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 卷第 9期

地

2016 年 09 月

理 科

学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Vol. 36 No. 9
Sep ., 2016

陈琳琳，金凤君，洪辉.东北地区工业基地演化路径研究[J].地理科学,2016,36(9):1378-1387.[Chen Linlin, Jin Fengjun, Hong Hui. The Evolution Path of the Industrial Base in Northeast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2016,36(9):1378-1387.] doi: 10.13249/j.cnki.sgs.2016.09.011

东北地区工业基地演化路径研究
陈琳琳 1,2，
金凤君 1，
洪辉 3
（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101；3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北京 100048）
摘要：东北地区的工业基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做出过突出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其工业明显衰退并逐步成为
摘要
问题区域，产业转型是破解发展困境的关键。论文构建了工业基地识别指标体系，从全国尺度对 1985、2001 和
2010 年东北地区工业基地进行识别和筛选，分析其演化特征，探讨不同类型工业基地的产业演化路径。研究结
论：① 整体工业地位显著下降，多数基地产业结构单一，以传统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装备制
造业发展尤其缓慢；② 资源型工业基地一直维持单一产业主导的发展方式，产业转型应当在资源开发的同时向
资源深加工方向转变，从而发展成为新型原材料基地，或延伸产业链，建设能源、基础原材料和装备制造的综合
工业体；③ 成熟型工业基地的产业组合方式由多种行业组合向双行业主导的轨迹演变，未来发展应继续依托产
业园区，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④ 衰退型工业基地产业组合由多种产业组合发展向单一产业主导的方向演变，
未来应依托所在区域的一体化分工，
逐步推进自身的工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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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基地作为一种特殊的地域类型，其产业

自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
针对东北老工业基

升级与竞争力的提升对区域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

地的振兴发展，
不同学者从不同尺度和多个角度开

地位。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

展了大量研究，表现为：一是从区域整体上系统性

地区的工业基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做出过突出

研究其可持续发展问题 [1]；二是从产业发展 [2~4]、城

贡献，但由于工业基地发展周期影响和传统僵化

市化 [5]、生态环境 [6~8]、基础设施 [9]、社会民生 [10]、创

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其经济出现不同程度的衰

新发展 [11]、体制机制 [12]、区域援助政策及其效果评

退。党中央、国务院对东北地区的发展历来高度

估 [13,14] 等具体领域开展的研究；三是探讨东北老

重视，2003 年作出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

工业基地振兴中的热点问题，包括资源型城市转

兴战略的重大决策以来，先后采取一系列支持、帮

型对策 [15,16] 、城市群功能优化 [17] 、城市老工业区改

助和推动振兴发展的专门措施，如《东北地区振兴

造[18,19]、区域经济合作[20]等；四是区域规划和区域发

规划》、
《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2013～

展战略研究，主要针对区域振兴和区域开发中大

2022）》等。这些国家战略的实施对东北地区老工

量的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旅游规

业基地的振兴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十多年来东

划及其他类型的发展战略，开展区域发展的实践

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事业

研究[21]。

都取得了较快发展，但是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在

以往的研究侧重于东北地区整体振兴的战略

全国的地位仍在下降，国有企业改革、资源型城市

和对策，对于分类型的产业发展与转型路径研究

转型等问题依然突出。

较少。而东北振兴要解决的问题已经与以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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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需要依托明确的功能区域实施精准政策，因此

