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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的演化研究

陈春明 陈佳馨 谷 君

摘要:从耦合协调理论入手构建了制造业与物流业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模型,分别选取制造业和物流业的

六个指标构建两业协调发展指标体系,依据我国八大经济区2004 2016年的统计数据对两业耦合协调水

平进行时空分异研究。八大经济区的时序演化分析表明,在2004 2016年间,两业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呈现

上升趋势,并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此种上升趋势;八大经济区的空间分异分析表明,八大经济区

的两业耦合协调水平不一,总体上与东、中、西三大经济带呈近似分布。各经济区应根据时空分异分析结

果,抓住两业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规律,从政府支持、社会环境优化、人才培养引进等角度进一步提高

各自地区的两业协调发展水平,继而促进我国整体实体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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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中,深
化联动融合,推动物流业与制造业的联动发展被多次提及,一系列的政策意见都表明了制造业与物流

业联动发展是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增强国家实体经济的有效方式。然而,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

一,制造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发展状况也因地区而各不相同,应当分而论之。本文采用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依据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而提出的八大综合经济区划,依据我国八大经济区2004-
2016年制造业与物流业的统计数据,从时序演化和空间演化的角度对八大经济区的两业耦合协调发

展水平进行分析研究,对各经济区抓住两业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规律,促进本地区的两业协调发展、
提升地区实体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于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两个方面。在

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采用交易费用理论、系统动力学理论和核心竞争力理论等理论进行两业联动发

展的机理分析,并运用演化博弈模型、CRITIC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等方法进行两业联动发展的模式

分析①。在实证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从国家层面、地区层面、省市层面对制造业与物流业的联动发

展现状进行分析研究,从国家层面进行两业联动发展研究的有彭本红、弓宪文等,主要运用协同演化

模型、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等方法进行分析研究②③;从地区层面进行两业联动发展研究的有王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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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慧等,主要运用共生度模型、产业集聚指数与产业共生集聚指数等方法进行分析研究①②;从省市级

层面进行两业联动发展研究的有任丹丹、崔晓迪等,主要运用投入产出法、DEA—GRA双层模型等方

法进行分析研究③④。
考虑到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速度的差异性以及制造业与物流业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发展的

动态性和复杂性,本文结合前人的研究,以我国八大经济区2004 2016年的面板数据为依据,构建制

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的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两业耦合协调模型,对八大经济区两业耦合协

调发展情况进行时序演化分析和空间演化分析,以期了解我国两业联动发展的时空演化规律。

二、模型构建

耦合(Coupling)源自物理学,Haken在2005年从系统论的角度重新界定了这一概念,认为自然

界中的各个系统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⑤。现今,耦合主要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系统、模块

或运动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协调所形成的一种动态关系,耦合度就是衡量系统间关联强弱的指标,协
调度衡量的是系统之间协调发展的程度⑥。制造业与物流业可以看作是两个系统,共同存在于经济

社会之中,其发展存在一定的联系,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对两者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继而更好地促进

制造业与物流业的科学有效发展。
(一)数据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衡量两业发展的指标数据的计量单位不一致,无法直接进行比较,所以必须对收集到的数据

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方可增加后续计算的科学性,可以利用极差标准化的方法实现指标数据的无量纲

化处理,按照所采用的指标对于相应系统的作用,将指标xij 分为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分别进行标准

化处理得到x'ij 。
(二)指标权重的确定

常用的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可以分为主观法和客观法,本文采用客观法中的熵值法来确定指标

权重。“熵”源自热力学,后被引申到社会科学中,用来测度未知性,信息量越大,未知性越小,熵值越

小,权重越大,反之权重越小。
假设计算m 年n 项指标数据权重。

1.将无量纲化的x'ij 非负化处理,并根据式1进行归一化处理。

pij =yij/∑
m

i=1yij  其中:yij =x'ij 1 (1)

2.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并根据式2计算相应的冗余度。

ϑj =1�ej =1� 1/lnm  ∑
n

j=1pijlnpij  (2)

