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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空间集聚初探 

 

邹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中国 上海 200062) 

 

摘要：创新工作者的空间集聚对产业集群创新网络有直接影响，其集聚特征对产业集群创新和产值提升起

重要作用。因此，针对文化产业创新工作者空间集聚规律如何、具体各行业自身集聚特征差异及原因、产

业空间集聚度与产值的关系等问题，本文运用文献综述、数据对比及空间集聚度分析等方法，选取上海文

化产业为具体案例,总结出其极具规律及相关结论:①空间集聚呈现由中心城区向外圈层递减的总体趋势；②

中心区及城郊区域集聚的优势行业类型差异显著，城市中心区以新闻服务及娱乐服务型行业集聚为主，而

城郊区以体育及其他类型娱乐服务类型为主；③文化产业创新工作者的空间集聚度与产业产值呈正相关。

在总结规律同时,本文期望通过合理不同地区产业工作者的集聚来进一步增强产业的整体集群创新能力，进

而提升文化产业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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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地理学区域研究逐渐以产业空间集聚、区位研究、学习型区域、知

识网络、知识流动及创新为主[1-3]。区域集群极大提升了产业的创新能力，主要通过区域的

知识存量、知识流动以及知识创新实现[4]。而其形成的知识网络以网络参与行为主体为节点，

以知识流动为关系链。从演化经济地理学角度来看，创新者工作地点的变动及他们之间技术

的交叠比合作研发活动更能解释网络结构的演化[5]。创新工作者是产业思维、技术创新的直

接主体及知识流动主要载体，其空间集聚分布及变化对产业集群结构、创新能力的提升以及

产值增加起至关重要的作用[6]。通过总结理学家对区域的集群创新进行了研究与分析不难发

现，学者们多将区域内的大学、研究机构、专业科技服务机构或企业作为研究主体，分析各

主体间的关系网络、空间经济构建及在构建过程中的权利变化等，而以创新工作者为主体的

研究多以产业园区为研究对象，而针对产业创新工作者空间集聚整体分异、不同行业间的差

异及动因分析尚不多见。 

文化产业是以知识及信息技术为依托的新型经济形态并具有广阔就业空间，其不是单纯

的信息技术产业，而是将信息技术与文化结合，不仅局限于影视、报业等领域而是依托数字

多媒体软件等形成网络、媒体、娱乐、媒体及文化艺术相结合的产业类型[7]。其从业人员与

传统产业类型有所区别，多为具有文化创新思维或技术创新才能的创新工作者，他们在地理

空间的集聚分布及变化能直接对产业网络的创新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及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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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因此，本文选取上海文化产业为研究案例，分行业、分区域具体对上海文化产业从业

者的地理空间集聚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试图通过案例分析总结出文化产业创新工作者空间

分布的一般规律及影响动因，以期从产业创新者的空间集聚角度为产业集群创新及创新网络

的理论研究提供实证分析并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一定理论依据。 

2   理论框架 

2.1   产业集群 

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及网络经济的发展使产业聚集逐渐升级至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创新

已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8]。近年来针对产业的集群创新国内外学者及机构从产业集

群内涵及创新能力、产业集群类型等角度进行了研究及论述，并依据企业规模结构、产业链

联系、内外关系指向、集聚效应等特征进行了划分[9-13]。钻石模型也强调创新要素对提升产

业竞争力的重要作用[14]。由于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来源于本地知识流动以及劳动力市场等

外部效应[15]，因此部分学者将集群划分为不同阶段并强调离散的国内外人才网络对产业集

群的重要作用[16]。 

国内学者也针对产业的集群创新从产业集群的理论概念、演化机制及相关典型案例分析

等方面进行相关研究，一方面通过全球、产业组织、技术创新及环境等多个角度对发展创新

性产业集群提出对策建议并从产业集群创新的演进机制角度对该系统进行由内到外三个层

次的划分。进一步以日本的创新集群为案例分析了创新集群的作用机制及关键要素，并运用

全球化与本地化视角分析了张江 IC 产业集群的演化机制。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不难看出，

