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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规划导向的健康产业项目组合研究

———以南宁市健康产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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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结合健康产业特征，提出政府进行项目组合优化的思路，构架从项目周期、项目季节性、项目

属性、消费水平、消费人群 5 个维度分类组合项目的概念模型，并以南宁市健康产业为例，提出南宁

市健康产业 “3 + 3”发展体系和产业规划导向的系列项目组合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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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十三五”规划之后，我国进入 “调结构、

稳增长”的发展新时期，创造绿色可持续的发展

落脚点成为当前的主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要为

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健康产业

既事关国计民生，又包融各类传统产业，可有效

统筹社会事业与产业的协同发展。在群众需求方

面，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竞争的加剧，慢

性病、亚健康的发展蔓延已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

质量，加上社会呈现深度老龄化趋势，所以发展

以提高群众健康生活水平为宗旨的健康产业十分

必要。健康产业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虽有一

些对健康产业的宏观战略研究，但对健康产业规

划真正落地方面的研究很少，健康产业项目大多

停留在某一专业的单项目驱动上，没有考虑不同

专业项目之间的协同效应，导致健康产业的发展

规模小、项目之间的协同性差，无法满足社会对

健康产业的综合性和多元性需求。

南宁市在发展健康产业的实践中，不仅对健

康产业的发展进行了统筹规划，而且以产业发展

规划为导向提出了建设健康产业大型项目综合

体。健康产业涉及的子产业很多，一个子产业常

常难以独立发展起来，需要子产业之间通过多元

协同形成良性互惠的产业分工合作体系，有效促

进区域内各子产业之间的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

从而达到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提升产业能级、形

成产业生态、增强区域产业竞争力的目标。因

此，可以认为健康产业具有很强的产业联动性与

业务耦合性。显然，采用单项目独立发展的方式

是不合理的，需要通过项目组合的方法推动项目

的落地与实施，最终实现健康产业的有序发展。

项目组合管理是指对多个项目进行管理，聚

焦发展的重点，找到利益最大化的项目组合
［1］，

同时为了实现组织战略目标，对多项目采用协同

管理
［2］。项目组合选择问题最早由 Markowitz 在

投资组合的研究中提出
［3］。Archer 等认为，项目

组合是通过组织管理和引导共同使用稀缺资源并

相互竞争的一系列项目
［4］。杜先进等研究了在模

糊环境下符合企业实际环境的项目组合问题，但

是没有考虑项目之间的相互影响
［5］。Carazo 等建

立了多目标组合选择模型，分别以收益、费用、

风险为目标，但没有考虑项目之间的关系
［6］。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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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等研究了兼顾组织战略与项目目标协同特性的

项目组合选择问题，提出以项目战略贡献相似度

为组合构建依据、以组合战略贡献度为排序依据

的新思路
［7］。程鸿群等结合项目组合特点，构建

了项目组合评价指标体系
［8］。杨鑫以企业战略目

标为导向，对项目组合选择评价的内容进行分

析，构建了基于战略目标的项目组合选择评价指

标体系
［9］。白思俊等以战略为导向选择适合企业

战略的项目组合，以项目组合实现企业战略
［10］。

可见，现有项目组合研究文献多以企业为研究主

体，很少以政府产业规划为视角对项目组合进行

研究。

企业与政府在做项目组合时主要有两点区

别: 一是企业以盈利为主要目的，而政府以公益

为主要目的; 二是企业以其战略目标为导向投资

项目，而政府则以产业规划为导向招商引资。不

难发现，企业与政府在项目组合策略上存在很大

差异。因此，本文结合南宁市健康产业特征提出

政府进行项目组合优化的思路，构架分类组合项

目的概念模型，同时结合南宁市健康产业发展实

践提出南宁市健康产业发展结构及项目组合综

合体。

1 项目组合优化流程

项目组合方案是项目组合设计的落脚点，不

是仅对现有项目进行简单组合，还要根据产业总

体发展规划、资源状况进行相应的项目评估与选

择。对于健康产业项目组合的优化设计，要依据

产业战略总体目标和细分目标对备选项目进行选

择，必要时提出新的符合产业发展要求的新项

目，形成产业备选项目群。在整个项目组合设计

中，需要强调以产业规划为导向，在有限的区域

资源条件下，通过设计和选择项目构建出能够更

好地实现产业全面发展的项目组合。

在进行项目组合时，是将符合战略发展目标

的多个项目组合在一起，通过项目之间的协同与

互补获取单个项目无法得到的效益，同时避免单

个项目可能产生的风险。因此，对于健康产业的

项目组合设计可以在健康产业导向下通过单项目

评估和项目组合构建两个过程完成。健康产业项

目组合优化流程见图 1。

图 1 健康产业项目组合优化流程

在单项目评估阶段，首先，确定备选项目并

进行项目评估，对项目进行经济性评价，选出经

济性比较强的项目，减少项目组合构建阶段的工

作量; 其次，基于产业发展战略层次对经济性不

强的项目进行评估。其中，部分符合产业发展战

略但短期经济性不强甚至完全为公益性的项目，

可以通过财政投入先行建设以撬动社会资本的

集聚。

在项目组合构建阶段，首先，要根据项目类

别、与产业规划的匹配度、项目所需环境资源、

项目风险等因素对筛选后的单项目进行整理; 其

次，根据整理结果，结合健康产业规划细分目标

识别项目组合的领域和范围，为构建初始项目组

合提供依据; 最后，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和资源条

件进行优化。

2 以产业规划为导向的健康产业项目

组合

健康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产业联动性与业

务耦合性。目前，伴随健康产业发展提出的项目

载体大多比较分散，且相关性不大，导致健康产

业发展缺乏配套性和协调性，难以联动发展。例

如，一个区域推出某个养老项目，但是缺乏医院

及老少皆宜的娱乐项目配套，导致老人不愿意入

住，子女也不愿意将父母送到该区域养老。面对

诸如此类的问题，针对健康产业特点，结合产业

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本文认为可以从项目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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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项目季节性、项目属性、消费水平、消费人