3.根据式3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

ωj =ϑj/∑
n

j=1ϑj (3)

(三)有序度函数

将制造业与物流业看作一个复合系统,制造业和物流业分别为该复合系统的子系统,两业协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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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过程由复合系统内部序参量决定。假设子系统的序参量为ui(i=1,2),根据式4计算序参量为ui

第j个指标的有序度U(uij),且U(uij)∈ [0,1];并根据式5计算子系统的有序度U(ui),且U(ui)

∈ [0,1],U(ui)数值越大,相应子系统的发展水平越高。

U(uij)=
(xij �βij)/(αij �βij) (uij 具有正功效)
(αij �xij)/(αij �βij) (uij 具有负功效) (4)

U(ui)=∑
n

j=1ωijU(uij) (5)

(四)耦合度函数

由上述计算,假设制造业子系统有序度为U1 ,物流业子系统的有序度为U2 ,根据物理学中的耦

合系数模型,计算制造业与物流业的耦合度C,且C∈ [0,1],如式6所示。

C= U1×U2/(U1 U2) (6)
参照相关研究的耦合度划分标准,将两业的耦合度划分为五个阶段:高水平耦合阶段(0.8<C

≤1)、磨合阶段(0.5<C≤0.8)、拮抗阶段(0.3<C≤0.5)、低水平耦合阶段(0<C≤0.3)、无
关联且无序发展(C=0)。

(五)协调度函数

耦合度可以反映出制造业与物流业关联度的强弱,但是无法反映出制造业与物流业协调一致发

展的程度,本文继续构建制造业与物流业的协调度模型,进一步衡量两业发展的关系。假设制造业与

物流业构成的复合系统的协调度为D,两个子系统的综合协调指数为T,a、b是待定系数,分别为复

合系统中制造业和物流业的子系统权重,假定两个子系统重要性等同,令a=b=0.5,计算公式如式

7和式8所示。①

T =aU1 bU2 (7)

D = C×T (8)
参考协调度的划分标准为协调发展类(优质协调发展0.900≤D≤1.000,良好协调发展0.800≤

D<0.900,中级协调发展0.700≤D<0.800,初级协调发展0.600≤D<0.700)、勉强协调类(0.500≤
D<0.600)、濒临失调类(0.400≤D<0.500)、失调衰退类(轻度失调衰退0.300≤D<0.400,中度失

调衰退0.200≤D<0.300,严重失调衰退0.100≤D<0.200,极度失调衰退0.000≤D<0.100)。

三、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及权重确定

关于制造业与物流业的指标选取,参考相关研究以及《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的更

新情况,本文选取制造业子系统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为:制造业增加值(M1)、制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M2)、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额(M3)、制造业从业人数(M4)、制造业成本费用率(M5)、制造业全员劳动

生产率(M6);物流业发展水平衡量指标为:货运量(L1)、货运周转量(L2)、物流业增加值(L3)、物流业

从业人数(L4)、公路里程数(L5)、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L6),如表1所示。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物流业属于第三产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但是目前尚且没有完整的体系来界定物流

业的范围,所以本文拟采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发展情况来近似表征物流业的部分发展情况;
此外,制造业在工业发展中的占比达到85%以上,部分制造业大省的占比达到90%以上,且制造业部

分数据没有完整的单独统计数据,故本文采用工业的部分统计数据来近似代表制造业的发展水平。
根据国家统计局及各省份统计局的统计年鉴,收集整理我国八大经济区的制造业与物流业2004

2016年的统计数据,运用熵值法确定制造业和物流业的指标权重,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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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制造业与物流业复合系统指标体系及权重