集群主体间的知识流动及转化为创新的主要动力，区域企业成员通过集体性学习实现知识流

动与共享，提升区域创新能力[17-19]。 

2.2   知识网络 

网络主体之间自发的知识溢出、企业间的合作及劳动力转移实现了区域知识转移[21]。

知识网络的研究源于学者 Kobayashi 从时空角度对知识流动的分析[20]。后学者又分别从知

识网络演变与地理空间之前的相互作用、演化地理学及企业知识网络、知识流动、员工的空

间集聚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指出网络的创新决定因素归结为知识存量、知识流动及知识

创新，知识网络是以行为主体为网络节点的社会网络，具有自身的结构特征[19-24]。其中创

新工作者集聚地点的变动及技术交叠对网络结构演变产生重要作用，因为企业员工的集聚网

络关系及多重相互作用与激发学习与创新效应的产业集聚结构具有高度一致性。因此创新工

作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及知识交流是研究区域创新网络的重要方法。 

知识网络的构建及结构演化为集群主体间的知识共享、知识流动和创新提供通道，企业、

科研机构、高校、科研服务机构等作为产业集群创新的重要参与主体受到广泛关注及研究。

产业主体中创新工作者作为产业思维、技术创新的直接主体及知识流动主要载体，其集聚的

空间特征及知识交流对产业集群的创新网络有直接影响。因此，本文选取典型性较强的从业

人员多为具有文化创新思维或技术创新才能创新工作者的文化产业作为研究案例，对其空间

集聚特征、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并尝试分析其影响动因。 

3   行业选取、数据来源及模型构建 

3.1   行业选取及数据来源 

从文化产业分类来看，主要包括文化服务业及相关产品生产两部分。文化服务业由提供

文化产品、文化传播服务和文化休闲娱乐等服务行业组成，是文化产业的主体部分。因此本

文以文化服务业为主要研究对象，我国虽然制定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但其包含的内

容宽泛，对于文化服务、文化产品生产以及相关产业的划分并不明确，而各地对文化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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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及其包含的具体行业尚未进行统一[25]。针对此现状，本文结合 WTO 对现代服务业的分

类（表 1）及 2004 年中国文化部和中国国家统计局对于文化产业的分类和部分学者已有的

研究成果(花建，2009)，选取与文化产业相关程度最高的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业为主要研

究对象，具体包括：①娱乐服务；②新闻服务；③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服务； 

④体育和其他娱乐服务。在此四大类下又结合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 2012》的

分类将这四大类进行细化（表 2）。同时根据《上海市 2008 年经济普查年鉴》，整理出上海

文化产业各行业、各地区从业人员的详尽数据，为本文的分析提供空间数据来源。 

表 1 WTO现代服务业分类 

类别 行业划分 

商业服务 专业服务；计算机及其相关服务；研究和开发服务；房地产服务；出租/

租赁服务；运营商；其他商业服务 

通讯服务 邮政服务；快递服务；电信服务；视听服务；.其他 

建筑及相关工程服

务 

一般建筑物的建造工程；一般民用工程建设工作；.安装和组装工作；建

立和整理工作完成；其他 

销售服务 佣金代理服务；批发服务；零售服务；特许经营； 

教育服务 佣金代理服务；批发服务；零售服务；特许经营 

环境服务 排污服务；固体废物处理服务；卫生和类似服务 

财经服务 所有保险及其相关服务；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不包括保险） 

健康与社会服务 医院服务；其他医疗保健服务业；社会服务 

旅游及相关服务 饭店和餐馆（包括餐饮业）；旅行社和旅游经营者服务；导游服务 

娱乐，文化和体育服

务 

娱乐服务；新闻代理服务；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服务；体

育和其他娱乐服务 

运输服务 海运服务；运输内部水道；航空运输服务；空间运输；铁路运输服务；公

路运输服务；管道运输；所有运输方式的辅助服务；其他运输服务业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现代服务业分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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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文化产业细化行业（中类）分类 