数来评判工业的专业化水平和市场份额。这些基

东北振兴的抓手应从区域一体化的政策实施过渡

本研究方法，在此不做赘述。③ 阈值控制。对工

到城市分类指导，进一步细化空间单元转型对策，

业行业总产值的空间累计分布分析可以发现，行

以便政策与资金等扶持的精准化。工业基地作为

业大类的工业总产值比重与城市个数符合幂函数

关键区域是东北地区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本文

和指数函数分布，且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

立足于全国，以地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识别东北

系。并且，产业的产值累积分布曲线呈现幂率分

地区的工业基地，尝试分类剖析其演化路径并探

布的特点，即 20%的城市占有 80%的工业总产值

讨其转型模式，以期为东北地区突破瓶颈、振兴发

（图 1）。因此依据比重在 80%左右、阈值取整的原

展提供支撑。

则，对各行业工业产值比重阈值分别取值。同时，
通常认为，区位熵大于 1 时，该产业在整体经济中

1 识别流程与数据来源

的专业化水平高；区位熵大于 2 时，该产业具有明

1.1 技术流程
工业基地的识别，多数研究采用定性分析，少

显的专业化意义[25]，基于此标准，进一步对各行业

数学者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但指标及

面来看，规模和专业化水平两类指数是识别工业

标准存在争议。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根据数据可

基地的重要参考标准，但仅此尚不能够准确的识

获得性和专家访谈意见，采用“指标+阈值”法对

别出产业的基地。因为一般工业规模较大的城

1985 年、2001 年和 2010 年东北地区的工业基地进

市，关联产业都会同步发展的较快，以致工业行业

行识别,识别流程如下：① 行业类型划分。根据

在区域产业体系中的地位相对弱化，专业化水平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
（2002 年版），选取钢铁、

对这些工业的约束能力不强。生产能力（产量）可

煤炭、化工、石油、有色、食品、纺织、装备制造业、

更为准确的衡量地区这类工业在全国经济体系当

森工、造纸工业包括的 30 个两位数重点行业，归并

中的地位和市场份额。根据笔者对全国各城市 30

为基础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装备制造业和轻工

个两位数重点行业的产能数据分析，对结果进行

业四大类 。② 指标遴选。工业基地至少应具

修正，剔除专业化水平较低、结构单一而在阈值控

备 2 个显著特征。一是较大的工业产品规模，能够

制中不能识别的城市。⑤ 工业基地类型划分。基

为区外提供足够的工业产品或工业服务

，为此

于规模划分类型：因不同年份规模阈值不同，按照

对工业行业的资产规模和从业人员规模进行叠加

工业总产值指数折算，将工业基地划分为大型、中

分析。二是专业化水平，相对于全国整体经济体

型、小型 3 种规模类型，划分标准如表 1 所示。同

系，工业基地应具备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和较高的

时，根据产业结构特征，将工业基地划分为单行业

市场份额，本文借鉴区位熵和赫希曼-赫芬达尔指

主导型、双行业主导型、三行业主导型和均衡型 4

[22]

[23,24]

区位熵进行阈值设定。 ④ 识别修正。从全国层

图 1 部分行业工业总产值累积分布
Fig.1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al gross output value in part of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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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工业基地类型划分的标准
Table 1

Division standard of industrial base

大型基地

中型基地

小型基地

产值规模（亿元）

比重（%）

产值规模（亿元）

比重（%）

产值规模（亿元）

比重（%）

1985 年

>600

>1

170～600

0.3～1

<170

<0.3

2000 年

>2300

>1

650～2300

0.3～1

<650

<0.3

2010 年

>7000

>1

2000～7000

0.3～1

<2000

<0.3

种类型，单行业主导型是指一类产业产值占工业

全国比重下降 15 个百分点，基础原材料工业下降

总产值的比重达 60%，双行业主导型是指两类行

10 个百分点（表 2）。工业基地的规模方面，鞍山、

业产值比重之和占 70%以上，三行业主导型是指

大庆、沈阳工业规模下降，由大型降至中型，本溪、

三类产业组合、各类产业产值比重超过 20%、总比

丹东、抚顺、吉林、锦州、辽阳、牡丹江、齐齐哈尔、

重占 90%以上，均衡型是指各类产业产值占比均

营口 9 个工业基地则由中型变为小型（图 2）。

超过 10%。

进入 21 世纪，国家在全国范围内统筹区域发

1.2 数据来源

展和产业布局，区域发展开始进入以“东部率先、

工业基地识别以地级行政区为基本空间单

东北振兴、中部崛起、西部开发”四大区域板块为

元，城市分类依据《2011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

主，并赋之于部分城镇密集区的多元化区域战略，

识别范围涵盖中国大陆地区 31 个省份（不包括香

东北工业基地在全国的地位略有提升（表 2），工业

港、澳门和台湾）的 344 个地市区域单元。工业行

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上升至 8.38%，其中轻工业比

业的产值数据和从业人员数来自全国各地市（州）

重提升幅度最大，达 3.10%；同时，随着外商投资自

相关年份统计年鉴。

南向北移动，
外商强烈偏好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以

[26]