子系统 指标 权重

制
造
业
与
物
流
业
复
合
系
统

制造业子系统

物流业子系统

制造业增加值(M1) 0.193

制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M2) 0.219

制造业固定投资额(M3) 0.186

制造业从业人数(M4) 0.201

制造业成本费用率(M5) 0.074

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M6) 0.128

货运量(L1) 0.189

货运周转量(L2) 0.119

物流业增加值(L3) 0.178

物流业从业人数(L4) 0.207

公路里程数(L5) 0.182

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L6) 0.125

(二)两业耦合协调的时序演化分析

通过计算得到我国八大经济区20042016年制造业与物流业两个子系统的序参量、耦合度与协

调度数值,并进一步绘制出各个经济区20042016的制造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时序演化趋势图。

1.东北经济区。从表2和图1可以得出东北经济区(黑龙江、吉林、辽宁)在20042016年间制造

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介于0.3410.593之间,经过了失调衰退—濒临失调—勉强协调三个耦合协

调演化过程。2004年耦合协调度最小,为0.341,处于失调衰退阶段;2006年耦合协调度上升至

0.403,处于濒临失调阶段;2010年耦合协调度为0.521,两业协调发展水平由失调转为协调;2014年

两业耦合协调度达到最大值,2015年开始有小幅度下降,根据两业耦合度的线性预测趋势线可以看

出,两业耦合协调水平虽有波动,但是总体上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其中,制造业子系统与物流业子系统的有序度总体上呈现出缓慢上升的状态,制造业子系统有序

度波动幅度较大,物流业子系统有序度保持平稳上升,两者相互作用,促使两业耦合协调度不断上升,
协调水平不断提高。且20042015年间制造业子系统有序度与物流业子系统有序度的差值的绝对值

小于0.1,表明制造业与物流业虽发展水平不同,但两业总体上呈现出了同步发展的态势,但是2016
年的制造业子系统有序度与物流业子系统有序度的差值的绝对值大于0.1,表明物流业的发展稍有滞

后。东北地区应当抓住制造业自动化、智能化、服务化的发展机遇,不断提高两业的发展水平,有望继

续提高两业的协调发展水平,继而促进东北经济区制造业与物流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表2 东北经济区制造业与物流业有序度及耦合协调度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U1 0.130 0.143 0.165 0.201 0.184 0.197 0.257 0.292 0.320 0.339 0.335 0.290 0.223

U2 0.103 0.116 0.159 0.189 0.250 0.280 0.286 0.313 0.339 0.349 0.369 0.353 0.347

D 0.341 0.358 0.403 0.441 0.463 0.485 0.521 0.550 0.574 0.587 0.593 0.566 0.527

协调

等级

失调

衰退

失调

衰退

濒临

失调

濒临

失调

濒临

失调

濒临

失调

勉强

协调

勉强

协调

勉强

协调

勉强

协调

勉强

协调

勉强

协调

勉强

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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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东北经济区耦合协调时序演化图      图2 北部沿海经济区耦合协调时序演化图

2.北部沿海经济区。图2结果显示,北部沿海经济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在2004 2016年间

制造业与物流业的耦合协调度介于0.4260.841之间,经历了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协调发展三个

阶段,其协调发展水平较东北经济区高。2004年耦合协调度最小,为0.426,处于濒临协调阶段;2006
年迈入协调水平的门槛,达到勉强协调阶段;2008年耦合协调度为0.620,处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并
逐步上升;20122016年处于良好协调发展阶段。根据两业耦合度时序演变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以

及其线性预测趋势线看出,北部沿海经济区两业耦合协调发展呈现稳定的不断上升趋势。
其中,北部沿海经济区的制造业与物流业子系统的有序度自2004年开始不断上升,制造业子系

统保持平稳上升的态势,物流业有序度在2013年有所下降,后缓慢回升,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
同促进北部沿海经济区制造业与物流业的协调发展。由制造业有序度和物流业有序度的差值的绝对

值可知:20042008年北部沿海经济区制造业与物流业同步发展;20092012年制造业发展滞后,物流

业发展速度较快;20132016年物流业发展减缓,制造业发展平稳上升,此间,两者再次回归同步发展

状态,共同作用,不断提高北部沿海经济区制造业与物流业的协调发展水平。

3.东部沿海经济区。图3结果显示,东部沿海经济区(上海、江苏、浙江)在2004 2016年间制造

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介于0.4150.839之间,经过了濒临协调—勉强协调—协调发展三个协调演

