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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械特稿

十年辉煌挺起装备制造的脊梁
——新时代机械工业发展综述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会长    徐念沙

党的十八大以来，机械工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全行业以稳增长保全局、转型升级稳步推进的实际行动，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了积极贡献。在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本刊刊发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会长徐念沙署名文章，
总结回顾新时代机械工业非凡成就，以激励千万机械人传承创新、继往开来，在新的征程建新功、立新业。

2012 － 2021 年机械工业利润总额

2012 － 2021 年机械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 营业收入

注：2012 － 2018 年为主营业务收入数据，2019 － 2021 年为营

业收入数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装备制造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装备

制造业是制造业的脊梁，要加大投入、加强研发、加

快发展，努力占领世界制高点、掌控技术话语权，使

我国成为现代装备制造业大国”。遵循这一指示精神，

机械工业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

目标，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力攻高端、夯

基础、补短板、锻长板、强管理、兴文化，推进行业

转型升级取得重大成就，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

改善作出积极贡献。

1坚持稳中有进，确保国民经济基本盘

进入新时代的 10 年间，机械工业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加强形势研判、经济运行监测与信息统计分

析，全力攻坚克难、稳增长保全局，为落实“六保”“六

稳”积极作为。

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健康发展。据统计，十年间机

械工业增加值、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实现利润和外

贸出口，年均分别增长 8.2%、9.5%、7.9%、5.8% 和 6.8%。

在外部形势复杂多变、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背景

下，2020、2021 两年机械工业增加值、资产总额、营

业收入、实现利润和外贸出口，年均增速依然达到 8.0%、

9.4%、9.9%、11% 和 16.8%，有力支撑了国民经济发展。

2012 － 2021 年机械工业资产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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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规模实力明显增强。2021 年机械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10%，机械工业资产总额达到 28.4 万亿元，

实现营业收入 26 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1.6 万亿元，

完成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 1 万亿美元，实现贸易顺差

3144 亿美元，各项指标创历史新高。机械工业产业规模、

汽车、电工电器等一批重点产品产量连续位居世界前茅。

在全国工业中贡献突出。截至 2021 年，机械工业

规模以上企业达到 9.9 万家，占全国工业规模以上企业

总数的 24.22%。资产总额占比 20.09%，营业收入占比

20.32%，利润总额占比 18.47%。机械工业对全国工业新

增营业收入贡献率达到 16.89%，拉动全国工业收入增长

3.27 个百分点，拉动就业作用突出，支柱产业地位稳固。

2坚持创新驱动，科技进步成果丰硕

新时代 10 年，机械工业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

围绕行业发展中的断点堵点和短板弱项，依托国家重大技

术装备工程项目，持续推进产学研用联合攻关，推动产业

提档升级、强链补链和自主安全可控，提升了现代化水平。

创新平台、创新成果丰硕。10 年间，新增创新平台

66 家。截至目前，挂牌运行和批准建设的创新平台达

234 家。10 年来，行业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单位申

报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项目 8117 项，共有 3772 项获得

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其中特等奖 29 项、一等奖 355 项。

组织科技成果和新产品鉴定 3530 项，其中新产品 1851
项，科技成果 1679 项。

装备自给率不断提高。目前，机械主导产品的技术

来源中，国内占比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 24.5%, 上升到

目前的 70% 以上。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一批自主设

计制造的发电、通用、工程机械等重大技术装备达到或

处于国际先进水平。16 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700 吨挖

掘机、4000 吨级履带起重机、400 马力拖拉机等一批重

大装备研制成功，中国品牌汽车市场份额达到 44%。机

械产品自给率超过 85%, 基本改变了先进装备主要依靠

进口的被动局面。

重大技术装备亮点纷呈。依托三代核电、超超临

界火电、特高压输变电、特大型水电站、大型煤化工、

油气长输管线、大型矿山采掘与煤矿综采国家重点工

程建设项目，共完成 500 余项重大技术装备的国产化

研制任务。其中“华龙一号”、“国和一号”三代核电

机组，1000MW 二次再热超超临界机组、超超临界高

效煤电机组、百万千瓦混流式水电机组、1000kV 特高

压交流、±1100kV 特高压直流、±500kV 柔性直流输

变电，以及百万吨乙烯和 PTA、千万吨炼油、大型煤

化工、天然气长输管线、大型 LNG 接收站等项目，国

产成套装备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补齐了短板，打

破了国外垄断，解决了“卡脖子”难题，为推动重大

技术装备高质量发展，实现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奠定了坚实基础。

3坚持“两化”攻坚，产业基础能力增强

10 年间，行业实施“绿色制造关键技术与装备”、

“关键基础件和通用部件”等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围绕

绿色制造技术与装备、重点产品节能技术、关键基础

零部件、基础制造工艺等开展了 150多项关键技术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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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坚持推进转型升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取得成效。

