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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难一直是制约中小企业生存发展和日常运营的主要瓶颈" 近年来!作为

一种创新型融资手段! 基于供应链网络的供应链金融逐渐成为中小企业获取营运资金的
有效方式" 伴随着企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与网络技术的发展!基于虚拟产业集群的供应链
管理活动为供应链金融的开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条件" 本研究以创捷供应链有限公司为
例!对基于虚拟产业集群的供应链金融创新进行了深入探索与分析!并构建了虚拟产业集
群中供应链金融创新路径的理论框架与模型" 研究发现#虚拟产业集群中企业间存在依存
关系! 通过虚拟供应链搭建的产业互联网平台能够实现虚拟产业集群中所有企业间的业
务闭合!优化交易流程模式!并且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在强化供应链网络关系的同
时! 虚拟供应链网络有效降低了产业互联网平台中资金提供方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
对称" 这一方面促进了虚拟产业集群中产业企业多种供应链金融业务的顺利开展!另一方
面实现了产业发展与金融创新的循环迭代!提升了产业竞争力" 本文基于虚拟产业集群识
别出多种供应链金融创新业务形态!有助于完善与拓展供应链金融理论!对于引导基于虚
拟产业集群的供应链金融实践有效开展具有有益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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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提出
融资难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严重影响到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以往研究发
现"信息不对称是阻碍中小企业有效融资的最大障碍$/0123104 567 891:: "(;,(%<1562 90 53="%)($&#
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传统银行的交易借贷理论认为"对中小企业贷款资质的审核可以基于硬
信息与软信息两大类'/0916"%))%&# 但由于受到经营年限少(财务报表不全(资产规模较小(不确定
性高等因素的影响"中小企业的硬信息在很多方面都比较难以量化$>?@9A0: "%)(&&"软信息需要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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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与中小企业之间长期互动建立的互信关系!$%&&' ()* +,--, "./!0#"或者基于血缘或个人关系形
成高度信任!12 ,- (34"5/!0$"因此"较难真正克服中小企业实际生产运营中存在的潜在道德风险
%67()8 ,- (34"5/90$&
除了传统的商业银行借贷技术之外" 借助中小企业所在的集群进行融资也是缓解信息不对称
的一种方式!:,*8,; ,- (34"5//"$& 由于基于地理位置的产业集群相较于分散化'随机化的买卖市场
具有地理的临近性'交易的重复性'产业的关联性"因而促进了个体企业之间的沟通'协调'相互依
存和信任& 这种地理集群内部的企业之间存在社会化关系网络"共享信息的机制使得所有企业不敢
轻易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以免失去在集群中的合作关系& 因此"集群网络融资作为基于中小企业集
群的关系型融资信贷技术具有其特定优势" 基于中小企业集群 (地域根植性) 的特征 %罗正英"

5/9/$"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金融机构与单个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并能够提高企业
信用'抵押物以及盈利水平%李俊江和于众"5/9<$"进而能够降低金融机构潜在的信贷风险& 然而"
随着产业的不断发展与升级"基于地理位置的产业集群逐渐表现出低端化与雷同化等特征"且集群
内企业关联度低'产品结构单一"从而使得集群网络融资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李俊江和于众"

5/9<$& 在这一背景下"供应链作为产业集群中组织间的联系形式"基于供应链管理活动优化企业融
资结构与现金流的供应链金融逐渐成为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等问题的战略途径
%:%=>()) ()* ?%-@(&"./9/*A,BB(B%; ()* +,CC()% "./9D#& 因为在降低信息不对称方面"集群网络
融资中信息是来源于个人关系网络与集群网络"这种网络是基于社会关系而非结构性交易关系"因
此更多呈现出一种信息的非正式社会化%E)=%C>(3 +%F'(3'@(-'%)#"而供应链金融则是基于供应链网
络"强调的是交易或物流关系"体现的是一种正式社会化%G%C>(3 +%F'(3'@(-'%)#的过程& 此外"资源
压力与创新也对传统产业集群形式提出严峻挑战& 伴随着企业信息化的提高与网络技术的发展"虚
拟产业集群逐渐成为企业与产业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吴秋明和李运强".//H#& 并且"基于虚拟产
业集群的供应链管理活动为供应链金融的开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条件&
以往文献表明" 供应链金融不仅能够有效解决全球贸易导致的居高不下的供应链融资成本问
题" 还可以缓解后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小企业日益恶化的融资环境所带来的资金流不足问题
%A,BB(B%; ()* +,CC()% "./9D*谢世清和何彬"./9I#& 尽管基于传统供应链管理活动的物流金融'贸
易金融等供应链金融创新活动早已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 %陈祥锋和朱道立".//<*J%C, ()* K(;2"

./9I#"但基于虚拟产业集群的供应链金融在实践中作为一种模式创新"鲜有学者对其路径予以分
析并进行理论总结& 基于此"本研究将对基于虚拟产业集群的互联网供应链金融创新路径及其运作
进行探索"并分析其对虚拟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发展与产业竞争力提升的作用& 本研究将采用案
例研究方法"以该类供应链金融的典型++
+创捷公司的供应链金融为例"通过案例现象对理论问题
予以佐证& 目前"对于供应链金融的实证和案例研究都较少%L2--B, ,- (34"./9I$"从产业集群层面
分析供应链金融对产业发展产生作用的研究则更为罕见%$,3;%>')% ,- (34"./9D$& 因此"本文试图
通过对这一方面的探索以拓展现有供应链金融理论" 并为基于虚拟产业集群的供应链金融的管理
与发展"以及促进产业竞争力提升等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二 ! 理论基础
!" 供应链金融概述
近年来" 供应链中的资金流开始引发越来越多学者的兴趣 %:%=>()) ()* ?%-@(&"./9/*$2M-(

()* N2--("./99$"如何将供应链中的资金流与物流'信息流予以协同进行价值创造成为学者们的关
9"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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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点! 基于此"!"#$%&& #'(()$认为"供应链金融#*+,,-. /0%1& 21&%&34 " */2$是物流%供应链管
理%合作与金融的交叉学科"是通过跨组织的对金融资源进行计划%运营和控制"从而使供应链内外
部的参与者共同创造价值的一种途径! 供应链金融就是透视并控制供应链中所有与现金有关的流
程与活动&56"0- %&7 8"$$ "'((9$"实现现金流的实时监视%控制以及优化&:+;;<4 4; =->"'(?@$"从
而降低供应链融资中的风险' 此外"供应链网络在企业融资过程中也可以发挥降低信息不对称的作
用" 供应链 金 融 正 是 利 用 了 嵌 入 在 供 应 链 中 的 上 下 游 交 易 信 息 为 特 定 交 易 提 供 了 融 资 &8"$$ "

'(?($! 因此"供应链金融是在物流与商流运作以及金融管理的基础上"将供应链网络中的买卖双
方%第三方物流以及金融机构等参与者紧密整合在一起"实现物流与资金相互促进的一种管理行为
和过程! 通过金融与供应链运营的结合"供应链金融可以优化供应链中的资金流动"降低供应链融
资成本"提高供应链中的资金可得性与供应链整体绩效&宋华"'(?)$!
就目前供应链金融的业务模式而言"学者们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A"BC %&7 D%E+ &'(?@$
根据融资的阶段"将融资方式区分为运输前融资%在途物资融资以及运输后融资三种类型(:+;;<C

C; %-> &'(?@$提出了一个更为一般的模型"认为供应链金融的主要形态是资金提供者在供需双方之
间通过垫资%结算等业务实现企业融资成本的降低) 国内方面"陈祥锋和朱道立&'(()$以物流金融
为切入点" 对仓单质押% 反向担保% 替代采购% 授信融资等具体的业务形态予以梳理( 伊志宏等
&'((F$ 从银行角度出发对预付款融资% 库存融资和保兑仓等形态进行了分析( 胡跃飞和黄少卿
&'((9$则回到金融产品的基本要素"认为供应链金融产品要素包括*应收的回款"存货的资金占压
以及预付问题等) 目前这种基于产品要素的分类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形成了以资金提供
者+供应链核心企业以及融资企业组成的三种供应链金融形态*应收账款融资%存货融资%预付款融
资! 此外"除上述三种形态之外"宋华&'(?)$认为供应链金融中还存在基于供应链企业之间的战略
伙伴关系以及长期合作信任的战略关系融资" 这种形式通常发生在具有多年合作关系的战略合作
伙伴之间!
此外"基于实践的不断探索与发展"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大致可以归纳为供应链金融 ?>(%供应链
金融 '>( 以及互联网供应链金融三个阶段&宋华和陈思洁"'(?G$! 供应链金融 ?>( 是典型银行思维
的体现"具体包括物流金融%贸易金融等模式"主要是一种基于核心企业的信用与真实贸易往来"对
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提供综合性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一种自偿性贸易融资方式! 在这一阶段"供应链成
员之间主要是序列依存关系"供应链金融更多关注的是供应链中的物流与商流要素"而为了降低风
险"资金提供者强调的是对静态的,物-的控制) 供应链金融 '>( 阶段资金提供者由金融机构转向供
应链中的参与者"供应链成员之间的关系也相应升级为相互依存的网络关系) 静态的,物-不再是供
应链金融开展的基础"而商流与信息流等动态的,物-成为其运作的前提) 在这个阶段"作为主要风
险承担者的流动性提供方"如何有效地嵌入到供应链网络"为供应链中的企业进行融资的同时能够
有效管理风险"成为中小企业有效获取资金的关键) 随着与互联网的结合"供应链金融发展到互联
网供应链金融阶段) 供应链中的企业形成了基于互联网的复杂互依关系"供应链金融通过搭建基于
虚拟产业集群的产融生态圈"并基于生态圈中的沉淀数据实现了价值链整合管理) 在供应链金融发
展的过程中"就第一阶段而言"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作为金融活动的主体"由于不参与供应链运营"
从而不能真实掌握供应链网络中的中小企业运营以及贸易过程等信息" 因此只能依托供应链网络
中的核心企业) 在这一阶段"供应链金融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由于银行不能有效管理风险"且核心企
业并不一定具有契约精神"从而使得欺诈行为的产生具有可能性"这一点在 '(?@ 年青岛港事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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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得尤为明显!! 因此"从第二阶段开始"供应链金融开始从银行走向产业"基于供应链网络的真
实交易结构与流程逐渐成为其开展的基础!