化阶段。2004年耦合协调度为0.415,处于濒临协调发展阶段;2006 2007年处于勉强协调阶段;

2008年进入初级协调发展阶段;20142016年耦合协调度均大于0.800,处于良好协调发展阶段。根

据其两业耦合协调度的线性预测趋势线表明两业总体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
其中,制造业有序度持续增长,20092011年增速较快,2012年放缓;物流业有序度呈现波动上升态

势,在20092012年间增速较快,2013年其有序度下降较大,随后缓步回升,两者共同推动了东部沿海经

济区制造业与物流业的协调发展。由20042016年间两业有序度差值的绝对值可知,20042010年东部

沿海经济区两业发展同步,但是,2013年物流业发展水平下降较大,后虽缓步上升,但是物流业协调发展

在20132016年间滞后于制造业,东部沿海经济区可以采取适当措施促进物流业的发展,促使物流业发

展跟上制造业的发展步伐,从而推动东部沿海经济区制造业与物流业的协调发展。

4.南部沿海经济区。图4结果显示,南部沿海经济区(福建、广东、海南)在2004 2016年间制造

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介于0.331 0.736,经过了失调衰退—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协调发展四个

协调演化阶段。2004年耦合协调度最小,为0.331,处于失调衰退阶段;2006 2008年处于濒临失调

阶段;2009年开始进入勉强协调阶段;2012 2016年处于协调发展阶段,并处于持续缓慢上升状态。
根据两业耦合协调度的线性预测趋势线可以清楚看出,自2004年开始,南部沿海经济区的制造业与

物流业的耦合协调度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并将在未来一定时间内继续保持其缓慢上升的趋势。
其中,南部沿海经济区的制造业与物流业有序度在20042016年间保持平稳相伴上升的状态,且

两业有序度对比结果均小于0.1,亦表明两业发展同步,可以在此态势的基础上,从制造业和物流业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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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着手,结合自身地理位置等优势,促进两业发展,继而不断提高南部沿海经济区两业协调发展水平。

图3 东部沿海经济区耦合协调时序演化图      图4 南部沿海经济区耦合协调时序演化图 

5.黄河中游经济区。图5结果显示,黄河中游经济区(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在2004 2016年

间制造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介于0.390 0.773之间,整体呈现上升态势,在2012 2015年稍有波

动,经历了失调衰退—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协调发展四个协调演化阶段。2004年耦合协调度最小,
为0.390,处于失调衰退阶段;2005 2006年处于濒临失调阶段;2007 2009年处于勉强协调阶段;

20102016处于协调发展阶段,且2012 2016年处于中级协调发展阶段。根据两业耦合度的线性预

测趋势线可以看出,黄河中游经济区在未来将会继续保持总体协调水平上升的趋势。
其中,制造业子系统与物流业子系统有序度总体上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态势,制造业子系统有序度

于2008年下降,随后持续缓慢上升;物流业子系统有序度在2004 2012年持续上升,并于2012年达

到极大值点,为0.631;2013年下降,随后缓慢地小幅波动。由这13年间黄河中游经济区制造业和物

流业有序度差值的绝对值数据可知,20042007年两业发展同步,2008年制造业发展下滑,物流业稳

步持续上升,20082016年间制造业协调发展滞后,抑制两业的协调发展水平。黄河中游经济区可以

从大力促进制造业发展,释放非核心竞争力的环节、提高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角度出发,提高黄河中

游经济区两业协调发展水平。

6.西南经济区。图6结果显示,西南经济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在2004 2016年间制

造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介于0.338 0.739之间,经过了失调衰退—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协调发

展四个耦合协调演化过程。20042005年处于失调衰退阶段;20062008年处于濒临失调阶段;2009
2010年处于勉强协调阶段;20112016年处于协调发展阶段,并于20152016年达到中级协调发展水