基础支撑能力稳步提升。截至 2021 年底，机械领

域国标与行标达到 18807 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及分

会 325 个。承担国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机构 16
个，担任国际标准化组织重要岗位中的主席、副主席

14 人，秘书（经理）17 人。行业国际标准转化率由

78.59% 上升到 88.2%。10 年间，行业质检机构发展到

251 家，培育机械工业优质品牌 308 个、质量诚信企

业 110 个、质量品牌领军人物 73 名、优秀工匠 145 位、

领军企业 73 家，产业集群区域品牌 20 个，涌现一批“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行业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技术

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加大，成效显著，有力支撑了

产业发展。

基础技术水平不断提高。10 年间，攻克了一批制约

产业发展的基础共性技术，在可靠性技术、试验技术、

基础工艺等方面，取得一批原创性技术成果。在可靠性

及实验技术方面，突破了大型升船机复杂系统可靠性多

元评价方法与长寿命高可靠服役策略、大模数重型齿条

制造技术与寿命评价、升船机可靠性评价准则与工程验

证技术。在基础工艺方面，掌握了大型复杂复合材料构

件数字化柔性高效精确成形关键技术、复杂铸件无模复

合成形制造关键技术。

基础零部件取得突破。工业机器人减速器、伺服电

动机、控制器等三大核心零部件、高端核级密封件系列

产品，打破了长期技术封锁和垄断。第三代轿车轮毂轴

承实现产业化，替代进口并出口国外。高精高效五轴加

工中心、超重型数控机床、大型压力机等基础制造装备

取得重要进展。重大装备核心部件国产化取得显著进

展。石岛湾全球首座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核电站并

网发电，工程设备国产化率达 93.4%。我国首套“一键

式”人机交互 7000 米自动化钻机正式投入工业性试验。

自主研制成功全球首台超万吨米级的额定起重力矩达

12000 吨米、最大起重重量达到 450 吨、最大起升高度

400 米的上回转超大型塔机。应用国产化主轴承、可编

程逻辑控制器（PLC）、变流器 IGBT 等核心设备的 7 兆

瓦等级海上抗风型风电机组完成吊装作业。国内首台套

储气库用离心压缩机、天然气管网大口径轴流式调节阀，

填补了国内空白，主要技术参数和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同

类产品先进水平。

进入新时代，围绕强国战略与五年发展规划，机械

工业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生产端入手，

持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取得成效。

新兴产业快速发展。10 年间，通过制定实施新兴

产业发展规划，“新兴产业发展蹄疾步稳，产业增长新

动能有力迸发。”供给体系质量提升，新兴产业对机械

工业发展带动作用显著增强。至 2021 年，新兴产业营

业收入在机械工业占比已达 77.02%，利润总额占比达

75.51%。我国工业机器人 2021 年产量达到 36.6 万套，

同比增长 44.9%，产量再上新台阶。

智能化、数字化转型迈出新步伐。在国家产业政策

引导下，机械工业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转型升级

步伐加快。5G 智慧工厂的示范应用，实现从产品设计、

生产制造到营销服务一体化的集成管控与决策体系，为

我国机械装备制造与工业互联网的融合发展提供可推

广、可借鉴的应用案例。一汽解放 J7 整车智能工厂落成，

采用国际领先的制造装备，融合解放先进工艺技术和精

益生产思想，致力实现智能化、柔性化生产，其中新松

公司机器人的应用实现了移动机器人技术对重卡总装线

各环节工艺的全流程覆盖。“两化”融合快速推进，新

一代信息技术在机械领域广泛应用，数字化工厂、智能

网联汽车、智能化生产线、智能化服务模式、工业云等

方兴未艾，在电器工业产业链基本实现全覆盖。生产 +
服务、产品 + 服务等全方位价值链经营等服务型制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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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坚持对外交流合作，“走出去”步伐加快

