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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工业建设用

短短 60 余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长

达数百年的历程。总体而言，中国工业

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从一穷二

白起步，通过苏联援建的 156 个项目，

中国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基础，此为

第一阶段；而始于 1964 年的三线建设则

进一步优化了我国的工业布局及提高了

整体工业水平，此为第二阶段；改革开

放后是第三阶段，这一阶段通过大规模

的技术引进，缩小了与国际工业水平的

差距，我国开始跻身于世界制造大国的

行列。我有幸见证了中国工业的变革大

时代，并亲身参与了后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156 个援建项目奠定我国工业基础

第一个阶段是始于 1953 年的第一

个五年计划，以苏联援建 156 个项目建

设为主要内容，包括 106 个民用工业企

业和 44 个军工项目。这 156 个项目主要

分布在 17 个省（区），大部分在东北和中

西部，实际建成 150 个项目，涵盖了几乎

所有的工业门类，为一穷二白的中国奠

定了门类齐全的工业基础。长春第一汽

车制造厂、洛阳第一拖拉机厂、第一重型

机器厂、西电公司、兰州炼油化工厂、武
钢、包钢等一大批工业企业，还包括包

头一机、二机（生产坦克），哈飞、沈飞（生

产歼击机、直升机）等大批工业企业都

是在这批援建项目中创建的。这些企业

后来都成为本行业的排头兵和工业“母

鸡”，为后来其他工业企业输送了大批技

术骨干，也为中国国防工业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新增工业生产能力在历

史上是空前的。以钢产量为例，1952 年

仅 135 万吨，5 年后达到 535 万吨。这

一时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是真诚和无

私的，可以说 156 个项目奠定了中国工

业基础，中国开始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

迈向工业国。现在这些企业大部分还在

运营，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升级换代，

大多数仍是本行业的骨干企业。

新中国工业的三大里程碑：

苏联援建、三线建设及大规模技术引进
□ 张国宝

“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助中国“156个工程”，是中国现代工业建设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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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

三线建设优化我国生产力布局

对新中国工业发展有里程碑意义

的第二阶段是始于 1964 年的三线建设

战略。三线建设无论从规模、实际成效，

还是对后来发展的影响都大于 1958 年

的“大跃进”。当时中苏开始交恶，台海

形势依然紧张，越战爆发，毛主席出于

准备打仗的战备考虑作出了进行三线

建设的战略决策。此举的目的是改变我

国生产力布局，战略大调整的方向是由

东向西转移，建设的重点转移至西南、
西北，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主。

所谓“三线”指陇海线以南、京广线

以西、韶关以北的腹地，多为山区。从

1964 年至 1980 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

16 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 13 个省

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了 2 052.68

亿元巨资，超过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

的 40%；400 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
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

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

号召下，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

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

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 1 100 多个大

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当时，全国有 380 多个项目、14.5

万人、3.8 万台设备从沿海地区迁往三

线地区。许多单位都一分为二，一半人

马来到“三线”建设新厂。那时候，在三

线地区建设起一批能源交通基础设施。
例如，甘肃的刘家峡水电站，焦枝、成
昆、阳安（阳平关至安康）、襄渝铁路等。
在制造业领域，鞍钢包建了攀枝花钢铁

厂，以及位于德阳、自贡的东方发电设

备制造公司；一汽包建了位于十堰的第

二汽车制造厂（东风）；一大批核工业、
航空、航天、兵器甚至船舶制造企业也

迁往三线地区，成为我国国防工业的骨

干。现在的绵阳科技城、汉中的大飞机

制造基地都是在这一时期建设。
1967 年我大学毕业，结束两年的

部队农场锻炼后，即参加了三线建设。
“文革”期间毕业的老五届理工科大学

生大部分也来到了三线。
但由于当时过分强调“靠山、隐蔽、

进洞”，不少工厂缺少必要的生产生活

条件，以后不得不调整搬迁到离城市较

近的地方。例如成都的龙泉驿地区就是

后来三线工厂搬迁的集中地。后来我在

国家计委工作，分管三线调迁时经手了

很多军工企业迁至龙泉驿重新落户。我

曾参与建设过的厂也在西安开发区建

了基地。1983 年 12 月，国务院三线办

公室在成都设立。
1991 年我在国家计委投资司工

作，后来任副秘书长，正巧分管三线调

迁工作。
但在此之前的几年，调迁工作早已

开始。1984 年 11 月在成都召开会议，确

定第一批调整 121 个单位，迁并 48 个，

全部转产 15 个。其后一些三线企业陆

续迁往邻近中小城市，如咸阳、宝鸡、沙
市、襄樊、汉中、德阳、绵阳、天水附近。
而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军工科技企业则