!" 虚拟产业集群的产生
传统的产业集群最主要的特征是地理上相邻且集群内部的企业之间相互关联#$%&'("!))*$"并
且" 基于地理位置的产业集群一直以来是产业发展的主要形式 #+%,- .,/ 01.,- "2*3!%01.,- .,/

45"67!8$& 这种产业集群具有技术与信息外溢'提供共享中间品和服务'降低采购与销售成本以及
提供专用性劳动力市场等外部规模经济优势(阮建青等"6*!8$%同时能够促进集群内企业的集体行
动(9:1;<&= .,/ >./?< "3)))$以及降低进入壁垒(+%,- .,/ 01.,- "6733$等"从而增加了企业进入市
场的机会& 因此"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种产业集群都是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的一种普
遍 现 象 ( 阮 建 青 等 "6738$& 但 伴 随 着 产 业 集 群 规 模 的 扩 张 " 企 业 空 间 集 聚 加 剧 " ) 拥 挤 成 本 *
(@%,-'A&<%, @%A&A $便会产生& 因此"基于地理位置产业集群的规模经济消失"成本与资源压力上升
(吴文华和张琰飞"677B$& 并且"在过度分工的影响下"集群内部企业的能力会被固化"阻碍其创新
能力的提升& 此外"由于传统产业集群只是相同产业中企业的简单扎堆"较高的同质化程度导致集
群内部企业之间竞争尤为激烈"从而使得产业集群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李俊江和于众"673C$&
因此"在信息与网络技术的推动下"依托各个企业核心竞争力"突破地域限制的专业化分工明
晰以及整体协作的虚拟产业集群逐渐成为产业发展的新形式& 虚拟产业集群(D<(&5.E @E5A&'(A $也称
为)电子商务社区*(FGH5A<,'AA @%;;5,<&<'A $或者)商业网络社区*(IGJ'H @%;;5,<&<'A $"是借助
先进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络" 利用正式与非正式契约使相互关联的企业与组织机构之间产生依存关
系"在虚拟空间中实现合作创新'风险共担与共同发展的一种集聚体(吴文华和张琰飞"677B$& 作为
区域产业集群的网络集聚"虚拟产业集群不仅具有传统基于地理位置的产业集群的种种优势"而且
还在促进资源跨地区'跨行业的整合实现快速资源配置"促进企业创新以及快速形成经济场力等方
面有着其特有优势(吴秋明和李运强"677K$& 因此"当中小企业或者小微企业通过互联网形成虚拟
产业集群后"不仅分享了地理产业集群带来的优势(诸如形成专业化的知识'形成有效的合作'降低
交易成本'形成专业劳动力市场'产生知识外溢等$"而且还能通过互联网形成有效的网络治理"信
息传递的效率更加高效"信用得到增强& 基于此"供应链金融就更容易施展"风险管控也相对清晰&

#" 基于虚拟产业集群的虚拟供应链
在虚拟产业集群中"传统的地理接近被组织接近所取代"而组织接近主要通过供应链与客户关
系管理所实现(陈剑锋和唐振鹏"6776$& 因此"作为产业集群中企业间联系的主要形式"相对于传统
产业集群而言"虚拟产业集群中的供应链管理活动也出现了较大变化& 传统产业集群中供应链管理
活动更多的是围绕采购'分销与物流管理等传统作业管理活动展开& 而在虚拟产业集群中"由于集
群中企业的分散性"就需要一种全新的方式+,
,虚拟电子供应链(D<(&5.E 'G@1.<,"简称 D'@ $将所
有企业整合起来"产生运营协同化& 其中"虚拟电子供应链是通过开发高速通讯的网络技术"让虚拟
产业集群中所有的中小微企业能够低成本"甚至无代价地加入网络平台"与其他参与者协同预测'
开发'生产'同步'配送产品和服务"满足分散动态化的客户需求(L.,&1%5 '& .EM"6**8$& 虚拟电子供
应链网络与以往供应链体系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采用的是整体化的网络结构 (N,&'-(.E 9&(5:&5(' $"
即各个参与者一旦组织进入供应链体系"其结构形态和活动是固定的"各自采用既定的方式开展供
!

青岛港事件是指-青 岛 港 有 色 金 融 骗 贷 案 *"在 该 案 件 中 "青 岛 德 诚 矿 业 有 限 公 司 -一 女 多 嫁 *"将 存 放 在 青
岛港的金属库存从不同仓储公司处出具仓单证明"并利用虚假仓单重复质押骗取银行贷款"折射出仓储业
和担保品管理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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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链运营! 而虚拟电子供应链采用的是模块化的网络结构"!"#$%&' ()'$*)$'+ #$即通过一个个区块
组合成供应链体系$相互之间采用的是分布式协同运营$既能够充分发挥组织化的供应链所具有的
优势"即实现商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结合#$也具有很好的灵活性和弹性$随时适应外部环境
的变化!
基于上述分析$在虚拟产业集群中$基于虚拟供应链网络的供应链管理活动逐渐成为一种综合
性的管理流程活动$即通过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和信息分享$实现产业链中所有参与者之间有效的
协调和互动$这其中综合信息化平台的建设以及互动协调成为了供应链管理活动的核心! 在虚拟供
应链中$企业间所有的交易活动都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完成$从而有助于充分%实时获取产业集群中
中小企业的信息! 此外$通过虚拟供应链搭建的价值生态网络$更有利于中小微企业通过相互之间
的协作和互动$形成柔性化的价值合作体系! 并且$由于通过互联网技术形成了虚拟化的有机组织
体系$增强了中小微企业在网络中的地位与合法性$促进其信用提升! 这些都成为供应链金融顺利
开展的有效基础! 综上$本研究认为$基于虚拟产业集群的虚拟供应链网络为探索供应链金融模式
创新提供了分析视角!

!" 简要小结
基于互联网以及虚拟供应链运作$虚拟产业集群实现了几个方面的重要转变&! 通过互联网与
平台的方式实现业务整合使得产业集群的地理范围大大扩展! 随着全球分工与合作的深化$由于规
模效应的存在使得产品生产链条不同环节之间产生了大量的产业集群$ 但传统的产业集群之间很
难形成协调与配合$ 而在虚拟产业集群中这种配合可以通过基于互联网的虚拟供应链方式得以有
效实现! "虚拟产业集群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协调性有效提升! 在传统的产业集群中$由于不同主体
形式之间竞争力存在显著差异$使其之间的连接性特别是服务协调性和资金协调性较差! 在虚拟产
业集群中的不同参与主体之间的协调性以及资金问题$ 可以通过信息平台的模式以及金融创新得
以解决! # 基于互联网以及虚拟供应链运作$虚拟产业集群中的信息传递与交易效率大为提高$使
得协同专业化程度更高!
虚拟产业集群的这些转变为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开展带来了深刻影响! 一方面$虚拟产业集群打
破了地理限制$使得更多的企业特别是缺乏供应链能力的中小企业被整合进来$正是由于这些中小
企业存在资金需求$使其成为了供应链金融的主要服务对象! 另一方面$以往的供应链金融业务更
多的是由于传统金融机构所开展$而基于虚拟产业集群$供应链金融开始由银行走向产业$产业集
群中的企业逐渐成为开展供应链金融的主体! 这是因为相对于传统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金融主体
提供的供应链金融服务而言$在虚拟产业集群中$供应链中的产业企业所开展的供应链金融活动在
信息获取以及风险控制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具体而言$,%&*-.&/ +) &%0"1234#提出了供应链金融的三维模型$对供应链金融活动从结构%流
程与要素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在管理要素上$传统金融机构的供应链金融往往只是基于核心企业
'良好的资产负债表($从实质上讲$作为资金提供方的传统金融机构并未真正掌握中小微企业的真
实运营情况$从而伴随着较高的违约风险! 而在虚拟产业集群中$通过虚拟供应链运作$产业企业更
能够有效掌握整个供应链运营的商流%物流和信息流等信息$而这种结构性的信息作为信用建立和
评价的基础$可以有效降低资金提供方与融资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 在管理的流程上$传统金
融机构的供应链金融可以被视为一种简单的资金借贷关系$往往是通过一个或几个生硬%机械的金
融产品对不同细分市场或者交易网络中的各个节点与主体进行全面覆盖! 而基于虚拟产业集群产
业企业所提供的供应链金融则是一种定制化的专业金融解决方案$ 产业企业在提供供应链金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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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时的融资量!融资周期和融资利率等是由不同交易主体在虚拟供应链网络中的位置!所拥有的资
源与能力"以及上下游关系等因素决定# !在管理的组织结构方面"两者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传统
银行等金融机构所主导的供应链金融是简单的三方关系"参与主体一般只是包括流动性提供者!作
为担保人的核心企业以及中小企业三方$ 然而"在产业企业所主导的供应链金融中"还涉及虚拟供
应链网络中的其他企业"例如其他服务型企业%第三方与第四方物流企业等"即在虚拟产业集群中
供应链金融是一种网络组织生态$ 这种网络生态作为一种组织场域"使得各参与主体能够在相互依
存与相互制约的基础上各得其所"从而为供应链金融的开展提供了有效的网络治理机制$