分类 具体行业（中类）划分 

娱乐服务 ●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广播；电视；电影；音像制作；●文化艺术业：

文艺创作与表演；艺术表演服务； 

新闻服务 ●新闻出版：新闻业；出版业； 

图书馆、档案馆、

博物馆和其他文化

服务 

●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烈士陵园、纪念馆；● 群众文化活动、文化

艺术经济代理； 

体育和其他娱乐服

务 

●体育服务：体育组织；体育场馆；●其他娱乐业：室内娱乐活动；游乐园

服务；休闲健身娱乐活动；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市 2008年经济普查年鉴》整理 

3.2   模型构建 

为探讨文化产业（细分行业中类）创新工作者在上海各区的空间格局，本文选取文化产

业从业者集聚度作为指标，以 2008 年上海市分区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数据为基础，对从业人

员的集聚程度进行定量计算，并将从业人员的集聚程度分级进行了划分，揭示了上海文化产

业创新工作者的空间集聚格局。 

人口集聚度能反应某地区人口相对集中的程度，据此本文进一步将原有的人口集聚计算

要素进行改进，以表示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在上海各区的空间集聚情况，与人口集聚度的计算

具有同等的价值涵义，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JJDi 表示 i 区的产业从业人员集聚度；Pi 为 i 区文化产业从业人数；Ti 为 i 区总从业

人数；Pj 为上海文化产业从业人数；Tj 为上海总产业从业人数。构建从业人员集聚度计算

模型基础上对相应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上海文化产业集聚度分布于 0.4-3.1 的区间内（表 3）， 

据此进将上海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空间集聚划分为六个不同等级，并根据集聚度的差异分析上

海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空间集聚规律特征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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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上海各区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空间集聚度 

区域 文化产业从业人数 总就业人数 百分比 集聚度 

浦东新区 4276 1534573 0.00279 0.57 

黄浦区 8709 580661 0.01500 3.06 

徐汇区 4491 585017 0.00768 1.57 

长宁区 2775 388727 0.00714 1.46 

静安区 3030 254078 0.01193 2.44 

普陀区 2227 422459 0.00527 1.08 

闸北区 1670 268514 0.00622 1.27 

虹口区 1354 360054 0.00376 0.77 

杨浦区 1935 297746 0.00650 1.33 

闵行区 2839 820956 0.00346 0.71 

宝山区 1675 552323 0.00303 0.62 

嘉定区 1531 762437 0.00201 0.41 

金山区 1307 418059 0.00313 0.64 

松江区 2811 777721 0.00361 0.74 

青浦区 2782 512963 0.00542 1.11 

南汇区 1127 400729 0.00281 0.57 

奉贤区 1473 461493 0.00319 0.65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市 2008年经济普查年鉴》及《上海市 2009年统计年鉴》整理 

4   上海市文化产业从业者就业现状 

1990 年来随着以技术、知识和文化为主的新经济的兴起，个性消费和服务经济凸现(褚

劲风，2009)。近年来文化产业不仅总量规模进一步扩大且对上海市的经济增长作用显著。 

4.1   文化产业就业总量增大，产值增加 

就整个文化产业的就业总量及产值状况来看，截至 2008 年，上海文化产业从业人员达

56.98 万人，实现总产出 3304.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1%；增加值 780.11 亿元，增幅高出

同期地区生产总值 1.3 个百分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5.7%，对上海市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为 6.5%。 

4.2   文化、娱乐及体育业从业者现状分析 

按照文化产业的大类划分来看，娱乐型服务业从业人数约 2.8 万人占的比重较高约为

总数的 35.9%；其次为文化艺术业，从业人员 1.8 万人，占比 22.9%；新闻出版业的从业

人员约为 1.4 万，占比 17.8%左右；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从业人数为 1.2 万，约占 14.8%

的比例；人数最少的是体育服务业，只有 6642 人从事该行业，占比仅为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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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从业人员的性别及学历划分来看，首先，女性从业者仅占整个总就业人数的

42%，且主要集中于与娱乐业相关的服务行业、文化艺术业等，其他像新闻出版业、广播影

视及音响业、图书文化档案管理等行业从业人员相对较少。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由于该产业