移往成都、重庆、西安、兰州等大城市。
虽然后来作了一些调整，但三线建设

对于我国的生产力布局，中西部发展影响

深远。一些三线企业成为行业的龙头企

业并走向国际。现在回顾起来，当时花那

么点钱完全值得。这是我国工业发展的

第二个里程碑，优化了我国的工业布局。
许多参加三线建设的同志“献了青春献子

孙”，为国家的工业布局调整作出了贡献。
第三阶段：

大规模引进技术助力我国工业化腾飞

新中国工业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

阶段是从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后
开始，这个阶段我国大规模引进技术。
事实上，华国锋任主席后就意识到要搞

经济建设。但直至 1978 年，国家明确改

革开放政策，从发达国家大规模引进技

术，几乎涵盖了所有工业门类。
1978 年，我国与外商签订 50 多个

引进技术设备的项目，协议金额 78 亿

美元，加上 1979 年的协议金额共为

79.9 亿美元。这比 1950 年至 1977 年间

我国引进技术设备累计完成金额 65 亿

美元还多 14.9 亿美元。协议的总金额

中，冶金、化工项目占 62%，其中上海宝

钢等 22 个重点项目的协议金额为 58

亿美元，占总额的 74%。
到 1980 年，全国工业总产值 4 703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 46.3 倍，工业总

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 1949 年

的 25.2%上升到 1980 年的 57.4%，占

国民收入的比重由 1949 年的 12.6%上

升到 1980 年的 45.8%，主要工业产品

产量成倍、成十倍、成百倍、成千倍，甚

至成万倍地增长。从 1949 年到 1980

年，主要工业品产量在世界的排位不断

上升，钢由第 26 位上升到第 5 位，煤从

第 9 位上升到第 3 位，发电量则由第

25 位上升到第 6 位；而从零起步的化

纤 和 电 视 机 这 两 个 产 业 的 产 量 ，到

1980 年在世界的排名已经位列第 5。
技术引进填补了我国大批技术与

生产领域的空白。通过引进，我国在短

期内，使一批重型机械、矿山机械、化工

机械、发电设备，机床、汽车、拖拉机、飞
机、坦克、船舶以及轴承、风动工具、电
器、电缆等技术面貌发生了变化，使国

家工业化跨入起飞的发展阶段。
而制造业的发展也推动了我国产业

结构的改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第一

产业比重高达 45.52%，处于主体地位。
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 34.38%

和 20.20%，处于从属地位。1980 年，第

二产业比重已高达 61.8%，我国工业化

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通过技术引进还建

立了新兴的工业部门。建国时，我国的

现代化工业部门极少，经过引进，我国

建立起了石油化工、无线电、化纤、电子

计算机和彩色电视机等新兴工业部门。
从 1981 年起，我在国家计委机械电

子局工作，恰好分管技术引进。当时国家

外汇很少，技术引进要申请外汇指标。由

于西方国家对我们长期封锁，我们的技术

标准全源于苏联。改革开放后，我们发现

自己与西方发达国家间的差距非常之

大。当时即使是西方国家给我们一些二

流技术，对我们来说也非常新鲜。那个时

期，西方发达国家看到我们差距之大，戒

心很小，引进技术障碍很少。以机械工业

为例，当时我们从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引进

了 30 万千瓦和 60 万千瓦的汽轮机组，

从 ABB、西门子、阿尔斯通引进了 500 千

伏输变电技术，使电力工业上了一个台

阶。从密封件、高强度螺栓、轴承等基础

件，到铸锻热处理工艺技术、露天矿成套

设备等等都引进了国外先进技术，通过消

化吸收再创新，有些甚至青出于蓝。今日

中国工业的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差

距缩小，已开始跻身于世界制造业大国。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

家能源局原局长）
（转自《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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