三 ! 研究方法与案例企业选择
!" 研究方法选择
作为运用实例证据开展研究的综合性研究方法"案例研究在大量学科中得到普遍运用$ 本研究
采用单案例嵌入式研究法"在选取一个典型样本企业的基础上"通过对多个次级分析单位的深入分
析构建和检验理论架构&$%&"'(()'$ 本文选择案例研究方法的原因在于("探索基于产业价值生态
的供应链金融对产业竞争的影响属于)*+, *类型的问题"案例研究对于此类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
的适用性&$%&"-((.'+# 供应链金融问题"尤其是供应链金融对产业的作用问题尚处于探索阶段"
采用案例研究能帮助提炼理论框架"拓展现有理论$ 此外"尽管有学者认为相对于单案例而言"多案
例研究较为可靠&/%01&23456 3&5 74318&14"'(("'"但是在拓展理论方面独特的个案分析更为有效
&$%&"'((.'$ 尤其是目前基于虚拟产业集群开展供应链金融创新的企业很少"大多数正处于初始发
展过程中" 而本案例研究的企业在该领域已有近十年的创新发展经验" 已经形成了稳定的运营模
式"因此"单案例研究也更能够进行深入聚焦的分析"真实反映错综复杂的现实状况"从而更容易贴
近理论构建的研究目标&9:14 3&5 ;%<=1&0 "!>>?'$

#" 案例企业选取与介绍
本研究选择通讯产业作为行业分析背景"这是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民消费能力不
断提高"智能手机在中国的需求进一步增长"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智能手机销售市场$ 同
时"根据 @9A 发布的报告显示"'(!B 年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达 BC-D" 亿部"'E!F 年将超过 FCF 亿部"
早已成为全球第一的智能手机生产国$ 就中国通讯行业的状况看" 深圳的加工占全国品牌产品的

>EG!整机生产商占全国的 HDG!方案设计商占全国的 "DG!配件商占全国的 >DG$ 作为全国最大的
手机产业聚集地"该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分工明确!专业化!高效的产业链和虚拟产业集群$
结合上述行业背景"基于案例选择的典型性与适用性原则&毛基业和李晓燕"'D!D'"本研究选
取深圳市创捷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捷'作为案例分析对象$ 创捷有限公司成立于 'DD" 年"
前身为创捷科技进出口事业部$ 作为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创捷以信息化技术为核心"提供电
子商务和供应链管理服务$ 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创捷供应链获得了多个标准与认证资质$ 公司在
北京!上海!重庆!香港!福田保税区及前海深港合作区设有分公司及办事机构"并与多家世界及国
内 FDD 强企业长期保持战略合作关系"年业务总额以 HD#的增长率高速增长$ 创捷针对手机行业实
施的供应链金融通过搭建手机行业的产业生态圈"实现了整个手机产业中资金流的优化"提升了供
应链整体绩效与产业竞争力$ 因此"选择创捷进行单案例研究"对于探索基于产业价值生态的供应
链金融在提升产业竞争力方面的作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研究中的数据资料主要包括通过内部资料&网站等'和公开渠道&新闻资讯!高管讲话!论坛
等'获取的二手资料"以及通过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获取的一手资料$ 其中"对创捷的实地调研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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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访谈于 !"#$ 年 % 月进行!访谈对象包括创捷供应链高层管理人员以及供应链金融部门主要负
责人等"

四 ! 案例分析
在通讯产业供应链中存在着大量的中小或小微企业!往往因为信息不对称#资产不足#资源有
限等问题!这些企业的发展遇到了巨大挑战" 特别是如何有效融入到供应链网络!如何通过金融机
构获取融资降低资金约束!如何面对政府等监管机构!如何获得海外订单!以及如何形成产品的深
度分销体系等!这些问题在阻碍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同时!也严重影响了产业供应链整体绩效以及产
业竞争力的提升" 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就需要强化中小微企业在价值生态网络中的地位#资讯和
能力!即借助于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建构虚拟产业集群!使原来分散碎片化的中小或小
微企业集合成虚拟的$#%!大大增强业务的连接度和规模!增强企业在网络中的实力和信用" 创捷公
司运用互联网手段!将通讯行业中分散的碎片聚合成虚拟的$#%!在此基础上通过虚拟供应链搭建
了整个行业的价值生态网络"

!" 通讯产业现有供应链金融模式及其挑战
&#'通讯产业现状" 在通讯产业中!大量传统企业的业务模式高度雷同" 在其运作模式中!作为
生产加工企业需要完成供应链运作中的所有经营活动!即在接到海外客户下达的订单之后!需要自
己进行方案设计!同时从银行获取资金!采购相应的零部件#投资设备进行加工生产!并通过与第三
方物流的合作进行仓储与配送!如果涉及出口业务!则需要企业自己办理通关#商检#税务等各类活
动" 这种传统的运作方式在极大增强产业中企业间竞争程度的同时!也提高了加工企业自身的负担
和管理难度!从而不利于产业效率的提升"
基于通讯产业中传统企业运作模式存在的弊端!应全球通讯客户高品质#高效率服务的要求!
深圳通讯产业供应链形成了相互关联#分工明确的作业活动" 这包括(接单!即根据客户的需要形成
订单!充分理解客户的价值诉求和一些关键技术参数)方案设计和集成设计!该环节主要是通过软
件工程师#电子工程师#结构工程师#布局布线工程师等紧密合作!完成产品定义#制定品质指标#制
定活动纲要#进行风险评估#原理图设计#&' 设计#堆叠等活动)采购集样和样品制作!即根据方案
设计和集成设计的要求!进行小批量零部件采购!生产样品!进行中试和测试!并且根据中试和测试
的结果!重新对方案进行调整!直至符合大规模采购生产以及质量的要求)生产制造!即大规模采
购#生产加工#质量检验等活动)产品生产完成以后!进入物流#商检和交货阶段!此时需要通过整合
第三方物流从事运输#海运#当地运输!以及海关的通关#商检!并最终将产品传递到客户手中)最
后!则是由上述服务提供商向下游企业或客户收款#国际结算!同时办理退税#结汇和售后服务!并
最终完成产业链活动" 围绕不同的产业链分工环节!形成了大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中小企业!诸如
在接单集成和方案设计方面形成并聚集了一批强有力的设计企业!像龙旗#鼎为#禾苗等"
&!'现有供应链金融模式及其挑战" 基于通讯产业传统的企业运作模式!为有效促进企业竞争
力以及产业效率的提升!一些企业也相应地进行了供应链金融模式的探索!主要包括以富士康为代
表的基于核心企业担保的 ()#)* 模式以及以普路通为代表的基于货押的物流金融等" 其中!就基
于核心企业的 ()+)* 模式而言!富士康作为通讯产业中的大型企业!其在银行往往具有较高的商
业信用!基于富士康作为核心企业本身担保的能力或者是票据本身的信用能力!部分供应商或者客
户可以通过拿到富士康开具的商业票据到银行贴现!从而能够获得融资" 这种融资是以核心企业为
基础的一种融资性行为!前提条件是被融资企业与核心企业之间有着频繁的业务往来!但在通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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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供应链网络中并不是任何一个企业都与核心企业有着业务往来$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这种模式
下供应链金融具有内在不稳定性% 由于银行不能有效管理风险% 且核心企业并不一定具有契约精
神%对于银行而言风险管控问题也较难解决#
另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模式是以普路通为代表的基于货押的物流金融模式# 普路通作为一家
整合传统通讯产业供应链并提供方案设计&采购&分销&库存管理等服务的供应链管理公司%在其为
客户进行采购的过程中%在向客户收取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后%为客户垫付全额货款进行采购%而客
户在需要的时候通过补交扣除保证金后的剩余货款获取产品# 尽管这种基于货押的供应链金融模
式开始由银行走向产业%但由于普路通不具有强大的供应链整合与集成能力%只能是做简单的货押
融资%这种融资链条较短%是供应链网络中一种片段化的融资方式# 而且这种模式融资受限于企业
本身所拥有的质押物%如果没有质押物%便没有办法进行融资# 此外%在交付保证金后%如果缺少后
续资金作为质押的货物还是不能快速获得%也会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 创捷的虚拟供应链运作
'&(虚拟产业集群中成员的价值诉求# 如前所述%在通讯产业中%产业分工极大地提高了每项作
业环节和活动的效率%也使得各环节的组织和企业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同环节企业的业
务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存在高度关联&高度依存关系# 并且%正是由于这种业务之间互补性的存在%
使得处于通讯产品产业链中不 同 环 节 的 所 有 企 业 之 间 形 成 了 松 散 耦 合 的 结 构 '宋 华 和 陈 思 洁 %