平。根据两业耦合协调度的线性预测趋势线可知,西南经济区制造业与物流业协调发展水平一直处

于稳步上升状态并将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这种稳步上升的趋势。

图5 黄河中游经济区耦合协调时序演化图      图6 西南经济区耦合协调时序演化图  

其中,制造业子系统和物流业子系统在20042016年间保持上升趋势,制造业有序度上升速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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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比较缓慢,物流业有序度增长速度较快,2007 2008年物流业有序度增长速度最快,随后保持较快

增长速度。根据两业有序度对比情况,20042005年两业发展同步;20062016年物流业发展较快,制
造业发展缓慢,制造业协调发展滞后,西南经济区可以根据此情况,结合地区其他实际因素,从促进制

造业发展的角度提高两业协调发展水平。

7.长江中游经济区。图7结果显示,长江中游经济区(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在2004 2016年间

制造业和物流业耦合协调度介于0.390 0.773,经历了失调衰退—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协调发展

四个协调演化过程。2004年耦合协调度最小,为0.390,处于失调衰退阶段;2005 2006年处于濒临

失调阶段;20072009年处于勉强协调阶段;2010 2016年处于协调发展阶段,并且2012 2016年达

到了中级协调发展水平。根据长江中游经济区制造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的线性预测趋势线可以知

道,两业耦合协调水平在2004 2016年间虽有波动,但是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并将继续保持上升的

趋势。
其中,制造业与物流业有序度的变动情况与西南经济区两业有序度变动情况相似,皆是在物流业

增长速度较快,制造业增长速度较慢。由两业有序度对比情况来看,制造业协调发展滞后,长江中游

经济区可以综合其他因素,促进地区制造业的发展,从而提高两业协调发展水平。

8.西北经济区。图8结果显示,西北地区(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2004 2016年间制造业

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介于0.189 0.402之间,2014年处于濒临失调阶段,剩余的12年均处于失调衰

退阶段,根据耦合协调度的线性预测趋势线可知,其总体上处于波动上升状态。制造业与物流业有序

度呈现出交替波动状态,两业发展水平都比较低,但是根据两业有序度对比结果可以知晓两业发展同

步,西北经济区可以依据自身条件,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发展地区制造业与物流业,逐步提高两业

发展水平,促进两业协调发展。

图7 长江中游经济区耦合协调时序演化图      图8 西北经济区耦合协调时序演化图 

(三)两业耦合协调的空间演化分析

根据收集的八大经济区20042016年相关统计数据,构建耦合协调模型,计算得到八大经济区的

耦合协调度,分析截取2004年、2008年、2012年和2014年的八大经济区的耦合协调度数据,来展示

两业耦合协调的空间演化过程,如表3所示。
由表3所示的八大经济区制造业与物流业协调度空间分布来看,2004年,八大经济区制造业与物流

业协调水平较低,大部分地区处于失调衰退状态,只有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北部沿海经济区和东部沿海

经济区处于濒临失调状态;2008年,北部沿海经济区和东部沿海经济区进入协调发展阶段,黄河中游经

济区和西南经济区进入勉强协调阶段,东北经济区、长江中游经济区和南部沿海经济区进入濒临失调发

展阶段,唯有西北经济区依然处于失调衰退阶段,八大经济区整体上的制造业与物流业协调发展度呈现

上升转好态势;2012年我国八大经济区两业协调度均不同程度上升,西北经济区虽在20082012年间两

业协调度有所上升,但是协调度依然较低,处于失调衰退状态,东北经济区两业达到勉强协调发展阶段,
剩余六个经济区均已达到协调发展水平;2014年,我国八大经济区两业协调发展水平继续上升,西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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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区两业达到濒临失调阶段,其余七个经济区进入协调发展阶段,且由前述分析可知,北部沿海经济区和

