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工业，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

提供技术装备的部门。机械制造能力

和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国民经济各部

门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四川机

械工业已有 100 余年的历史 ，但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发展缓慢，直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简称建国

后)，特别是经过大规模的“三线”建

设，四川机械工业才得到迅速发展，并

奠定了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坚实基

础。

一

四川机械工业始于清末光绪年

间，其早期特点，一是官办；二是以兵

器工业为主；三是制造工艺设备依赖

外国。

清光绪二年(1876 年)冬，丁宝桢

由山东巡抚调任四川总督后，即仿山

东机器局的作法，于次年在成都东门

外拱背桥兴建了四川机器局，耗银

77000 余两。委派候补道夏时为总办，

以通晓机器的曾昭吉为制造委员。所

需机器设备，均从上海洋行选购。所需

数百工人，先后从四川、山东、湖南、江

苏等地招聘。光绪四年开工生产，成为

四川省第一家官办机械工厂。初期，日

产单响毛瑟枪(前膛)10 余支，同时仿

制后膛枪和修理枪支器械。光绪六年



又在南门外古家坝增设火药局，自制

火药，枪支产量增到日产 40支。

光绪十三年，继任总督刘秉璋认

为四川机器局生产的枪支质量不好，

提出造枪不如买枪，经奏准停止枪支

生产，精减人员，四川机器局主要从事

制造弹药和修理枪支。

光绪二十二年，鹿传霖任总督后，

四川机器局更名成都机器局，恢复枪

支生产，还增购一批机器设备，员工增

至 1300 人，并在局内空地先后兴建了

银元局、铜元局，生产四川最早的龙版

银元、藏元和当五、当十铜元。

光绪二十八年，四川总督岑春煊

为发展四川工业，经奏准在成都设立

四川通省劝工总局，委派沈秉坤为首

任总办。该局宗旨是：“专以加精四川

已有之工艺，扩充四川未有之工业”。

光绪二十九年，锡良任总督，正值

清政府实施“新政”，各省编练新军，急

需补充武器。成都机器局因限于场地

狭窄，经奏准在成都东门外五桂桥另

建厂房。次年从成都机器局抽调一批

人员去德国学习 3 年，并先后从德国

柏林蜀赫厂购回制造枪、炮、子弹、无

烟药的全套机器设备，聘请 2 名德国

专家来厂指导。老厂、新厂统称四川兵

工厂，有员工 1548 人，设计能力为日

产新式五子步枪 50支，其规模被列为

当时全国四大兵工厂之一。

光绪三十年，成都银元局、铜元局

合并改称四川户部造币厂，设有生铁

熟铁厂、修械所、铜模所等。同年，四川

总督拨银 80 万两，在重庆南岸筹建重

庆铜元局，并派一批员工赴欧洲学习，

还购回英制和德制两套制造铜元的机

器设备。

光绪三十三年，四川设立通省劝

业道，指导各地劝工局，鼓励民间有能

仿制洋货或发明机器者，均可呈送劝

工总局，以便推广。愿自制者给以专

利。劝工总局还选派留学生赴日本、比

利时学习各种工艺制造技术，并在局

内设立工厂，制造一些简单机器，还组

织各种赛会，推行手工业改良和提倡

机器生产。至此，已有多种简单机器问

世，并开始出现手工仿制和机器修理

业。同时也有少数民族资本机械厂应

运而生，主要集中在成、渝两地，如吴

爵五(又名吴天成)以其私人住宅开办

成都天成工厂，为成都铁道学堂生产

各种简易测量仪器。成都还有富川工

厂生产纺纱机。振兴工厂生产石印机。

重庆有熊长兴开办的长兴机器店，从

事机器修理和翻砂业务，有钟冕堂开

办的机器修理厂等。

清宣统元年(1909 年)，四川劝工

总局创办了第一个官办民用机械工厂

——四川实业机械厂。厂长韩子葵留

学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厂中机器设备

多由他购自日本，聘有员工 20 余人，

制造民间小手工业所需的机械，开始

生产榨油机、压面机、织布机等，也生

产简易车床、刨床等产品。



1912 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

提倡实业，促使四川民族资本机械工

厂逐渐发展。到 1933 年，重庆有民营

机械工厂 42 家，从业人员 1800 人，其

中稍具规模的有民生、励志、协兴等机

械厂。成都有民营机械厂 15 家，其中

稍具规模的有洪安、建华等机械厂。这

些厂主要从事机器修理和简易的机械

制造。专、县各地因交通不便，工商业

落后，除军阀开办的武器修理所外，民

营机械厂甚少，开办也晚。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 年)，

四川机械工业急剧发展，成为大后方

的工业中心，担负着全国大部分军事

装备、器材和半数以上民用品的修造