'(&)(# 因此%创捷将处于这种结构中的所有组织与企业均看作是通讯虚拟产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
分# 但是%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和集群%使得各环节之间实现供应链协调一致的难度增加%这是因为由
于产业链活动的主体较多&企业的规模大小不一&擅长的能力也有所不同# 除此之外%如表 & 所示%
在供应链运作的过程中%不同环节的产业成员企业也有着不同的价值诉求# 因此%如何使各企业的
能力得以充分发挥的同时%满足所有企业的价值诉求%保持供应链体系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成为供应
链管理的重点#
基于波特的产业价值链理论%价值创造的环节可以进行分解# 创捷在对通讯产业中不同企业所
具有的优势以及不同价值诉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运用互联网的手段将从事不同业务的企业或集
群整合到一个更为广泛的虚拟产业集群网络中# 此外%供应链作为一个网络链条%需要将散落在不
同节点的要素进行高效整合%从而形成一个有效率并且能够创造价值的整体# 从价值链的视角看%
通讯产业链上不同环节企业之间相互影响% 一个主体的投入成为另一个主体的产出 '宋华和陈思
洁%'(&)(# 基于此%创捷将自己定位成集成服务提供商%以客户需求为导向%通过整合各个成员的优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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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以实现各自的价值诉求从而做到让客户满意' 具体表现为创捷通过识别不同环节中所涉及的企
业"将予以整合形成虚拟产业集群"并将所有关联企业纳入到一个价值创造网络中"从而实现企业
业务之间的闭环' 在此基础上"实现产业链与供应链效率优化"从而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吴秋明和
李运强""''(%'
$"%虚拟供应链运作' 运用互联网技术"创捷实现了通讯行业价值链中所有企业的有效整合"形
成虚拟产业集群' 创捷作为服务提供商"就需要从商流!物流!信息流以及资金流等方面对虚拟产业
集群中的所有参与者进行有效管理' 这种管理创捷通过构建虚拟供应链网络实现'

)*+,-./ 0, *12$"''3%认为虚拟供应链由四个模块组成"即虚拟供应链整合!虚拟供应链流程模
式!虚拟供应链伙伴关系管理以及虚拟供应链智能' 整合模块在于确立供应链网络的标准与结构"
以保障供应链网络参与者交易行为的同步化' 在传统产业集群分工的基础上"创捷对产业链条各个
环节进行了重新组合" 并通过三个平台将其重新整合& ! 接单主要通过构建香港接单平台予以整
合"因为这些手机行业终端客户一般都是国外企业"而香港拥有便利的国际贸易环境以及较低的资
金成本' "设计!采购与生产通过建立虚拟生产平台进行整合管理' 这个平台强调专业化"能够进入
到这个平台的企业都必须通过创捷的认证' #基于海关与税务方面的优势!"对于物流!结算等通过
建立进出口!物流平台进行管理' 创捷则扮演了供应链管理协调员与项目管理员的角色"专门负责
管理信息平台!运营平台以及金融平台' 在此基础上"创捷通过三个平台对传统产业集群中的业务
结构予以优化$如图 ! 所示%"实现了传统业务结构的模块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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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供应链流程模式是根据确立的复杂电子商务模式与相应规则明确供应链网络中各个不同
的角色!核心业务流程!应当采取的行动"以及能够在虚拟环境中对合作者关系进行管理的有效渠
道# 在通讯产业中"虚拟产业集群中存在着多种参与主体"针对垂直分工但是又分散的产业状态"创
捷在通过三个平台将通讯产业所有企业按照业务模块进行管理之后" 利用互联网平台建构了一个
!

创捷是中国海关总署认定的(海关 $$ 企业)"同时具有(客户协调员制度企业)的身份"具有绿色通道特权"
能够快速通关*在税务方面"创捷是国家税务局认定的(便利直通车服务对象企业)+(十佳纳税大户)之一"
还是国家税收优惠新政的试点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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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的轻生产体系$从而将众多中小企业聚合到虚拟生产网络中$形成有机化的产业组织生产
流程#
虚拟供应链网络伙伴关系管理模块$是在虚拟商业环境中$对分散的供应链参与者进行合作性
管理$并监督其行为的模块# 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借助于互联网技术及时%有效地获取分散的各
参与者的信息数据$并且进行清洗!分类!整合$建立起集中化的数据仓库$对数据进行挖掘$提出相
应的建议和意见反馈给网络成员$从而有效地推动虚拟电子供应链网络关系的维系和发展& 因此$
与伙伴关系管理模块相关联的是虚拟电子供应链管理智能模块$ 该模块主要是面向所有供应链参
与者使其能全面了解他们的业务$并且更好地理解供应链渠道和流程$辅助与改进决策和供应链运
营& 也就是说智能模块能帮助参与者及时追踪供应链渠道中发生的事件和流程$提取和展示与业务
决策相关的信息$特别是运用良好的知识管理能力'包括分析软件%数据挖掘软件%互联网技术%优
化和自动化系统以及管理系统($将各种供应链伙伴和运营的数据转化为自身的知识$提升企业在
供应链网络中的竞争力#
基于上述分析$创捷的信息化平台促进了虚拟供应链网络伙伴关系管理$保障了虚拟供应链网
络中伙伴关系的稳定性# 同时$供应链商业模式的核心基础是信息系统的完善$特别是跨企业之间
的信息系统$只有建立了这种集成化的供应链系统$虚拟生产%电子商务才能真正有效开展# 创捷正
是基于这种理解$采用了国际著名的 &5+ 公司的 (,, 678%&*-%+9%9$- &9%.-&%)-&$并与全球
四大咨询公司之一的凯捷咨询结为信息化战略合作伙伴$双方联合设计开发$共同打造创捷供应链

(/&,- 信息管理系统'如图 : 所示(# 创捷供应链 (/&,- 平台$结合完善的供应链管理流程$形成
便捷高效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商务流整合型一体化运作模式$为企业提供专业的电子商务供应
链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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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捷供应链 "#$%& 系统业务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五 ! 嵌入产业的供应链金融创新
'( 创捷的产业互联网平台
基于虚拟供应链运作$创捷通过产业互联网的共享平台搭建了通讯产业的生态模式# 在创捷的
共享平台中$首先是通讯产业中存在的大量创客$他们往往具有全球接单能力$以强大的研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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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其核心竞争力#但同时缺乏专业的供应链管理能力$需要建立一个适合自身需求的具备敏捷性
%!"#$#%& &'适应性(!'()%(*#$#%& &'协作性(+$#",-.,% &的供应链管理体系) 因此$创客与创捷签订框架
协议$提供生产计划物料清单(/01 &表" 基于此$创捷通过产业互联网将众多的国外零部件原材料
供应商'国内零部件供应商和加工厂等相关企业与组织整合起来$形成虚拟产业集群" 然后$创捷根
据 201 表从国内外供应商采购原材料$并在创捷 314 仓库进行集货与分拣$产品所需原材料齐套
后运送到加工厂$客户在生产过程中进行质量监控$待生产组装完成后由创捷负责将成品出口并交
货给创客的海外客户" 通过搭建轻生产平台$虚拟产业集群中各企业之间的交易流程与交易结构更
加清晰$利用平台进行资源汇集与互补$使得平台参与者之间利益彼此相连$并且每个参与者所创
造的价值在平台之中可以实现共享" 创捷基于产业互联网的平台具有强大的供应链整合与集成能
力$在链式专业化上整合了多环节与多流程$包括从接单'采购'设计'制造$一直到交付结算等全流
程的整合$从而在横向一体化的基础之上实现了分布式协同" 具体而言$创捷的产业互联网平台运
作流程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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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创捷公司内部资料"