及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显著比较优势、
盈利率高的产

2 东北地区工业基地演化特征

业，东北地区工业基地以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

2.1 东北工业基地在全国的地位大幅下降
新中国初期，国家经济建设以恢复为主，建设

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业在全国的地

重点放在工业基础较好的东北地区，1950～1952

资源日渐枯竭，
使得依靠自然资源发展的基础原材

年全国工业基建投资总额的一半多投到东北地

料工业和能源工业在全国的地位不断下降。

位有所上升（0.79%）；而长时间的资源开采导致的

区，建设了一批煤炭、电力、钢铁、铝冶炼、机械等

影响工业基地形成、发展及其在全国工业地

重点项目。
“156 项”建设时期，全国 106 个民用工业

位变化的因素众多，包括自然资源禀赋、区位条

企业，有 56 个布局在东北地区，东北工业基地在全

件、制度与政策、技术、人才、市场、资本等，各因素

国的工业体系中占有举足重轻的地位。改革开放

在工业基地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强度不同。对东

以后，随着国家政策的出台和投资重点的转向，中

北地区工业基地而言，其工业地位的下降，一方面

国工业基地的空间分布逐步向东部沿海转移。东

与工业基地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有关,另一方面

北工业基地在全国工业体系中的地位大幅下降，

也受中国的经济体制的影响。计划经济时期，凭

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1985 年的

借良好的资源禀赋和较好的产业基础等，东北地

15.46%下降至 2001 年的 7.56%。其中能源工业占

区成为国家投资的重点区域，工业发展规模和地

表 2 东北工业在全国工业中的地位
Table 2 The status in the national of northeast industrial
年份
1985

