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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机械工业发展前景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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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本文以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机械工业的生产、投资、新产品开发和对外合作来详细描述东北老工业基地机械工

业的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上对东北机械工业的发展前景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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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序言

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包括吉林、辽宁和黑龙江三省，是在中国基础比较雄厚、实力较强的工业

基地，其机械工业在全国的比重很大。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机械工业是伴随着 20 世纪 50年代初

期国家大规模的重点建设发展起来的。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机械工业经过“一五”（1953~1957
年）到“四五”（1971~1975 年）时期发展壮大，在全国的地位举足轻重，对中国的工业发展发展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国家“关于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的政策（2003 年）给东北机械工业发展带来了历史机遇 ，

其发展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吉林省是中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之一，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是

中国产量第一，能够生产重、中、轻、轿车等各种车型的综合性汽车制造基地，另外还有长春轨道

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等著名企业；辽宁省以汽车、机床、通讯计算机三大产业为主，汽车和机电等产

品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大连造船厂是中国八大造船场之一；黑龙江省是电站设备、车辆和飞机等

产品的重要产地，哈尔滨航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团公司在中国飞机和电站

设备制造领域具有领先地位。

东北三省机械工业占东北地区工业的比重很大，机械工业的发展对整个工业的发展起重要的推

动作用。本文对东北三省机械工业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和分析，展望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机械工

业发展前景。

本文在第二部分以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机械工业生产、投资、新产品开发和对外合作来描述东北

老工业基地机械工业的发展状况，在第三部对东北机械工业的发展前景进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2222 东北老工业基地机械工业的发展

2.12.12.12.1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机械工业生产

经过 50 多年的建设和发展，东北机械工业已成为一个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工业体系。东北机

械工业对整个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全局具有重要影响。随着国家振兴东北老工

业基地战略的实施，东北机械工业有了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强的发展潜力，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东北机械工业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步伐明显加快，增长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

机械工业综合实力和科技实力得到提升，吉林省和辽宁省机械工业总产值全国排名稳居前 10名。东

北机械工业作为东北工业经济支柱产业的地位和作用得到进一步体现。

汽车工业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机械工业的支柱产业，下面先介绍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汽车产业。我

国汽车工业生产可分为四大区域：东北地区、上海与江苏、北京与天津、湖北与重庆，其中东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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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地位最为突出。东北地区的汽车工业决定着东北工业经济的发展方向。2001~2006 年期间，东

北汽车工业紧紧抓住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历史机遇，以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为重点，体制创新和

机制创新为动力，在生产、投资、新产品开发和对外合作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汽车工业的发

展，带动了计算机软件、汽车零部件等产业的发展。汽车工业网络平台的建立，促进了汽车贸易和

服务业的发展。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哈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为东北汽车

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拥有 6 大

系列产品，销售占中国国内市场份额的 18%。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被中国汽车联合会授予“机械

行业核心竞争力十佳”荣誉称号，并且被美国著名杂志《财富》（中文版）评为中国最受赞赏的企业 。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对东北汽车工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中

国第一汽车集团哈变速箱厂以及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哈轻型车厂等在东北地区各省的机械工业发展中

起重要作用。表 1 为东北主要汽车工业企业。

表 1 东北地区部分汽车工业企业

东北汽车工业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机械工业的发展， 2001~2006 年期间东北机械工业的发展

态势良好，生产、销售、效益始终保持较高速的增长，有力地推动着东北地区工业经济的增长。表2
为 2001~2006 年东北机械工业的生产发展情况。

表 2 东北机械工业的生产发展情况（2001-2006年）

单位：个、万人、亿元、％

吉林省 辽宁省 黑龙江省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沈阳兴远东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哈轻型车厂

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航天三菱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哈变速箱厂

中国北车集团长春客车厂 沈阳金杯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大庆汽车改装厂

年份 企业数 职工平均人数 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率 销售收入 同比增长率

2001 2566 111 534 7 1840 12

2002 2431 96 626 18 2147 17

2003 2350 102 780 23 2755 27

2004 3138 100 1043 28 3195 11

2005 5226 127 1239 17 4524 39

2006（上半年） 5437 128 751 —— 2202 ——

合计 —— —— 4973 —— 16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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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06 年上半年东北机械工业规模以上（年销售收入 500 万元以上）企业为 5437 个，全年职

工平均人数为 128 万人，工业增加值累计为 4973 亿元，产品销售收入累计为 16100 亿元。可以看

出，东北机械工业的生产规模在不断扩大，企业数从 2001 年的 2566 个增加到 2006 年的 5437 个，

职工平均人数从 2001 年的 111万人增加到 2006 年的 128 万人，企业数和平均职工人数均表现出逐

渐上升的趋势，这是东北机械工业不断壮大的重要表现。同时，东北机械工业经济保持稳步快速增

长，表现出生产、销售同步增长的态势。工业增加值和产品销售收入的增长幅度基本保持 10%以上 ，

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2004 年最高，为 28%，产品销售收入增长率 2005 年最高，为 39%，经济指标