"# 供应链金融创新
如前所述$通过虚拟供应链$创捷在通讯领域虚拟产业集群中有效组织生产$并在充分发挥企
业自身优势的同时$实现了供应链协调一致$搭建了产业互联网平台" 由于创捷具有强大的供应链
管理能力$其产业互联网平台中的创客都能够基于真实有效的订单$通过创捷进行组织生产$从而
可以保证在自身缺少现金流的情况下也能够实现业务的正常开展" 在创捷通过虚拟供应链所整合
的虚拟产业集群中$存在众多从事手机产业的中小企业" 这些企业有着良好的技术$稳定的订单$并
且极具想法与抱负$但是由于规模小$发展不完善等使其在良好信用'优质资产以及充足资金等方
面表现欠佳$进而使其在发展中面临严重的资金约束" 因此$快速回款成为虚拟产业集群中众多中
小微企业的主要价值诉求" 基于此$创捷通过虚拟轻生产平台$依托虚拟供应链网络中形成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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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和信息流%通过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实施了互联网供应链金融业务!$
基于虚拟供应链网络中参与主体的竞争力差异%创捷设计了不同的供应链金融服务方案$ 创捷
的金融服务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通过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获取资金提供的代垫代付服务%二是
通过其供应链金融平台直接开展的应收账款保理以及融资租赁等业务$
!!"通过虚拟供应链整合虚拟产业集群成员为平台创客组织生产%鉴于快速回款是虚拟产业集
群中大多数中小企业的主要价值诉求%创捷基于虚拟供应链运作提供了代垫代付服务$ 基本业务流
程如图 ( 所示%首先%基于强大的供应链管理能力以及较好的商业信用%创捷能够较为容易地从银
行等金融机构获得授信&在平台创客与创捷轻生产平台签订合作协议后%对于创客企业所指定的国
内外原材料供应商'加工厂以及第三方物流等企业%创捷会通过其供应链金融平台代垫货款进行采
购'组装以及配送等&在完成产品生产并交付后%创客企业与创捷进行结算%最终创捷与银行结息%
银行获得利息收入$ 这个过程有效地解决了组装厂' 第三方物流以及原材料供应商等资金短缺问
题%创捷通过提供代垫代付服务提升了交易效率%保证了虚拟生产的有效开展$ 同时%创捷一方面提
供了全程的物流服务和产品管理%融入创客企业的产品虚拟生产的供应链运营中&另一方面%获取
了代理的服务费和资金融通费%扩展了经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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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 所示%创捷还针对其产业互联网平台中 *%,, 多家国内原材料或零部件供应商以及

", 余家加工组装厂家提供了应收账款保理服务$ 在虚拟供应链网络运作的过程中%创捷的轻生产
平台与原材料以及零部件供应商'组装厂等签订协议%从而形成应收账款&而之后供应商与组装厂
可以将应收账款转让给创捷互联网供应链金融平台中的保理公司%在此基础上%创捷的保理公司可
以提前为零部件供应商以及组装厂进行出账% 最后由创捷的供应链金融平台上的保理公司与轻生
产平台之间进行结算$ 通过应收账款保理%使供应商与组装厂能够提前获得资金%从而在很大程度
!

从理论上 讲 %金 融 服 务 只 能 由 银 行 等 金 融 机 构 提 供 %创 捷 是 不 能 开 展 的 %但 是 其 可 以 通 过 与 银 行 或 者 金 融
机构等合作来提供!将其金融服务嫁接在供应链中"$此外%创捷除具有轻生产平台'供应链服务平台以及香
港运营平台之外%还有其专门从事供应链金融服务的供应链金融平台%在其供应链金融平台之下创 捷 有 自
己的保理公司'融资租赁公司等$ 因此%创捷的供应链金融平台具有保理'融资租赁以及小贷支付等金融牌
照%具备提供融资等金融服务的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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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缓解了回款问题% 在传统金融机构的保理业务中#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后#应收账款真实性无
人知晓#但在创捷所提供的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中#由于原材料供应链与组装厂等都位于创捷的虚拟
供应链网络中#从而保证了应收账款的真实性以及可靠性%
!$"在创捷的产业互联网平台中#由于购置设备的资产专用性较高#许多中小组装厂都是通过
设备租赁进行生产% 但生产设备往往涉及较大金额#组装厂没有足够资金支持一次性支付% 基于此#
创捷针对加工组装厂家提供加工设备的融资租赁服务!如图 ( 所示"% 首先#由创捷的轻生产管理平
台与组装厂家签订融资租赁协议&其次#创捷的轻生产管理平台直接向设备提供商下单采购并且由
供应链金融平台中的融资租赁公司支付租赁货款# 而设备提供商在提供设备之后负责相关服务支
持&最后#组装厂以运营收入向创捷融资租赁公司支付租金% 创建的融资租赁服务降低了组装厂的
财务压力#使其能够提前使用租赁设备开展生产#从而保证了虚拟供应链的有效运转%
$% 通知转让

创捷供应链金融平台

收

账

应

轻生产管理平台

部

'% 出

'% 支付货款

!融资租赁公司"
认

内

让

供应链金融平台

确
&%

(%
结

#" 达成购买协议#

算

!" 转

创捷

(% 支付租金

账

款

!保理公司"

!% 采购订单

#% 融资租赁

形成应收账款
原材料供应商
组装厂

协议
创捷轻生产平台

&% 提供相关服务

$% 通知转让
组装厂

设备供应商

$% 交付设备

&% 确认

图!

应收账款保理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融资租赁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除针对虚拟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缓解其资金约束外# 对于产业互联网
平台中的大型企业#创捷也提供了相应的资金优化方案% 其中#对于国外关键强势零部件供应商#为
保证供货的及时性#在采取预付款的形式保证供货的稳定性的同时#创捷还对其提供付汇交易#以
及正常贸易和物流流程基础上产生的套利套汇交易服务 !&针对国外客户提供出口信保融资&同时#
创捷在为大量中小企业提供供应链关务'税务服务的过程中#形成了退税融资池% 在银行方面#创捷
也开展了福费廷业务#并就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形成出口信保融资等% 因此#通过创捷的产业互联
网平台#在解决了所有中小企业参与者的资金约束问题的同时#创捷也获得了相应的报酬#从而创
造了多赢的局面%

#$ 供应链金融的实施保障
供应链金融在开展的过程中#对于提供融资的企业而言#最关键的便是风险控制问题% 但相对
于以往金融机构所提供的供应链金融等融资方式#在基于虚拟产业集群的供应链金融中#由于资金
提供方有效地嵌入虚拟供应链网络#与供应链经营企业相结合#是基于业务网络与业务结构实现有
效的供应链资金运行!宋华#!)#'"#因此#基于虚拟产业集群的供应链金融在风险控制方面有着独
特优势%
!#"虚拟产业集群为供应链金融的开展提供了可行性#使得风险管控也相对清晰% 创捷通过互

!

套利套汇英文为 *+,-.+/01 #是一种基于真实交易背景产生的金融行为#不同于虚假贸易和物流基础上的 套
利套汇#即 2/++3 4+/51 %

#6&

!"!" 年第 # 期

联网技术突破了地理空间的局限! 将通讯虚拟产业集群中的所有参与者通过业务闭环的形式予以
连接!使得网络外部性更加明显!从而使企业能够更好地寻求利益与发展" 此外!虚拟产业集群可以
促进产业中资源的流动!有助于实现产业链条不同环节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
时保障了企业之间交易的稳定性#孙耀吾和曾德明!$%%&$% 并且!所有虚拟产业集群的参与者都知
晓并遵守集群的规则和标准!共同维护网络生态" 正是因为如此!相对于传统产业集群中企业之间
的合作而言!在创捷所打造的通讯虚拟产业集群中!企业之间的依存性使其合作更为紧密!交易结
构稳定性更强!基于互联网的网络治理与信息传递更加高效!从而使中小企业的信用得到增强"
&$$作为产业互联网平台运作的起点!创捷基于平台创客的真实订单!在其缺乏资金以及供应
链管理能力的条件下!为其解决组织生产问题% 虚拟产业集群中存在大量的创客企业!尽管并没有
直接为创客企业开展融资业务! 但创捷在为其组织生产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代垫代付以及供应
链融资业务% 因此!为了有效降低风险并不是所有的创客企业都能够进入到创捷的产业互联网平台
中% 平台创客必须满足相应的进入资质与要求!一是技术能力较强!二是订单必须真实存在%
&'$基于虚拟产业集群的供应链金融的核心和前提是供应链运营!创捷通过虚拟供应链实现供
应链活动和环节的闭合!也就是说供应链的整个活动是有机相连'合理组织'有序运行的!并且从最
初的价值挖掘到最终的价值传递和价值实现形成完整循环! 从而避免金融风险的产生" 在创捷的