基础原材料工业
产值（亿元） 比重（%）
316.02

19.31

2001

2318.39

2010

21453.99

装备制造业

能源工业

轻工业

产值（亿元） 比重（%） 产值（亿元） 比重（%） 产值（亿元） 比重（%）
183.42

13.15

151.92

29.94

9.13

2421.48

8.99

18416.51

6.98

498.04

7.77

6306.95

工业总产值

比重

（亿元）

（%）

877.84

15.46

226.28

10.58

14.22

863.00

5.06

6101.10

7.56

8.69

9783.95

8.16

55961.61

8.38

9期

陈琳琳等：
东北地区工业基地演化路径研究

图2

1381

1985、2001、2010 年东北三省工业基地分布

Fig.2 The industrial base in Northeast China in 1985, 2001 and 2010

位位居全国前列。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产业

主要是基础原材料工业基地、轻工业基地和能源

政策的调整和沿海开放战略的实施，东北地区不

工业基地。2010 年 30 个工业基地城市中，属于资

再是国家投资的重点，原有的区域优势、市场需求

源型城市的有 17 个，超过一半的工业基地是依靠

结构、宏观区域环境等都在发生转变，资源也日渐

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这些城市都具有以资源型

枯竭，传统地依赖国家支持、外资及市场需求等外

产业为支柱的单一性工业结构特征，如鹤岗、鸡

界因素驱动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但是东北地区

西、双鸭山、七台河等城市以能源工业为主，延边、

的工业发展未能及时调整，
投资驱动增长的方式并

伊春等以轻工业为主；本溪、葫芦岛等以基础原材

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尽管具有良好技术和比较优

料工业为主。

势，但其产业基础、人才和科研能力等也并未转化

2） 装备制造业发展缓慢。从全国工业基地

成为现实的竞争优势。体制因素是影响东北工业

的工业结构演变实际来看，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

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计划经济时期，
政府重视国有

高，城市的主导产业沿着轻工业、基础原材料工业

经济和大型企业，忽视非国有经济和中小型企业，

以及先进制造业的轨迹不断演变，具体表现为：轻

形成了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格局。改革开放以

工 业 比 重 持 续 下 降 ，装 备 制 造 业 的 比 重 持 续 上

后，特别是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东北地区对经

升。而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发展缓慢，从结构上

济结构也进行了调整并取得一定成效，
但是国有经

看，2001 年装备制造业产值占东北工业基地工业

济比重仍然过高，
“ 制度锁定”效应依然突出。同

总产值的 43.02%，这一时期装备制造业具有明显

时，以资源型产业、原材料加工业为主导的工业体

的优势，是东北工业基地的主导产业，但到 2010

系，
结构性矛盾依旧十分突出。在体制和结构因素

年，这一比重下降到 35.48%，基础原材料工业的产

的双重影响下，
东北地区工业发展的内生性动力严

值贡献率已经超过装备制造业；从地位上看，装备

重缺乏，工业企业融资渠道单一，自主研发和创新

制造业在全国的地位也有所下降，装备制造业在

能力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在国内外的双重竞争

全国的贡献率由 1985 年的 13.15%降至 2010 年的

下，
市场占有率逐步下降，经济增长明显减速。

7.77%；从具体城市上看，2010 年除了沈阳、大连、

2.2 东北地区工业基地以传统产业为主的产业结
构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1） 产业结构单一。东北地区的工业基地中，

长春的装备制造业占有较大份额以外，其它基地
的装备制造业发育程度较差。
3） 新兴产业发展较弱。改革开放以来，东北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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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部分资源型工业基地主导产业产值占比（单位
单位：
：
%）
Table 3

传统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并未发生实质性改

Proportion of the resources bases leading
industry output value

变，信息通讯、医药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缓慢，高
新技术产业总体比重偏低、规模偏小，对经济增长
的拉动作用较小。如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产值占东北地区工业基地工业总产
值的比重由 2001 年 8.77%下降至 2010 年 1.68%，

城市

主导产业

1985 年

2001 年

2010 年

鹤岗

能源工业

69.54

69.85

63.69

七台河

能源工业

68.80

82.13

51.70

鸡西

能源工业

61.60

37.91

54.42

双鸭山

能源工业

61.16

46.71

57.00

占全国的份额也由 2001 年的 4.19%下降至 2010 年

延边

轻工业

83.09

54.70

46.50

的 1.74%；医药制造业占东北地区工业基地工业总

鞍山

基础原材料工业

73.08

68.08

70.83

产值的比重由 2001 年的 4.85%下降至 2010 年的

抚顺

基础原材料工业

64.89

67.38

66.88

1.99%，占全国份额由 11.12%下降至 9.66%。新兴

本溪

基础原材料工业

69.82

82.90

89.58

产业发展速度较慢、规模相对较小，致使产业演进

辽阳

基础原材料工业

70.24

71.35

84.24

缓慢乃至停滞，延缓了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

吉林

基础原材料工业

50.07

73.77

61.35

葫芦岛

基础原材料工业

-

70.12

65.21

3 不同类型工业基地演化路径

通化

基础原材料工业

33.677

83.29

74.95

东北工业基地数量众多，
工业发展水平差异较
大，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不尽相同。遵循分类指导、