东部沿海经济区两业协调发展水平最高,为良好协调发展水平,南部沿海经济区、黄河中游经济区、西
南经济区和长江中游经济区为中级协调发展水平,东北经济区为初级协调发展水平,各个经济区协调

发展水平不一,但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升态势。从截面数据的空间分布图分析来看,八大经济区制造

业与物流业的协调发展水平在国家的物流业促进以及制造业转型升级等相关政策的支持下不断提

高,但是总体协调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表3 八大经济区制造业与物流业协调度空间分布表

经济区 2004年 2008年 2012年 2014年

东北经济区 失调衰退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协调发展

北部沿海经济区 濒临失调 协调发展 协调发展 协调发展

东部沿海经济区 濒临失调 协调发展 协调发展 协调发展

南部沿海经济区 失调衰退 濒临失调 协调发展 协调发展

黄河中游经济区 失调衰退 勉强协调 协调发展 协调发展

西南经济区 失调衰退 勉强协调 协调发展 协调发展

长江中游经济区 失调衰退 濒临失调 协调发展 协调发展

西北经济区 失调衰退 失调衰退 失调衰退 濒临失调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年鉴的数据对八大经济区制造业与物流业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进行了量化分

析,从各个经济区20042016年的两业耦合协调发展情况分析来看,各个经济区两业耦合协调度在这

13年间总体上均呈现上升发展趋势,但是从2004年、2008年、2012年、2014年的八大经济区两业耦

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分析来看,各个经济区之间两业耦合协调发展差距较大,且在空间分布上大致与

东、中、西三个经济带的空间分布情况相似,这也说明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转型升

级发展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物流业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支撑,两业的协调发展

对于制造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制造业的发展壮大所释放的物流需求也会给物流业的发

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因此,各个经济区应当对制造业和物流业协调发展给予足够的重视,因地制宜、顺应各地区的发

展趋势,促进两业协调发展,从而顺应国策促进各地区的实体经济发展,继而进一步提升我国的经济

实力,根据上述对于各大经济区时间演化及空间分布的研究情况,对我国八大经济区两业联动发展作

如下建议:
1.提高政府的支持扶持力度。紧随国家的号召,根据地区两业的发展趋势,采取积极措施不断推

进本地区制造业智能化、自动化、服务化的进程。例如,对于东北地区这样的老制造业基地,制造业发

展历史悠久而转型缓慢,体制机制不灵活,交通设施不完善,当地政府可以鼓励龙头支柱的制造企业

不断地引进先进的制造设备、技术等,从而带动产业圈内的中小型制造企业逐步转型,并对于积极进

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此外,政府应当规划改造建设本地区的道路,并出台

切实可行的交通舒缓提速政策,改进本地区的交通状况,促进物资流动,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铺路架

桥,实现制造业和物流业的同步协调发展,继而提高本地区的经济实力。
2.优化制造业与物流业协调发展的社会环境。良好的社会环境与氛围可以为制造业的转型发展

以及物流业的更新提供良好的土壤,各地区应当跟随经济发展的浪潮,不断推进本地区制造业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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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程,搭建、辅建优良的信息交流平台,同时应当重视“互联网+”下的信息安全与信息真实度等问

题,促进企业间、政府与企业间、企业与消费者间通畅交流,继而推动制造业信息化的发展进程;此外

对于优秀的制造业、物流业协会和组织,政府应当给予适度的鼓励,推动制造业与物流业产学研的发

展进程,提高制造业与物流业的协调水平。
3.重视人才培养与人才引进。在信息量急速膨胀的今天,抓住专业人才就是抓住了发展的重要

把手。随着我国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的提高,飞速发展的经济需要大量专业化的行业人才,作为实体

经济重要来源的制造业和“第三利润源”的物流业对于专业化人才的需求量之大毋庸置疑。各地区必

须对人才流动的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采取积极的措施挽留制造业和物流业的专业人才,同时加大对

地区制造业与物流业专业化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将本地培养与外地引进相结合,不断提高地区的制

造业与物流业的专业化人才占比,提高本地区的两业协调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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