()*+, 平台上!创捷与各类型供应链合作伙伴可以实现更快捷的交流'更短的流动时间'更低廉的
交易成本'更高效的规划和协调" 这也为创捷实现闭环控制提供了关键基础!加强了创捷的闭环控
制能力"
&-$创捷基于不同主体的结构化基础上的债项结构风险控制!即业务性质不一样!业务主体的
竞争力则不同!其相应的风险控制策略也存在差异!并且针对不同风险主体提供不同的融资量'融
资利率以及融资周期!从而实现了结构化风险管理" 同时!创捷基于虚拟产业集群的供应链金融以
交易结构为基础!针对债务项目进行结构化安排!通过各种产品或产品组合设计有效获取物流'资
金流'信息以缓释主体信用风险!并通过资金'物流的封闭来控制风险"
&&$创捷在开展基于虚拟产业集群的供应链金融业务的过程中!通过虚拟供应链能够掌握真实
的企业毛利等信息情况和供应链流程! 并且以供应链运营收益以及所产生的确定未来现金流作为
融资企业的直接还款来源" 即通过分析中小企业债项的自我清偿特征以及其组织交易的能力!以交
易项下的资金周转和回收作为还款保障!保证了融资的自偿特征!从而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了风险有
效管理"
&.$通过 ()*+, 平台收集各类供应链合作伙伴的交易数据!并且对规模庞大的数据进行分析!
创捷通过逐步实现业务流程整合与信息系统整合获取强的信息处理能力" 在此基础上实现的交易
信息化可以使创捷更好地实施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策略&即(辨别好的交易结构'控制交易闭环$!进
而切实控制贷前'贷后的信用风险% 同时!创捷可以降低风险管理过程中的协调成本&即(评估成本'
实施成本$% 因此!在强大信息处理能力的支持之下!创捷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向项目管理员提供低风
险的供应链融资服务!在提供产业互联网平台上中小企业融资可得性的同时!也获取了持续的竞
争优势%

!" 供应链金融绩效
在通讯行业中!以往的供应链金融模式存在一定的弊端!并不能从整个供应链网络的视角对各
个环节中中小企业的资金流进行优化% 而创捷在对虚拟产业集群予以整合的基础上实现横向一体
化运作!在其搭建的产业互联网平台中基于虚拟供应链运作为各类中小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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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产业竞争力的有效提升'具体表现在#
!#"直接为通讯产业中的中小企业提供资金融通'解决其资金难题'促进产业中企业成长$ 在创
捷产业平台中的中小企业大多数为没有资产抵押%没有信用积累%没有成熟供应链的(三无)企业'
而这类企业往往很难成为金融机构的服务对象$ 不同于富士康以商业票据为基础的供应商融资'也
不同于普路通以货物质押为基础的货物融资' 创捷的供应链金融可以涵盖整个产业互联网平台中
的所有企业'并能够有效规避风险$ 创捷为其产业平台中的中小企业授信额度从 !+#! 年的 $)(,(
万元逐年递增到 !+#% 年的 !!!$#, 万元'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小企业的成长$
!!"创捷产融平台作为企业孵化器'在其作用下使得企业的管理人员减少'提升了企业运营效
率与产业竞争力$ 一方面'在创捷基于虚拟产业集群的供应链金融扶持下'如表 ! 所示'!+#!* !+#%
年中创捷产业互联网平台孵化的创客企业数量逐年增加'& 年中共孵化创客企业 !%% 家'且其中完
成创业板上市企业一家'完成 /-0 轮融资企业达到 & 家'实现总产值将近 !++ 亿元$ 另一方面'创捷
平台的本质不同于传统意义的 012 流程外包'其核心是采用分布式协同的产业互联网技术'实现
供应商共享%产能共享%物流优化集约%财税金融专业化'让众多中小型商家归核到自身核心能力'
将非核心的环节嵌入到共享平台上$ 因此'由于具有强大的供应链整合与协同能力'创捷基于供应
链结构构建和数据分析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对供应链上成员的资金融通'促进供应链的优化'产生
反馈效应'从而使得供应链网络中的人员利用会更加高效$ 以其平台上的三家创客企业为例!如表

( 所示"'其生产制造均是外包'通过利用创捷基于虚拟供应链的产融平台'三家企业的管理人员数
量可以节省 )"3 * &+3 '在相同产值的情况下'企业人均产值与运营效率得到显著提升'从而促进
通讯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表!

!"#!!!"$% 年创捷供应链产融平台孵化创业企业情况
年份

孵化客户!创客"数量

产值!元"

!"#! 年

$

%&$!"''%(

!"'( 年

'!

!'$"()!)()

!"') 年

))

)"*+$&*,$%

!"'& 年

,$

),'!$))"*(

!"'% 年

''%

$)')%"$,("

总计

!%%

'*')&%&&(*%

资料来源#根据创捷公司内部数据整理$

表&
企业

创捷基于虚拟供应链的产融平台效率"以三家企业为例

产量!万台"

不用创捷平台所需管理人员

利用创捷平台后管理人员

数量!人"- 人均产值!美元"

实际数量!人"-人均产值!美元"

销售额!万美元"

禾苗

,)$

#%%(,

(&+-)$.&

!++-,(.#*

鼎为

!$(

#$(%)

(++-&$.,,

#&+-##&.$%

($

!(+$

&&-)#.*

!&-*!.!,

欧特达

注#表中管理人员主要指采购%生产计划%物流管理%财税金融%人力行政%信息系统管理等六大部门人员&表中数据为三家企
业 !+#& 年度的实际数据&不用创捷平台所需管理人员数量是所在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大致测算$
资料来源#根据创捷公司内部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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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 创捷的供应链金融的开展着眼于全链条$ 围绕通讯产业链所有成员的需求开展融资活
动$并针对链条中资金薄弱环节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以优化供应链的均衡运转% 基于供应链金融
业务的开展$创捷与平台上的参与者都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建构了基于实体产业和集群优势的虚拟
产业价值生态系统&如图 " 所示'% 一方面创捷供应链通过与接单集成(方案设计等企业合作$发挥
了项目管理员的作用$即实现了订单和产品品质定义$帮助客户实现了产品价值创造)另一方面通
过与供应商(加工厂(物流企业等合作$关注物流(资金(产品价值的传递$降低了产业交易成本$所
有这些又支撑了互联网供应链金融的业务% 这一虚拟产业集群模式实现的结果是各个参与者各就
其位(各得其利(协同发展% 因此$创捷通过搭建基于产业价值生态的供应链金融$通过协同价值创
造实现了产业竞争力提升%
此外$尽管基于产业互联网平台$创捷通过嵌入产业的供应链金融打造了产融生态圈$并取得
了良好的绩效表现$提升了产业竞争力% 但在对创捷高层进行深度访谈时发现$产业互联网平台运
作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对供应链金融绩效的有效实现提出了挑战% 例如$平台中某一企业一
旦产生问题便会给其他企业带来负外部性$供应商(工厂以及项目管理员之间进行串通勾结套取创
捷资金进行虚假项目运作$以及如何对轻生产平台上结构要素进行管控尤其是对工厂的管控等% 创
捷产业互联网平台作为一种轻生产平台$其核心特征是对平台上的资源或者资产并不具有所有权$
而仅拥有使用权% 虽然使用权可以使创捷在平台中具有一定的反控力$但为了避免上述类似问题的
发生$ 本文认为作为供应链金融有效开展的基础$ 强化对创捷产业互联网平台的治理尤为关键!
! 通过基于产业互联网平台运作流程的结构治理规避机会主义行为% 创捷的轻生产共享制造平台$

利用虚拟供应链能够把更多的物质(工厂等资源进行协同$通过建立有效的正式制度安排$产业互
联网平台中的资产专用性(机会主义以及协调问题就能得到充分的解决&$%&' (&) *(&' $+,-.'% 例

图!

创捷供应链虚拟产业集群生态圈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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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创捷通过坚持使用信用证',-, 定金等交易方式!可以有效甄别业务真实性!从而能够降低机会
主义行为的产生% !运用关系治理降低负面外溢性% 在创捷的产业互联网平台中!创捷应扮演好协
调员角色!综合运用信任'声誉'联合制裁以及合作文化等关系治理机制!消除不利于共享平台健康
运转的小团体'小圈子!促进战略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基础上实现外部性内部化!
从而能够有效降低负面外溢性的影响% "通过信息治理降低产业互联网平台中的信息不对称!规避
道德风险的产生% 创捷既要建构自身的信息化系统!更需要通过内部信息化系统以及集成供应链系
统!实现价值链全过程的信息收集'过滤'分析'管理'生成和传递!从而保证所有参与主体在交往过
程中产生高质量且真实的业务'流程'数据和行为!降低产业互联网平台运行中的信息不对称!最终在
实现价值创造的同时促进供应链金融绩效提升%

六 ! 研究总结
"# 研究结论
通讯产业中的参与者大多为中小企业!由于自身存在资源短缺'供应链管理能力有限等弊端!
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很难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取资金% 与以往通讯产业中企业重资产的纵向一
体化模式不同!创捷供应链有限公司通过虚拟供应链实现了轻资产的横向一体化运作!并通过对通
讯行业虚拟产业集群的有效整合! 在此基础上实施互联网供应链金融! 构建了通讯产业价值生态
圈!这在实现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的同时!缓解了通讯产业中的中小微企业的资金约束!降低了供
应链财务成本!使得整个通讯产业中的资金流得以优化% 基于此!虚拟产业集群中的企业通过协同
价值创造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供应链的整体绩效!从而有效提升了产业竞争力% 通过案例分析与研
究得到创捷基于虚拟产业集群的供应链金融创新路径!如图 . 所示%

虚拟供应链网络
供应链金融创新
虚拟产业集群
业务结构模块化

代垫代付

各成员池依存
应收账款保理
交易结构流程化
产业互联网平台
形成业务闭环

资金流优化
融资租赁

产融生态圈
#产业竞争力&

交易关系稳态化
((

信息化平台'云计算'物联网等

图!