表 4 鞍山市工业结构中资源型工业的产值比重（%）

特色发展的原则，根据产业结构与工业规模的差

Table 4

异，本文将东北工业基地划分为资源型、成熟型和

工业部门

1985 年

2001 年

2010 年

衰退型 3 种类型，分类探讨工业基地的演化路径。

钢铁工业

62.18

40.01

41.54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3.55

2.09

0.94

建材工业

5.16

17.46

20.30

3.1 资源型工业基地的产业组合演化路径
东北地区资源型工业基地的工业产值规模较

Share of resource-based industry output value in Anshan

有色冶金

0.26

1.91

1.97

小、多为小型工业基地；产业结构以单一行业为

化学工业

1.67

3.47

3.77

主，主要是基础原材料工业、轻工业基地和能源工

金属制品业

3.77

2.56

5.92

业基地；演化路径依靠资源维持惯性发展，工业结

总计

76.59

67.53

74.44

构基本维持不变。如表 3 所示，自 1985 年开始，这
类工业基地一直保持单行业主导的发展模式。如
鹤岗市能源工业在全市工业的比重一直保持在

右 ，特 别 是 钢 铁 工 业 的 产 值 比 重 一 直 在 40% 以

60%以上，本溪和辽阳的基础原材料工业占的比重

上。可见，鞍山市长期依赖资源初级产品生产发

一直在 70%以上、2010 年甚至接近 90%。从产业

展起来的工业结构过于单一，且转型缓慢。究其

发展周期看，资源型工业的发展必然会经历一个

原因，一是以鞍钢为代表的国企拥有鞍山的主要

由勘探到开采、高产稳产、衰退直至枯竭的过程[27]，

工业资产，并控制主要的生产能力，2009 年鞍山全

单纯以资源型产业为支柱的工业基地也有相似的

民所有制企业的工业固定资产原值超过 90%，大

发展轨迹，如阜新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工业不断

型企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为 66.5%，这种“制度锁

衰落，2010 年已经退出工业基地之列。

定”致使产业结构改造和调整难度较大；二是鞍山

鞍山是中国典型的以资源为支撑发展起来的

的人才队伍长期以钢铁和冶金制造业的专业人才

工业基地，凭借矿产资源丰富、品种较齐全、储量

为主，2004 年 53.4%的技能人才服务于以鞍钢为代

丰富、埋藏条件好、地理分布集中等优势，长期以

表的钢铁冶金类企业，人才结构单一，且近年来人

来形成了以钢铁、机械、建材工业为主的重工业结

才外流严重，支撑老工业基地主导产业发展的人

构体系，并成为中国重要的钢铁基地。进一步以

才数量不足，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引进

鞍山为例，剖析资源型工业基地的演化路径。从

困难，2003~2008 年流失各类人才近 3 000 人[28]。

表 4 可以看出，资源型工业一直是鞍山市的主导产

值得注意的是，亦有个别资源型工业基地基

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持续维持在 70%左

本摆脱了资源依赖，经济社会开始步入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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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如盘锦市在依托石油资源发展能源、化工

值比重分别为62.43%和61.95%，
产业结构演化为装

产业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的延伸产业链条，发展了

备制造业主导型。2010年沈阳和大连的这一结构进

石油化工设备制造等接续产业，实现了由原材料

一 步 调 整 为 21.82∶49.25∶11.03∶17.90 和 31.29∶

主导型向基础原材料工业与能源工业的组合发

50.87∶1.32∶16.52，形成基础原材料工业与装备制

展，并进一步向基础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和装备

造业组合发展的结构。

制造业组合发展的方向转变。

此类型工业基地的产业组合演化体现两个特

3.2 成熟型工业基地的产业组合演化路径
沈阳和大连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科研机构