群 5 个维度进行健康产业项目分类组合。
2. 1 项目周期维度

从产业长远发展目标来看，健康产业项目组

合中既要包含投资回报周期长的大项目，也要包

含投资回报周期短的小项目。大型项目主要对产

业发展起到引领作用，小型项目主要为产业发展

提供各类专业技术和服务，二者在项目组合中需

要协同并进。图 2 为项目周期维度的健康产业项

目分类与组合。

图 2 项目周期维度的健康产业项目分类与组合

2. 2 项目季节性维度

健康产业项目一般具有季节性，特别是休闲

旅游板块。例如，一个地区开发了一个温泉养生

项目，冬季为该项目的旺季，而其他季节则人气

不旺，这是因为缺少反季节项目导致其他季节出

现空档。因此，在做项目规划布局时要考虑项目

季节性的互搭。图 3 为项目季节性维度的项目分

类与组合。

图 3 项目季节性维度的项目分类与组合

2. 3 项目属性维度

健康产业项目组合常需包含两方面的项目:

一是公益性项目; 二是营利性项目。公益性项目

主要由政府主导，营利性项目则主要由企业主

导，但有些项目兼有经营属性且投资比较大，需

要政府与企业共同投资完成。政府为了促进区域

性健康产业的全面发展，也会出台一些政策来支

持企业开展相关项目。因此，从项目属性的维度

来看，项目组合中须包含公益性项目、准经营性

项目与营利性项目。图 4 为项目属性维度的健康

产业项目分类与组合。

图 4 项目属性维度的健康产业项目分类与组合

2. 4 消费水平维度

消费者的消费水平不一样，对健康产业项目

的选择能力有很大差异。因此，在进行健康产业

项目组合设计时，要考虑消费水平维度，进行不

同规模的项目投资。图 5 为消费水平维度的健康

产业项目分类与组合。

图 5 消费水平维度的健康产业项目分类与组合

2. 5 消费人群维度

健康产业涵盖的范围比较广，涉及各个年龄

段的人群 (依据年龄构成可以划分为青少年、中

年和老年)，不同阶段的年龄群体有不同的项目

分类。由于 3 个阶段的人群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关

系，因此在进行项目组合时要包含不同消费人群

所需的项目，实现项目之间的协同发展。图 6 为

消费人群维度的健康产业项目分类与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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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消费人群维度的健康产业项目分类与组合

3 南宁市健康产业规划及项目组合

3. 1 南宁市健康产业发展规划

经过多年发展，南宁市在生物医药、休闲旅

游、社会养老等方面已具有扎实的基础。但除此

之外，南宁市还需要同步支持健康食品产业、医

疗产业以及体育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价值的增

量发展与更广延展。因此，南宁市政府构建了

“3 + 3”健康产业发展体系，重点推动生物医药、

养老、休闲旅游三大核心产业建设，同时稳步发

展其他子产业，形成多产业联动发展格局，实现

健康产业总体协调发展。南宁市健康产业 “3 +
3”发展体系如图 7 所示。

图 7 南宁市健康产业“3 +3”发展体系

3. 2 南宁市健康产业项目综合体

依据南宁市健康产业“3 + 3”发展结构体系

和空间布局，以及从以上 5 个维度对健康产业项

目的组合优化，就可以形成若干个大型复杂项目

组合综合体。南宁市健康产业项目组合综合体如

图 8 所示。以其中的 “锦绣江山”养生谷为例，

该综合体将旅游、养老、医疗等产业板块进行产

业融合，围绕西乡塘区具有优势条件的生态环境

资源、医学人才资源和交通区位，打造了一个以

“水文化”为主题的大型健康产业项目综合体，

涉及养老、养生、医疗、医学美容、文化娱乐、

休闲体育等多个项目。这一项目组合不但包含长

回报周期项目和短回报周期项目，公益性项目和

营利性项目，还包含不同季节、不同消费水平和

不同消费人群项目，较好地体现了 5 个维度的项

目分类和组合的概念框架。

图 8 南宁市健康产业项目组合综合体

A— “东盟之窗”特色风情园

B— “颐养”温泉度假养生谷

C—广西历史文化特色小镇

D— “五象之光”智慧医疗示范基地

E—空港物流健康制造基地

F—南宁国际医学城

G— “杨美古镇”旅游风景区

H—医养结合示范基地

I—农产品种植产业园

J—东盟医药保健食品产业园

K— “锦绣江山”养生谷

L— “三湖一寨”旅游文化小镇

M— “大美壮乡”国际健康养老产业园

N— “七彩隆安”中药材综合产业园区

O— “湿地阳光”生态农业旅游

P— “七彩隆安”中药材综合产业园区

Q— “三湖一寨”旅游文化小镇

4 结语

本文基于健康产业发展的特点提出了政府从

产业规划视角进行项目组合优化的思路，构建了

从项目周期、项目季节性、项目属性、消费水平、

消费人群 5 个维度分类组合项目的概念模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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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宁市基于产业规划的健康产业项目组合为例

进行分析，在南宁市健康产业“3 + 3”发展体系

的基础上得出南宁市健康产业项目综合体。可以

看出，最终得出的健康产业项目组合具有健康产

业发展特点，项目与项目之间具有联动性与耦合

性，符合该区域健康产业发展规划，有力地促进

了南宁市健康产业项目的招商引资和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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