风险控制

基于虚拟产业集群的供应链金融创新路径的理论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基于此!本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在虚拟产业集群中!通过虚拟供应链网络打造产业互联网平台是供应链金融有效开展的基
础与前提% 虚拟产业集群中企业间存在池依存! 并且所有企业业务之间通过网络连接构成闭环状
态!共同形成价值创造网络% 池依存是网络中的参与者都能为既定的目标做出相应的积极贡献的一
种状态#"#$ #% &'(!!)*+&!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趋向于松耦合% 在虚拟产业集群中!不同类型参与者
之间的界限模糊化!大家共同为价值创造而努力% 本文认为!通过虚拟供应链可以实现对虚拟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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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的有效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搭建产业互联网平台!降低资金提供者与虚拟产业集群中中小企业
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促进供应链金融的有效开展" 在产业互联网平台中!每个业务模块中都包
含众多参与主体!既包括了供应链运营中的客户企业!也包括供应链金融中的组织者" 而这些参与
者的准入资质建立在对其运营情况#所拥有的资源与能力#以及在供应链合作关系中是否能够履行
相应的义务等分析基础之上!只有那些具有竞争力的中小企业才能进入到产业互联网平台" 这既有
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供应链金融潜在的主体风险的发生" 此外!在产业互
联网平台中基于虚拟供应链建立的交易流程与结构!以及稳定的交易关系等!可以方便资金提供者
对中小企业的真实业务往来以及运营情况进行分析! 进而对其竞争能力与盈利情况予以判断" 同
时!还有助于资金提供者对中小企业的资产构成及其流动性进行掌握!并能够结合其流动性弱的资
产分析资金融通的可行性等! 这些都有助于降低供应链金融运作过程中因供应链组建和运行不当
所产生的内生风险"
$$%利用供应链金融打造产融生态圈!实现产业发展与金融创新的循环迭代!提升产业竞争力"
在虚拟产业集群中!对于发展饱受资金约束的中小企业而言!一些&成本洼地'成为制约供应链发展
的瓶颈!影响到供应链的稳定性与财务成本$宋华!$%!&%!从而严重阻碍了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供应
链金融作为供应链与金融两个领域交叉产生的创新! 基于整合虚拟产业集群的虚拟供应链管理活
动!以企业间真实的贸易往来为切入点!识别流动性弱的资产未来的收益性及其变现能力" 因此!虚
拟产业集群中不具竞争优势的中小企业能够基于交易信息以及交易信用获得融资 $'()*+,-. /0

(,1!$%!2%!从而促进了虚拟产业集群中各个产业的发展" 此外!3(456 ()* 7-89. $:%;;%认为价值生
态网是一种松散耦合的时空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不同的社会性和经济性行动主体以制度#技术和共
同语言等为媒介!结合各自所拥有的价值主张!为实现共同生产#产品与服务传递和价值创造等目
的而进行自发感知和响应互动" 因此!通过供应链金融可以搭建产业价值生态网络" 在包括管理部
门#供应链参与者#金融服务的直接提供者以及各类相关的经济组织等共同构成的产融生态圈中!
参与主体各司其职#互依共存!在保证产业不断发展的同时!又能够强化产业中企业间的合作关系!
从而进一步为供应链金融的实施提供了保障"
$<%运用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打造信息化平台!为虚拟产业集群#虚拟供应链#以及供应
链金融等运作提供信息支持与保障" 基于互联网技术!对虚拟产业集群中的企业资源进行有效整合
与组织配置!促进企业之间的资源共享与价值共创" 在虚拟供应链网络中!核心$平台%企业通过标
准化的信息系统接入界面!可以实现对虚拟供应链网络中信息流#资金流#商流以及物流的控制!从
而达到对虚拟产业集群中的企业进行有效整合的目的" 并且!基于信息化平台!核心企业可以掌握
虚拟供应链中所有的运作信息!能够对供应链运营中的痛点进行深入发掘$宋华和陈思洁!$%;2%!
从而衍生出更多配套服务" 在供应链金融方面!通过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技术可以清晰刻画供应链网
络的状况!使核心企业能够对交易结构与交易关系等信息深入了解!由此可以有效控制供应链金融
业务开展中的潜在风险"

!" 研究贡献与启示
案例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从案例数据中得出结论! 以弥补现有理论的缺口 $毛基业和李晓燕!

$%;%%" =6,>-?00 ()* @(A(0(BC./,()$:%%"%认为就实证理论的贡献而言!可以从是否建立了新的理论
与是否检验了现有理论两个方面予以考察" 基于此!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与启示主要有两个方面(
$;%基于虚拟产业集群识别出多种供应链金融创新业务形态" 以往的文献中供应链金融更多是
从银行视角出发! 对抓住核心企业为上下游客户提供保理# 反向保理等融资解决方案予以探索

;DE

宋华#卢强$基于虚拟产业集群的供应链金融模式创新$创捷公司案例分析

!!"##$#%& '() *"++'(% ",-./#胡跃飞和黄少卿",--0$% 然而"在虚拟产业集群中"并不存在具有绝对
优势的核心企业% 运用互联网技术"基于虚拟供应链网络中的真实交易信息与交易结构"平台企业
可以为产业集群中不同的企业开展更为灵活的供应链金融服务" 从而帮助更多的中小企业克服资
金约束% 并且"在虚拟供应链网络中"由于收入能够自偿&业务实现闭合&信息标准化程度较高等特
征的存在"使得供应链金融业务在开展的过程中风险程度相对较低%
!,'构建了虚拟产业集群中供应链金融创新路径的理论框架与模型"拓展完善了现有供应链金
融理论% 这一路径不仅包含了虚拟产业集群&虚拟供应链网络以及供应链金融之间的逻辑关系"还
反映出供应链金融对产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意义" 并且强调了互联网信息技术在这一过程中的重
要作用% 随着经济的发展"虚拟产业集群逐渐成为产业与企业发展的主要形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
研究对供应链金融的理解从银行走向产业"并重点关注虚拟产业集群中供应链金融创新的实践% 该
理论框架的指导意义在于( ! 企业应该转变思维" 在供应链金融运作的过程中" 必须摆脱对静态
)物*的控制"实现向商流与信息流等动态的)物*或信息的转变# " 在虚拟产业集群中"对于平台企
业而言"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运用虚拟供应链技术实现对虚拟产业集群的有效整合% 并基于
虚拟供应链网络中的业务结构&交易流程与交易关系等虚拟供应链运作中积淀的历史数据"有效开
展供应链金融业务"降低潜在风险## 中小企业应强化技术等核心能力"努力进入虚拟产业集群网
络"寻求通过供应链金融的方式摆脱资金束缚"促进自身发展%

!" 研究局限
尽管本研究以创捷为例"分析了基于虚拟产业集群的供应链金融创新路径"在丰富现有理论的
同时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但本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本研究针对通讯行业选
取的案例样本"尽管案例企业选择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但是单案例研究结论本身普适性欠缺"因
此"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考虑针对行业背景"进行多案例对比研究"提高研究结论的适用性% 此外"
本研究只是揭示了基于虚拟产业集群的供应链金融对产业竞争力具有促进作用" 但对背后的理论
机制并未进行深入分析"这也是后续研究需要深化的地方%
!参考文献"
+. ,陈剑锋"唐振鹏 1 国外产业集群研究综述 2341 外国经济与管理" ,--, ",5 -6 '(,,7,81
+, ,陈祥锋"朱道立 1 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创新..
.金融物流 2341 物流技术" ,--9 "-: '(57/1
+: ,胡跃飞"黄少卿 1 供应链金融(背景&创新与概念界定 ;341 财经问题研究" ,--0 "-6 '(8/76,1
+5 ,李俊江"于众 1 产业集群视角下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优势及对策 ;341 当代财经" ,-.9 "-5 '(/-7/91
+9 ,罗正英 1 中小企业集群信贷融资(优势&条件与对策 ;341 财贸经济" ,-.- "-, '(:.7:/1
+/ ,毛 基 业 "李 晓 燕 1 理 论 在 案 例 研 究 中 的 作 用 .中
.. 国 企 业 管 理 案 例 论 坛 -,--0 '综 述 与 范 文 分 析 ;341 管 理 世 界 "

,-.- "-, '(.-/7..:1
+8 ,阮建青"石琦"张晓波 1 产业集群动态演化规律与地方政府政策 ;341 管理世界" ,-.5 "-., '(8070.1
+6 ,宋华"陈思洁1 供应链金融的演进与互联网供应链金融(一个理论框架;341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9'(097.-51
+0 ,宋华 1 供应链金融 ;<41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1
+.- ,孙耀吾"曾德明 1 基于技术标准合作的企业虚拟集群(内涵&特征与性质 ;341 中国软科学" ,--9 "-0 '(067.-91
+.. ,吴秋明"李运强 1 虚拟产业集群的管理创新 ;341 经济管理" ,--6 "-: '(..7.91
+., ,吴文华"张琰飞 1 企业集群的演进..
.从地理集群到虚拟集群 ;341 科技管理研究" ,--/ "-9 '(5879.1
+.: ,谢世清"何彬 1 国际供应链金融三种典型模式分析 ;341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 "-5 '(6-76/1
+.5 ,伊志宏"宋华"于亢亢 1 商业银行金融供应链创新与风险控制研究 ;341 经济与管理研究" ,--6 "-8 '(:7.-1
+.9 ,=>" ?1" @1 @1 ABC'(D" E1 =1 FC+GHB" '() I1 ?1 ?J'(1 K(G+"L+"(">+C'M @C('(HC(D C( N"J F>&C("&& O"(G>+"&( =