征：第一，轻工业的比重显著下降，装备制造业的

和科技人才较为充裕，工业基础较好，拥有一批经

重点建设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嵌入式的重化工业

济效益好、在全国具有明显优势的工业企业，吸引

发展并未遵循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工业结构偏向

外商投资的能力较强，2015 年沈阳和大连占据辽

重工业，轻工业占比低于全国水平。随着工业经

宁省外商直接投资的 20.4%和 52.1%。这两个城

济的发展，轻工业比重进一步降低，1985～2010 年

市是东北地区成熟型工业基地的典型代表，在全

轻工业比重分别下降了 8.61%和 13.65%。与此同

国工业基地体系中属于大型工业基地。

时，以产业园区为载体，并结合相应的产业扶持政

沈阳和大连的产业组合是由三行业主导（基

地位有所加强。沈阳和大连是计划经济时期国家

策，沈阳和大连的装备制造业等得以快速发展。

础原材料工业、装备制造业与轻工业）向单行业主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高新技

导（装备制造业）再向双行业主导（基础原材料工

术改造提升基础原材料工业、装备制造业等传统

业和装备制造业）的轨迹演变的（图 3）。1985 年沈

产业成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迫切任务，东北

阳和大连基础原材料工业、装备制造业、能源工

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始缓慢发展。特别是随着东

业、轻工业的产值规模结构分别为 30.01∶42.49∶

北振兴战略的实施，国家启动了一系列振兴东北

1.99∶25.51 和 40.53∶27.43∶1.77∶30.27，基础原材料

老工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专项，沈阳、大连结

工业、装备制造业与轻工业同步发展。2001 年沈

合产业发展比较优势，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已初

阳和大连的装备制造业均大幅提升，占工业总产

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高新技术产业群，并成

圆圈表示产业，
圆圈大小表示产值规模大小，
线条表示组合，
线条粗细表示城市数量

图 3 不同类型工业基地的演化路径
Fig. 3

Evolution path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industrial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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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原材料工业主导型或轻工业主导型）。