速发展，一些骨干企业服务型制造占比达到 30% 以上。

无人驾驶电动拖拉机、多功能联合收割机、智能六行采

棉机研制成功。工业机器人蓬勃发展，连续 9 年成为世

界最大市场。

绿色制造、“双碳”达标快速推进。十年间，绿色

制造发展理念形成共识，节能减排、新能源汽车、水电、

风电等清洁能源，以及大批节能产品与绿色制造、再制

造等，已在行业全面推广，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绿色

制造、服务型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迅猛。节能环保产业

市场空间加速释放，营业收入在机械工业占比已超过

40%，战略地位不断提升。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屡屡创

新，跻身世界前列，连续 7 年稳居世界第一。

产业集中度提高、结构优化。目前，电工电器行业

三大集团占全国总产量的 70% 以上，汽车前十家企业轿

车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近 90%，通用、重型、工程和农

业机械等重点产业支撑作用明显。一些重点企业进入世

界 500 强。能源结构不断优化，风电、水电、核电等清

洁能源快速发展，占比提高，其中风电设备和可再生能

源产量的贡献率达到 72.2%，火电设备比重已由 2016 年

的 73.2% 降至 2021 年的 42.4%。新能源汽车成为最大亮

点，2021 年全年销量超过 350 万辆，市场占有率提升至

13.4%。区域经济与东西部产业均衡协调发展趋势向好。

机械工业坚持开展对外交流合作，促进实现高水平

对外开放。持续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共创高质量发展。

10 年间，行业举办“走出去”推进大会、与国外对口行

业组织及海峡两岸产业交流活动等上百次。一批企业在

国际市场中与发达国家知名企业同台竞技。机械产品出

口到世界五大洲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制造、中国

装备享誉全球、遍布世界。

对外贸易展现强劲韧性。10 年间，机械工业进出

口贸易规模不断跃升，进出口贸易总额从 2012 年的

6472.2 亿美元，提高到 2021 年的 10386.58 亿美元，在

世界经济低迷的背景下，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出口金额

从 3506 亿美元增加至 6765.4 亿美元，贸易顺差从 539
亿美元，增加到 3144.22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在全国外贸中的比重上升。机械工业进出口占全国

外贸总额比重，从 2012 年的 16.74%，提高到 2021 年

的 17.16%。其中进口占比从 17.11% 提高至 20.11%。贸

易顺差占比从 23.36% 提高至 46.48%。充分显示我国机

械工业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

出口贸易结构不断优化。10 年来，机械工业外贸

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正快速由加工贸易和以中低

档产品为主向一般贸易与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

品及成套设备升级。近年来，机械工业一般贸易出口

占比近 70%。汽车零配件、低压电气设备等机械工业

传统优势产品近年出口显著增长，汽车整车、工程机

械整机等产品出口表现突出，2021 年汽车整车出口量

超过 200 万辆，工程机械中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

电动叉车出口数量大幅增长，成为带动出口总额创新

高的主要力量。

一批排头兵企业走出国门。在国家政策指引下，一批

重点企业积极拓展国际业务，在海外建厂、建立研发基地，

并在“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2021 年，机械工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额占

全行业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 37.93%。上海电气提供核

岛及常规岛等主设备的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海外第

二台机组 -- 巴基斯坦卡拉奇 K3 机组通过验收，华龙一号

海外首个工程全面建成投产，对优化巴基斯坦能源结构、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徐工集团研制的全

球最大 130 吨全地面起重机出口波黑，服务于波黑最大的

新能源伊沃维克风电项目，助力当地清洁能源发展。东方

电气集团与台塑集团签订了越南河静钢厂燃气系统改造项

目合同，为越南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助力。2012 － 2021 年机械工业进出口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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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机械联党委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上级党组织领导

下，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工作总要求，推动系

统党建和两个文明建设取得新成绩。

确保正确发展方向。10 年间，党委充分发挥党建

引领作用，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机械工业发展和行业协会党建工作的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开展党内专题教育，持续加强

思想理论武装，教育引导党员和干部职工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政治

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坚持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和保

证监督作用，把方向、管全局、抓大事。在突发疫情面

前，加强领导、靠前指挥，统筹运作、维护大局，坚持

疫情防控与经济工作两手抓双促进。为推动行业复工复

产，组织系统 18 家协会、覆盖 8200 多家企业，坚持连

续两个多月进行动态情况日报周报。组织企业提供生产

信息和防疫设备，组织系统 100 多家媒体媒介联合发起

公益广告，组织职工参加抗疫捐款等活动。机械行业组

织和广大企业，也在各地和各自领域中为抗击疫情与复

工复产做出了贡献。

引领促进改革创新。10 年间，机械行业及中国机

械联系统单位，结合自身实际，先后组织开展了行业劳

动模范评选表彰、精神文明创建等活动；组织了庆祝改

革开放 40 周年、建国 70 周年系列活动；组织了庆祝建

党 100 周年纪念、先进党员与先进集体表彰和“红歌永

向党”职工文艺汇演等活动；组织了学“四史”和编学

行业史，以及传承弘扬民族先进文化、培育企业文化、

工匠精神等系列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职工实业报国

的爱党爱国情怀，凝聚了奋进新征程的宏大力量。10
年间，按照国家总体部署，机械企业、行业组织以及系

统单位，适应改革发展新形势，深化改革、转变观念、

调整思路、锐意创新，在各自领域取得了两个文明协调

发展较好成绩。

在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回顾总结机械工业十

年发展历程，豪情满怀，催人奋进。新的征程使命在

肩，任重道远。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按照

党中央新的战略部

署，坚定历史自信，

坚守初心使命，以

产业报国的情怀和

久久为功的定力，

踔厉奋发、拼搏进

取，为建设现代化

机械强国、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做出新的更

大贡献。

6坚持党建引领，两个文明建设同步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