的不稳定性决定的，这种流动性及不稳定性极大降低了女性就业机率。另一方面，从该产业

的从业人员学历来看，约有 53%的从业者都是大专及以上学历。这主要是由该产业的行业

类型多为需要专业技能或文化素养的广播电视设计、新闻及图书出版及文化艺术类型，也就

是需要一定的技术能力或经过专业艺术培养。因此，从业人员或是在高等院校接受过专业培

养或是进行过相关技能的培训，学历相对处于较高的水平。 

4.3   从业者在各区的空间集聚状况 

根据上海 2008 年经济普查年鉴的资料及数据整理可见，上海文化产业的创新工作者多

集中分布于城市的中心城区，其中黄埔区及静安区人数多；其次为徐汇区约有 11.6%的文化

产业创新工作者；另外分布较多的分别为浦东新区及长宁区；其他区域特别是距市区较远的

郊区则分布较少,宝山、嘉定、金山、南汇及奉贤区产业从业人员很少，而崇明的文化产业

发展尚处于空白阶段。 

5   上海文化产业从业者空间集聚特征及分析 

5.1   中心城区向外圈层递减趋势明显，郊区分布不均 

上海市文化产业创新工作者空间分布状况来看，中心城区的集聚度较高，2008 年上海

中心城区文化产业就业人数达中人数的 63.4%左右，集聚度最高的地方位于黄埔及静安等

老城区，集聚度分别为 3.06 与 2.44。从总体空间格局来看，呈现从中心城区特别是老城区

向外围圈层式递减的发展态势，徐汇区、长宁区、杨浦区、闸北区及普陀区的集聚度分别为

1.57、1.46、1.33、1.27、1.08。从文化产业在市郊地区的分布来看，其分布并不均衡，青

浦区（1.11）、闵行区（0.71）、松江区（0.74）略高于其他城郊地区。对各区创新工作者的

空间集聚度划分来看，大致可分为 6 个等级，1-6 等级人数逐渐降低（图 1）。其中，集聚

度最高的核心区（集聚度>3）为黄浦区；而后第二层级（集聚度在 2-2.5 之间）为相邻的静

安区；第三层（集聚度在 1.5-2 之间）为徐汇区；向外第四级（集聚度在 1-1.5 之间）为长

宁、杨浦、闸北、普陀及青浦区；第五级（集聚度在 0.5-1 之间）为外围的虹口、松江、闵

行、奉贤、金山、宝山、南汇和浦东新区；第六级（集聚度<0.5）集聚度最低的为嘉定区。 

 

图 1 上海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整体空间集聚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市 2008年经济普查数据及 2009年上海统计年鉴数据计算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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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种整体上中心向外围圈层递减的集聚现状原因主要在于：① 中心区文化氛围浓

厚：中心城区特别是老城区具有较好的城市文化氛围，能够激发文化创作及灵感，吸引艺术

进而工作者在此集聚；② 成本相对较低：老城区在经历城市改造、产业升级过程中遗留了

大量的旧厂房及旧工业建筑，这些地方租金相对便宜也就极大降低了创新工作者的创业成

本；③ 良好的生活及工作环境：中心城区一方面制定了相关政策积极鼓励文化产业发展，

为创新工作者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中心城区基础设施、交通及工作及居住环境

较好符合文化创新工作者对工作及生活环境的要求；④ 知识交流的便捷性：中心城区往往

是一些大型技术公司、媒体影视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所在地，因此能更好的进行知识交

流，在促进产业专业技能提升的同时促进知识溢出并提升文化工作者的创新灵感。⑤ 文化

场馆及文化节事活动提供交流平台：中心城区建有较多大型文化场馆，在此举办的国内外文

化节事交流活动为国内外异质文化的碰撞提供了平台，而这种交流进一步促进了知识的共

享，为产业创新的知识网络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具体分析几个城郊地区集聚不均的原因主要是：① 大学的集聚作用：松江文化产业创

新工作者集聚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在于松江大学城的集聚作用，大学通过与产业之间的研发

合作实现成果转化，一方面成为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基地另一方面直接参与产业网络，形成