I"ML7P""#C(D F"B'QC%+ R"+&L"HGCQ"2341 S(G"+('GC%('M K(G+"L+"(">+&BCL '() <'('D"T"(G 3%>+('M" ,-.5".,-.'(.7.91

.0-

!"!" 年第 # 期
!!$ "%&'()*'+ # ,- .- # /- 0- 12&&'+3 # '+3 4- 5678(288- 9282:2&' $7 ;&2<'& =>+'+(>'& ?@AA&B /C'>+ ?8:'86DB EFG-

?@AA&B /C'>+ 9'+'D6*6+8 # HI!J #!K %L &'!JLMNO"P
!!" "/C'+D # /Q # ;- R>'2 # S- T@ # '+3 U- V>Q ,+W2:*'8>2+ W:2* X6&'8>2+7C>A R6+3>+D ' YZ>36+(6 W:2* R2'+ .6W'@&87

>+ /C>+'EFGQ F2@:+'& 2W 92+6B # /:63>8 '+3 %'+)>+D # LI[\ #\$ %$ &'!LL]M!L]"Q
!!K "/2&^@>88 # FQ _Q # '+3 /Q 0Q U'A'8' `0C6&'+Q 4:6+37 >+ 4C62:B %@>&3>+D '+3 4C62:B 4678>+D ' _ =>Z6 M.6('36

?8@3B 2W 8C6 _('36*B 2W 9'+'D6*6+8 F2@:+'&EFGQ _('36*B 2W 9'+'D6*6+8 F2@:+'& # LII" #]I %$ &'!LK!M!JIJQ
!!a ".B6: # 5Q ;Q # '+3 _Q RQ 5>&)6+7Q %6886: ?82:>67 # V28 %6886: /2+78:@(87 # 82 ;6+6:'86 %6886: 4C62:B ' _

X6b2>+36: 82 Y>76+C':38EFGQ _('36*B 2W 9'+'D6*6+8 # !aa! #!$ %J &'$!JM$!aQ
!LI "Y>76+C':38 # cQ 9Q # '+3 9Q YQ ;:'6<+6:Q 4C62:B %@>&3>+D W:2* /'767 ' dAA2:8@+>8>67 '+3 /C'&&6+D67 EFGQ

_('36*B 2W 9'+'D6*6+8 F2@:+'& # LII" #]I %! &'L]MJLQ
!L! ";6&72*>+2# RQ 9Q# XQ 9'+D>':'(>+'# _Q 06:6D2# '+3 _Q 4@*>+2Q ?@AA&B /C'>+ =>+'+(6' _ R>86:'8@:6 X6Z>6eEFGQ

,+86:+'8>2+'& F2@:+'& 2W 0CB7>('& .>78:><@8>2+ f R2D>78>(7 9'+'D6*6+8 # LI!$ #\$ %\ &'J\K`J$$P
!LL ";2<<> # ;P # '+3 YP ?6886P .2 =>:*7 %6+6W>8 W:2* /2+(6+8:'8>+D 4C6>: %2::2e>+Dg YZ>36+(6 W:2* 8C6 ;:6'8

X6(677>2+EFGP X6Z>6e 2W =>+'+(6 # LI!\ #!K %L &']L"`]$IP
!LJ ";2**# 9P RP ?@AA&B /C'>+ =>+'+(6' _AA&B>+D =>+'+(6 4C62:B 82 ?@AA&B /C'>+ 9'+'D6*6+8 82 Y+C'+(6

=>+'+(6 >+ ?@AA&B /C'>+7EFGP ,+86:+'8>2+'& F2@:+'& 2W R2D>78>(7' X676':(C '+3 _AA&>('8>2+7# LI!I#!J%L&'!JJ`!\LP
!L\ ";@A8' # ?P # '+3 cP .@88'P 9236&>+D 2W =>+'+(>'& ?@AA&B /C'>+ EFGP Y@:2A6'+ F2@:+'& 2W dA6:'8>2+'& X676':(C #

LI!! #L!! %! &'\"`]$P
!L] "163D67 # 0P # UP TP 5@ # '+3 FP /C@'P .686:>2:'8>2+ >+ %2::2e>+D 46:*7 2W ?*'&& %@7>+67767 ' _+ _D6+(B

06:7A6(8>Z6EFGP F2@:+'& 2W ?*'&& %@7>+677 f Y+8:6A:6+6@:7C>A # LII" #LI %! &'!`!\P
!L$ "12W*'++ #

YP ?@AA&B /C'>+ =>+'+(6 ' ?2*6 /2+(6A8@'& ,+7>DC87 EFGP R2D>78>( 9'+'D6*6+8 `,++2Z'8>Z6

R2D>78>))2+h6A86 # LII] 'LIJ`L!\P
!L" "12W*'++ # YP # '+3 1P c28h'<P _ ?@AA&B /C'>+ d:>6+863 _AA:2'(C 2W 52:)>+D /'A>8'& 9'+'D6*6+8 EFGP F2@:+'&

2W %@7>+677 R2D>78>(7 # LI!I #J! %L &'JI]`JJIP
!LK "F>'+D # FP # UP R>P # '+3 /P R>+P =>+'+(>+D .>WW>(@&8>67 2W ?9Y7 W:2* ,87 =>+'+(>+D ?2@:(67 >+ /C>+' EFGP F2@:+'&

2W ?6:Z>(6 ?(>6+(6 '+3 9'+'D6*6+8 # LI!\ #" %J &'!a$`LIIP
!La "R6))')27 # ?P .P # '+3 _P ?6::'+2P ?@AA&B /C'>+ =>+'+(6 W2: ?*'&& '+3 963>@* ?>h63 Y+86:A:>767 ' 4C6 /'76

2W X6Z6:76 ='(82:>+D EFGP ,+86:+'8>2+'& F2@:+'& 2W 0CB7>('& .>78:><@8>2+ f R2D>78>(7 9'+'D6*6+8 # LI!$ #\$ %\ &'
J$"`JaLP
!JI "R2+D # /P # '+3 SP UC'+DP /&@786:`<'763 ,+3@78:>'&>h'8>2+ >+ /C>+' ' =>+'+(>+D '+3 06:W2:*'+(6 EFGP F2@:+'& 2W

,+86:+'8>2+'& Y(2+2*>(7 # LI!! #K\ %! &'!!L`!LJP
!J! "9'+8C2@# iP# 9P i&'(C2A2@&2@# '+3 .P =2&>+'7P i>:8@'& 6`/C'>+ %i6/& 9236& W2: ?@AA&B /C'>+ /2&&'<2:'8>2+EFGP

,+86:+'8>2+'& F2@:+'& 2W 0:23@(8>2+ Y(2+2*>(7 # LII\ #K" %J &'L\!`L]IP
!JL "92:6 # .P # '+3 0P %'7@P /C'&&6+D67 2W ?@AA&B /C'>+ =>+'+(6 ' _ .68'>&63 ?8@3B '+3 ' 1>6:':(C>('& 9236&

%'763 2+ 8C6 YjA6:>6+(67 2W '+ ,+3>'+ =>:*EFGP %@7>+677 0:2(677 9'+'D6*6+8 F2@:+'& # LI[J #[a %\ &'$L\`$\"P
!JJ "0W2C& # 1P /P # '+3 9P ;2**P ?@AA&B /C'>+ =>+'+(6 ' dA8>*>h>+D =>+'+(>'& =&2e7 >+ ?@AA&B /C'>+7EFGP R2D>78>(7

X676':(C # LIIa #[ %J`\ &'[\a`[$[P
!J\ "02:86: # 9P YP 4C6 /2*A68>8>Z6 _3Z'+8'D6 2W V'8>2+7E9GP V6e T2:) ' 4C6 =:66 0:677 # [aaIP
!J] "X2<6:87 # 9P XP 4C6 X2&6 2W .B+'*>( X6+6D28>'8>2+ '+3 _7B**68:>( ,+W2:*'8>2+ >+ =>+'+(>'& /2+8:'(8>+D EFGP

F2@:+'& 2W =>+'+(>'& Y(2+2*>(7 # LI[] #[[$ %[ &'$[`K[P
!J$ "?(C*>8h # 1P # '+3 cP V'3Z>P /&@786:>+D '+3 ,+3@78:>'&>h'8>2+ ' ,+8:23@(8>2+EFGP 52:&3 .6Z6&2A*6+8 # [aaa #L" %a &'

[]IJ`[][\P
!J" "?2+D # 1P # '+3 RP 5'+DP 4C6 ,*A'(8 2W 0:>Z'86 '+3 ='*>&B =>:*7 $ X6&'8>2+'& ?8:6+D8C 2+ =>+'+(>+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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