增长率的变动表明东北机械工业经济仍会保持稳定快速增长的趋势。

重点骨干企业增势明显，这是全行业增长的重要基础，投资的拉动使市场对机械产品的需求势

头不减。重点考核的机械工业企业，基本上左右着全行业的经济发展走势。表 3为东北机械工业中

部分销售收入过亿元的重点企业。

表 3 东北机械工业部分销售收入过亿元的重点企业

机械工业是整个工业发展的动力，对整个工业发展起主导作用。图 1为 2001~2006 年东北机械

工业增加值在东北工业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东北机械工业增加值在整个工业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

较大，近期的比重均为 17%以上。2001 年的比重最低为 17.4%，2004 年的比重最高为 21.4%，这

一时期的平均比重为 19.5%。可以看出，东北机械工业对东北地区工业经济的发展具有强有力的推

动作用，对东北三省经济的整体运行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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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东北机械工业增加值在整个工业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

吉林省 辽宁省 黑龙江省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航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连冰山集团有限公司 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团公司

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兴远东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铁路车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北车集团长春客车厂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大连柴油机厂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长春长铃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哈轻型车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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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2 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机械工业的投资

随着国家“关于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的启动，东北机械工业得到了调整、充实和完

善，发展环境显著改善。东北机械工业借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机遇，有计划、有步骤的

进行自身的调整与改造。吉林省以汽车为龙头，建设国内最大、最强的汽车工业基地；以优势特色

产品为重点，大力振兴东北机械工业。吉林省计划 2006~2007 年围绕轿车规模化、重型车高端产品

平台技术以及零部件系统化等投入 180 亿元，建设 35 个重点项目。2008~2010 年围绕提高整车国

际竞争力和专用车系列化等投入 220 亿元，建设 35 个重点项目。国家批复国债项目中，轿车车门

等 19 个项目被列入国家国债专项计划。黑龙江省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将微型汽车和发动机、大型超临界火电机组以及蒸汽燃汽联合机组等产品作为机械工业重点发展的

产品。黑龙江省计划建设机械工业项目 197 项，总投资约 300 亿元，其中申请国债项目约 79 亿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首批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国债改造项目，黑龙江省批准实施 37 项，其中机械工

业 17 项，项目总投资 30 亿元。辽宁省以汽车、电工电器和机床工具等行业为重点行业，通过自主

开发与引进技术并举来提高机械工业的整体水平。辽宁省机械工业列入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工

业专项国债项目 55 项总投资约 107 亿元。35 个项目已经安排资金计划，项目总投资约 60 亿元，

其中国债资金约 5 亿元。

2.32.32.32.3 新产品开发

2001~2006 年，东北地区有多家企业建立了科学技术中心，通过建设技术中心，进一步增强了

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促进了行业结构优化和产品进一步升级。一批通过引进技术和合作形成的中

档轿车、汽车零部件等重点产品发展很快。一批通过二次开发和自主开发形成的重型卡车、轨道交

通设备等优势特色产品，在竞争中经受住了考验，市场地位不断提高。

一些产品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例如，吉林省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与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共同

研制的红旗 CA7460，是我国第一辆自主驾驶轿车。红旗 CA7460 自主加强系统的总体技术性能和

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一成果将有力地推动我国汽车智能化的研究进程；长春长客—庞巴迪车

辆有限公司自行制造的首列 A型铝合金地铁客车标志着我国地铁车辆生产技术达到国际水平；中国

第一汽车集团自主研制开发的我国第一台 CA6DL“奥威”4 汽门大功率重型柴油机，缩短了我国柴

油机与国际先进水平近 20 年的差距。辽宁省大连重工·起重集团与美国罗宾斯公司合作设计制造的

我国首台最大的全断面隧道掘进机（TMB），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黑龙江省哈锅炉厂与日本三菱公司

签署的脱硝 SCR技术转让协议，填补了国内脱硝技术空白，标志着我国的脱硝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哈电站集团引进美国 GE公司设计制造技术生产的 400MW 级的重型联合循环燃汽轮机，

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容量最大的重型燃汽轮机，是中国能源调整的一个重要里程杯。

科研和技术优势是东北机械工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东北地区已成为全国机械工业重要的科

研、技术、生产基地，是中国著名的机械科研中心。东北机械工业的人力资源丰富,每万人拥有国有

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在校大学生数都居全国前列。东北地区科研力量雄厚，拥有吉林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和东北大学等国内著名的高等院校，这些院校在中国机械科研领域具有重要地位。

目前，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是我国汽车工业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其汽车设计制造学科是国内汽

车专业领域最早且惟一的国家级重点学科，拥有众多汽车相关学科的著名学者。东北机械工业充分

借助东北地区的教育科研优势，建立了以企业为主体，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协同参加的科研成果向

企业转化的机制，如吉林省 160 多个企业与吉林大学等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技

术合作关系，并且建立了一些产学研基地。通过联合开发和联合公关，增强了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