文化产业产学研一体化的网络模式。② 科技园或艺术园区的集聚效应：闵行及青浦两区创

新工作者集聚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化产业园的集聚效应。闵行区一方面拥有上海交通大学、华

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产业人才培养，另一方面紫竹高新区的科技园区还建设有中国网络视听

产业基地，重点搭建的公共服务平台包括：网络视听云计算中心、多媒体高清制作中心、节

目内容分发中心、节目交易中心、国际交流中心、三网融合监管中心、人才培训中心，极大

吸引了网络视听等行业的文化产业工作者在此集聚。青浦区发展的文化产业园如迎祥文化产

业园、尚之坊时尚文化创意产业园以及上海青浦现代印刷产业园区等也带动了创新人才在此

地的集聚。 

虽然上海文化产业在郊区的分布出现不均衡的现象，但从城市文化创新工作者的整体空

间分布来看呈现由中心城区向外围递减的发展态势。也就是说文化产业创新工作者呈现在城

市开放性、包容性较强、城市文化底蕴浓厚、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较为完善的区域集聚的一

般规律。 

5.2   城郊集聚区优势行业类型差异显著 

如上文所指，上海市文化产业创新工作者的空间集聚呈现由中心城区向郊区圈层递减的

总体发展态势，因此后文的研究中主要选取集聚度较大、统计数据完整、差异较为明显的中

心城区以及郊区中的闵行、松江、青浦区进行详细分析。 

从此角度来看上海各区具有优势性的行业差异较为明显（图 2）。其中黄浦区的新闻服

务业占主导优势，占整个黄浦区 57.6%的比例，其次为娱乐服务业及体育服务约占比例 21%

和 19.4%。徐汇区、长宁区、静安区、普陀区、闸北区都以娱乐服务业为主导行业类型，

分别占本区文化产业总比的 30%、38.9%、34.7%、41%、44%。虹口区及松江区娱乐及体

育行业所占比例相当，而杨浦、闵行及青浦区的体育服务及其他娱乐服务在本区具有相对优

势。显然，城市中心区特别是老城区文化产业集聚的主要行业为娱乐服务及新闻出版相关的

类型，而向距离中心城区较远的几个郊区来看，虽然也为文化产业集聚度较高的区域，但其

行业类型与中心城区差异明显，主要为以体育服务和其他服务为主的文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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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上海文化产业分城区主导行业分异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市 2008年经济普查数据绘制 

该类行业在中心城区集聚的主要原因为：首先老城区文化底蕴丰富，是上海的海派文化

中心这是吸引文化艺术人才集聚的重要因素；另外，黄埔、静安等中心城区历来为上海市政

机关所在地，与文化产业相关的单位众多，是新闻、媒体出版发行密度较高的地区，因此从

事出版业的创新人才多选择在此集聚；此外，作为上海市商业中心及副商业中心的中心城区

商业及旅游业都较为发达，与之配套的娱乐服务业及基础服务设施等都较为完善，因此该类

行业的创新工作者多集中于此。与中心城区相比郊区的上述优势相对较弱，但其城区面积相

对较大，适合建设占地面积较大的体育场馆、游乐场及大型文化活动中心等，加之大学对相

关专业人才的培养使与体育服务和其他娱乐服务相关的文化产业行业从业者在此集聚。 

5.3   文化产业产值与创新工作者空间集聚度呈正相关 

虽然各区的主导行业类型受地区发展状况及自身条件的影响集聚状况有多不同，但总体

来看还是遵循由中心城区向外围郊区递减的发展规律。本文进一步根据 2008 年上海经济普

查数据对文化产业在上海各区的产值进行分析，显然文化产业的产值与其创新工作者在地理

空间的集聚状况呈正相关的关系（表 4）。 

如表所示，产值最高的城区为静安、黄埔及徐汇区（图 3），分别占比 32.1%、16.1%

及 11.6%；其后依次为浦东新区（7.6%）及浦西中心城区的长宁区、卢湾区、虹口区、普

陀区、杨浦区及闸北区。城郊区域内产业产值也与创新工作者的分布呈正相关，闵行、松江

及青浦地区依然为城郊产值较高的区域，分别占总产值的 2.7%，2.3%及 1.8% 

总结来看，文化产业的创新工作者的空间集聚情况与其产业产值呈正相关，也呈现由中

心城区向郊区递减的总趋势，且中心城区产值明显高于城郊地区。按行业类型集聚来看，中

心城区以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和文化艺术业为主的娱乐服务业以及以新闻业和出版业为