托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沈阳的软件、新型装

衰退型工业基地产业组合演化是优势产业做

备、生物工程与制药等产业已初具规模，销售收入

减法的过程，表现为装备制造业与轻工业的优势

超过 20 亿元的企业达 10 家之多；大连的光电子、

不断淡化、产业规模和在全国的地位不断下降，并

软件及信息服务业、新材料、机电一体化、生物制

逐步退出该产业的工业基地序列。计划经济时

药五大主导产业格局已基本形成，大连软件园已

期，衰退型工业基地凭借原有的产业基础和政策

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化和全国一流水平的软件研发

优势，发展包含装备制造业在内的多种优势产业，

和生产集聚地。但从全国来看，以沈阳和大连为

使得工业规模发育较大，1985 年基本上属于中型

代表的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为缓慢，

工业基地。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

2010 年沈阳、大连高新区产值之和占全国比重为

中，这类工业基地面对国际国内的竞争时，科技创

3.42% ，低 于 北 京（6.58%）、上 海（4.98%）、广 州

新优势不突出、体制机制日渐僵化、资源优势逐渐

（3.55%）等城市，这也说明区域内丰富的科技创新

丧失，工业特别是附加值高的装备制造业逐渐衰

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

退，工业规模也相应的由中到小，如佳木斯、锦州、

第二，基础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制造业组合发展的

辽阳等，到 2010 年已经变为小型工业基地。

模式是这类工业基地产业组合演化的方向。从全
国来看，整合有限的资源，集中发展优势产业，是

4 结论与讨论

大型工业基地发展的一般规律，如上海、天津、南

东北地区工业地位下降，尽管新世纪以来有

京、重庆等城市由 1985 年的三行业主导（基础原材

所上升，但整体发展仍然较为缓慢；工业深层次的

料工业、装备制造业与轻工业）演变为双行业主导

结构性和竞争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创新能力的

（基础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制造业），单一行业主导

培育还不够，在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东北地区工业

模式和“大而全”模式在大型工业基地的发展过程

振兴仍然面临比较严峻的挑战。产业结构调整和

中被逐步淘汰。对这类工业基地而言，为进一步

转型升级是必然选择。而产业结构能否顺利转型

提升装备制造业的地位，未来应立足于装备制造

升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转型所需要的生

业的现有基础，以信息化、智能化、集成化为突破

产要素是否具备或是合理利用。对东北地区工业

口，加快推进企业技术进步，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

而言，资源型、成熟型和衰退型工业基地的产业结

能力和系统集成能力，集中力量发展重型装备、数

构演变路径不同，因此对应的转型模式也不相同。

控机床、汽车、船舶和轨道交通设备等先进装备制

1） 中国工业基地的一般成长模式体现出主

造业。同时，依托装备制造业整机制造能力强的

导产业不断更替的特点，而东北地区资源型工业

优势，延伸产业链条，发展基础配套零部件、加工

基地的主导产业在过去几十年基本没有发生转

辅具和特色原材料等工业。从培育新兴产业的角

变。资源型工业基地自然资源优势正在迅速弱

度出发，这类基地应加大对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

化，在资源枯竭与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下，其转型

的支持力度，加快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

的模式应当注重培育适合本地发展的接续替代产

等新兴产业，通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辐射和
带动作用，建立一批特色产业基地和优势高技术

业，延伸产业链条，培育多元化产业体系，增强可

产业集群，
形成若干个高技术产业增长点。

发的同时向资源深加工转变，发展高附加值的接

3.3 衰退型工业基地的产业组合演化路径
衰退型工业基地产业组合的一般演化路径是

续产业，成为新型原材料基地，如大庆可依托石油

由多种产业组合发展向双行业主导或单行业主导

托钢材原料优势，重点发展精特钢材深加工业，打

的方向演变，佳木斯、锦州、丹东、四平、营口、齐齐

造精品钢材基地；鸡西、鹤岗、双鸭山等煤炭基地

哈尔等多数中型工业基地的演化均是这种路径。

可以建设能源、基础原材料的综合工业体。二是

1985 年衰退型工业基地的产业组合方式比较多

从基础原材料工业型向现代化装备制造业类型转

样，最多的是装备制造业与轻工业的组合，2010 年

变，依托现有原材料工业，提高装备制造业的比

多数基地由双行业主导演变为单行业主导型（基

重，拓宽装备制造业的部门领域，建立以装备工业

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具体而言，一是在资源开

工业重点发展石油化学工业等下游产业；鞍山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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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资源精深加工多元发展的产业结构，比如本

工业，发展船舶修造等配套产业；齐齐哈尔应着眼

溪与汽车、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对接，发展汽车及

于哈大齐工业走廊的建设，依托专用设备制造和

零部件和机电一体等装备制造业。

食品工业的基础，大力发展外向型优势主导产业

此外，资源型工业基地普遍存在产业结构单
一，体制束缚重，对人才、资金等要素的集聚能力
弱，创新水平低的问题，产业转型支撑力严重不
足，其转型对策的重心应当放在加强接续替代产

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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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ial bases in Northeast China have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modernization.
Abstract
However, the industries in this area declined sharply due to variety of reasons, which gradually became a regional problem. Industrial transition must be the key to solve the plight of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n index system of industrial bases identification. From the national scale, it identifies and selects different industrial bases in Northeast China at the year 1985, 2001 and 2010. It then analyses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ose industrial bases and explores different industrial evolution paths according to their
types.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overall industry statu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Northeast China
from 1985 to 2010. Most of its industrial bases have single industrial structures, which are dominated by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his kind of structure has not undergone substantial changes, especially the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2) Industrial bases in Northeast China can be extracted as three types: resource-based, mature and declining. Their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paths are different, so are the corresponding transition
modes. Resource-based industrial bases have maintained a single dominant industry. Their transformation
should turn to resources deep processing while exploiting. The main focus of transformation should be on how
to strengthen the supporting capability of alternative industries. As a result, this kind of bases would become
new raw material bases or extend their industry chains to build comprehensive industrial bodies including energy, basic raw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3) The industry combination of mature industrial bases
changed from multi-industry portfolio to double-industry portfolio. Mature industrial bases should continue to
rely on industrial parks, developing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promoting industrialization by new urbanization. It means to develop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improve urban environment and strengthe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t aims to promote the products-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ransforming to service-oriented ones
as well as coordinate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4) The industry combination of
declining industrial bases evolved from multi-industry mixed mode to signal industry dominated mode. In the
future, the development of declining industrial bases should depend on the division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ir own industry development gradually.
Key words:
words industrial base; transition; Northeast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