化吸收和创新能力。一些重点骨干企业采用了可靠性设计等先进技术缩短了产品开发周期，新产品

开发从数量到质量都有了较大提高。

2001~2006 年期间，东北机械工业有多个项目获得省级科技进步奖，其中吉林大学完成的汽车

盘式刹车片生产线工艺及装备的研究与开发、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完成的 6000t 拉伸矫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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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完成的红外线转换荧光材料合成技术及其对红外激光

的探测等项目获得了一等奖。

东北汽车工业中多个项目获得中国汽车工业科技进步奖，其中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等完成的

汽车工业用机器人开发与应用和吉林大学完成的在用车辆智能化检测系统新技术研究、汽车车身结

构及部件快速设计、制造分析 KMAS 软件系统等项目获得了一等奖。

2.42.42.42.4 对外合作

2001~2006 年，东北机械工业进一步明确了国际合资与合作对增强企业自身实力的关键作用，

采取多种形式招商引资，加快与国际大型企业集团经济与技术合作的步伐。通过国际互联网、国外

驻中国商务机构以及省市政府常驻国外机构等，以日本、韩国、美国等地区为重点与国外企业寻求

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合作。2002 年，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签署合作项目。根

据协议，双方就实现中高档轿车、微型车和中高档 SUV（运动型多功能车）三个领域的生产达成一

致意见。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合作对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和产业格局具有

重要影响。2003 年，金杯汽车股份公司通过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合作，使轻型客车后续产品的推

出得到技术支撑，巩固了金杯客车在市场上的地位。2004 年大连重工·起重集团与韩国集装箱集团

进行了关于岸边集装箱起重机的合作，合同总金额达 4399 万美元。哈电站设备集团通过与日本三

菱公司、日本东芝公司等 8个著名公司合作，引进了 11项高新技术，缩短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

大连冰山集团通过与日本三洋等国际大公司合资合作，引进了巨额外资和先进生产技术，市场竞争

力不断增强。2006 年，一汽大连客车厂与韩国大宇客车株式会社签订意向书，共同出资成立客车合

资公司。计划合资公司将于 2008 年建成投产。主要生产韩国大宇高级城间客车与城市客车，年生

产量从 1200 辆起步。这一时期，东北机械工业还与美国 GE公司、美国通用公司以及德国西斯公司

等国际著名企业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3333 东北机械工业发展前景的展望与政策建议

3.13.13.13.1 对东北北机械工业发展前景的展望

目前东北机械工业发展的关键还是投资拉动。固定资产投资是拉动东北机械工业保持持续增长

的重要因素，决定投资增长的重要因素是国债投资、外商投资和民间投资。近年来经济增长的态势

表明，国债投资实际上逐步发挥了一种经济机制的作用，通过它可以促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消

费的增长，所以国债投资不会至少不会大幅度降低。随着东北经济的持续增长、投资环境的不断改

善以及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可以预期外商直接投资和民间投资应该会继续较快增长。从消

费角度分析，对东北机械工业影响最大的是汽车工业。当前，载货车逐步向重型化方向发展，重型

车产品将受到用户越来越多青睐。经济型轿车总体走势继续较好，但实际的市场份额未能有效提升。

可以预期东北汽车工业可以保持稳定增长。

外需是推动东北机械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2006 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对主要国家和地区的

进出口额均保持增长，金额最大的仍然是亚洲市场。日本是中国机械工业最大的贸易伙伴，实现双

边交易额 260 多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25%。除日本外中国的贸易伙伴按交易额依次为美国、德国以

及韩国。虽然目前东北机械工业的利润受到汇率变动的一定程度影响，但是东北机械工业的出口交

货值仍然保持较大幅度的增长。专用设备制造业和交通设备制造业等行业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

虽然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汇率调整以及贸易保护等因素的影响，但是目前的国际环境应该还是

有利于东北机械工业产品出口的扩大。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目前东北地区综合经济的大环境还是比较有利的，预计 2007 年东北

机械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达到 26%左右，产品销售收入增长率达到 25%。

3.23.23.23.2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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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东北机械工业企业的体制创新 , 实行投资多元化。国有资本要向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重

要行业、大型企业集中。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机械工业，放宽民间资本的各种准入条件。同时要积极

吸收外资，进一步提升东北机械工业的竞争能力。通过促使各种资本的融合，实现投资多元化。

发挥产业聚集效应，重点发展有特色产业集群。以政府规划、企业行为、市场运作为原则 , 在

产业链和市场链的作用下，按产业集群思想整合东北机械工业资源，建立以汽车、电力装备和机床

装备等为核心的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集群充分发挥东北机械工业的比较优势，提升东北机械工业的

竞争力。

进一步促进企业、科研机构以及大专院校的合作。利用良好的合作机制，通过选择能够带动国

民经济发展，替代进口等关键产品的重要核心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推动高新技术向企业转移，进一

步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完善机制，吸引和储备人才。完善人才市场配置机制，把市场配置作为人才流动的基础手段。

建立以业绩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完善人才评价标准。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切实保障和维护人才

与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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