主的新闻出版业产值较高，而市郊地区以体育组织、体育场馆为主的体育服务业，以室内娱

乐活动、游乐园服务、休闲健身娱乐活动为主的其他娱乐业产值相对较低。也就是说，文化

产业创新工作者的集聚对提升产业的产值有重要的作用，创新工作者集聚的区产值较高，而

创新工作者集聚相对较少的区域产值也相对较低。因此，要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提高产业的

产值需要重点关注创新人才的集聚情况，营造良好的环境并提供良好的知识交流平台吸引创

新工作者的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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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上海文化产业各区产值情况 

区域 产值（万元） 集聚度 

浦东新区 109467 0.57 

黄浦区 289828 3.06 

徐汇区 165696 1.57 

长宁区 70495 1.46 

静安区 457357 2.44 

普陀区 48453 1.08 

闸北区 26532 1.27 

虹口区 56976 0.77 

杨浦区 38517 1.33 

闵行区 37921 0.71 

宝山区 13103 0.62 

嘉定区 27153 0.41 

金山区 6032 0.64 

松江区 32719 0.74 

青浦区 26017 1.11 

南汇区 6313 0.57 

奉贤区 14267 0.65 

数据来源：根据上海市 2008年经济普查数据及 2009 年上海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图 3 上海市文化产业各区产值比例差异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市 2008 年经济普查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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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讨论 

创新工作者作为知识流动的直接载体，对产业的集群创新和产值提升起重要作用。本文

通过对比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国际贸易组织服务业分类并结合 2008 年上海经济普查分类

和数据及2009年经济普查数据进行整理，总结了上海文化产业工作者的整体空间集聚趋势、

按行业划分的集聚特征、集聚度及其与产业产值之间的关系，在得出文化产业创新工作者空

间集聚的一般规律的同时期望通过合理不同地区产业工作者的集聚来进一步增强产业的整

体集群创新能力，进而提升文化产业产值。 

通过总结得出：①上海市文化产业创新工作者空间集聚态势明显，呈现由中心城区向城

郊地区递减的总体趋势。中心城区特别是老城区的从业人员集聚度相对城郊地区较高，但城

郊地区由于各自的区域发展条件不同也呈现不均衡的发展态势。②中心区及城郊区域集聚的

优势行业类型变化显著，城市中心区以新闻服务及娱乐服务型行业集聚为主，而城郊区则呈

以体育及其他类型娱乐服务类型为主的发展规律。③文化产业创新工作者的空间集聚度与产

业产值呈正相关关系，从业者集聚度越高的地区产业产值也越高。且中心城区的产值远高于

城郊地区。 

综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要进一步促进文化产业的集群创新及产值提升就要着重关

注产业创新从业人员的分布。在明确总体分布特征的基础上根据各区自身发展条件、各区主

导行业优势和产业从业人员分布现状制定不同的发展策略。一方面巩固优势行业的集群发

展；另一方面也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吸引不同行业创新工作者的集聚，促进不同行业间知识共

享和交流，通过互补型行业的集聚增强产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形成相对均衡的产业集群创新

网络，带动产业整体产值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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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Industry  

professionals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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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on workers are direct carrier for knowledge flow whic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ndustrial cluster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output. This paper uses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data 

analysis and agglomeration degree analysis in concluding entirety spatial agglomeration trend of 

innovation workers of the Shanghai culture industry, its agglomeration features among different vocat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industrial output. The general rules of innovation 

workers spatial agglomeration has been concluded:①The special agglomeration decrease progressively 

from city center to urban fringe;② Advantaged industries are different between city center and urban 

fringe;③ The agglomeration degree and production value appears to be positive correlation.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several suggestions has also been proposed in rationalizing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innovation workers in culture industry and one step further promoting the output of cultur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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