业层面：
加强内部优化改造
1. 加快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换代。根据《中国制造 2025 湖北行动纲要》规划，从事食品、纺织、冶金、建

材等产业的台资企业应当开展技术改造，淘汰落后生产技术；从事电子、家电产品装配、家具等产业的台资
企业应实行设备更新换代；所有湖北省台资企业都应当对企业生产工艺流程进行循环化改造，全面实施清
洁生产，
促进质量和效益双提升，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之路。
2. 顺应政府政策导向，进军省内战略性新兴产业。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要加快进入数字经济、生物经

济和绿色经济等产业；同时，结合湖北省“芯片-显示-智能终端-通信-信用”联动发展的产业生态，台资企业
要进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新材料、绿色低碳和数字创意等受政府支持的新兴产业。

3. 整合优势发展基于互联网的生产性服务业。当前国内消费性服务业已被部分互联网巨头抢占了先

机，但是基于互联网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还不充分。台资企业有自身的优势，如制造业基础、品牌影响力、
国际化视野等，应当瞄准现有市场空白，在人力资本服务、信息服务、节能与环保、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
等方面开展投资，发展基于互联网的生产性服务业。
4. 提高创新能力，注重内涵发展。台资企业既有台湾优秀人才资源，又可以依托湖北教育大省的优势

选拔创新性人才，可以在人才的引进、培养、使用、考核和激励等方面形成完整的体系；同时台资企业应当在

年度预算上加大对创新资金的分配和支持力度，也可以积极争取湖北省对台湾企业、台湾青年的扶持资金；
在人财兼备后，台资企业还应当与湖北省政府、本地企业、省内高校等各方搭建创新平台，针对中高端消费
市场，
进行共同产品研发，加快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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