任务，为满足战时各方面的需要发挥

了重要作用。但这种工业中心的形成，

主要由于军事、政治情况的变化，而不

完全是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工厂的

发展，以民族资本企业为主，辅以官僚

资本企业。

1937 年抗日战争开始，由于战局

迅速恶化，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作为大

后方的四川，为沿海省份大批工厂内

迁创造了有利条件。工厂内迁事宜统

由国民政府组建的工矿调整处和民间

企业家组织的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

会(后改称迁川工厂联合会)负责进

行。主要是为大规模的工厂内迁给予

补助迁移费用，减免国营交通事业费，

给予优先运输权，拨给建厂土地、低利

借款等。四川省政府对迁川工厂也给

予大力协助，曾派实业家向沪、汉工业

厂家说明四川迁厂优越条件，又派建

设厅厅长何北衡与迁川工厂代表讨论

并提出解决运输、厂地、电力、劳工、原

料、金融、捐 税及政治等具体问题。

1937 年 10 月，建设厅重庆办事处主

任范英士邀集川内热心实业人士宁芷

邨、胡子昂等组成后方建设咨询会，

以备迁川厂家咨询。1938 年初，首批

迁川的机械厂有恒顺、上海、顺昌等

23 家。到年底迁川工厂 58 家，员工

802 人。1939 年内迁 29 家，员工 3469

人；1940 年内迁 42 家，员工 258 人。

到 1942 年，内迁复工的机械厂共 103

家。由于大批工厂迁川，在抗战中军用

民用补给品需要剧增的刺激下，促使

四川机械工业克服重重困难，主要依

靠自己的技术力量获得迅猛发展，很

快形成以迁川工厂为主体的后方机械

工业巾心，为支持抗战作出了巨大贡

献，并为四川机械工业的发展打下了

初步基础。在这一兴盛时期，四川机械

工业(不含军工企业)总产值占四川工

业总产值的比重逐年上升。1937 年为

1．21 % ；1938 年为 6．02 % ；1939 年为

12．95 % ；1940 年为 19．58 % ；1941 年

为 23．79 % ；1942 年 为 26．81 % 。据

《后方工业概况》一书记载：1942 年全

国后方 20 个战区承担任务的机械厂

共 682 家，资 本 3．37 亿 元，员 工

35541 人，其 中重庆、四川有机械厂

332 家，资本 1．41 亿元，员工 11978



人，其 比 重 分 别 占 48．7 % 、42 % 和

33．7 % 。此外，四川还有私营小厂小店

约 600 家，员工近 1 万人。四川机械工

业在全国后方机械工业中占有重要地

位。四川 332 家工厂中公、私营构成情

况如下：

12 家公营机械厂中，属于省管的

有四川机械厂、四川省科学仪器制造

所、蜀康机械厂：属于资源委员会管的

有中国兴业公司机器部、中央电器厂、

中央瓷厂、中国汽车配件制造厂。此

外，还有资渝、资蜀、渝鑫等 3 个钢铁

厂的机器部。在 332 家民营主要工厂

中，从事动力机械和工作母机制造的

占较大比重，即工厂数占 47．3 %，资

本数占 85 % ，员工数占 58 %。战时四

川民用机械工业已由局部修理跨入制

造和工艺协作，配套厂也有所发展。船

舶修造厂全国共 25 家，四川就有 21

家，其中民生机器厂成为后方最大的

船舶修造厂。

这一时期，四川机械工业主要集

中于重庆、成都两市，设于专县的机械

工厂很少。

重庆市于 1939 年成立工业同业

公会，其中机械业为一独立行业。到

1942 年底，全行业有机械厂 436 家

(其中修理厂 220 家，铁工厂 140 家，

翻砂厂 64 家，电焊厂 9 家，木模厂 3

家)，有员工 11762 人。生产规模较大

的有民生、上海、顺昌、恒顺、大来、震

旦、洪发利机器厂等 45 家，主要承制

军用品、动力机械、工作母机、工具机

等修造，并开始形成专业生产。

成都市民用机械工业亦有发展。

1943 年有机器及电器两类工厂共 43

家，员工 1160人。稍具规模的有四川

机械公司、裕国、洪安、成都农具厂等

10 家。另有私营小厂近 300 家，员工

3000 人。上述工厂主要承制工作母

机、水泵、碾米机、弹花机、金属仪器

等。

专、县民营机械厂主要集中在万

县、长寿、巴县、綦江、自流井、内江、五

通桥、绵阳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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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国

民政府迁返南京，大批迁川工厂相继

迁返或抽走资金、人员，致使四川民用

机械工业实力大为削弱，继而在经济

萧条、通货膨胀、捐税沉重、原料不足

等困难情况下渐趋衰落，尤以重庆市

为最突出，有的工厂缩小规模，有的工

厂转营他业，有的工厂停办乃至关闭。

到 1947 年，全川主要机械厂由战时的

436 家减至 170 家。1949 年底四川临

解放前夕，民用机械工厂倒闭者甚多，

加上小厂小店，总数已由抗战时期的

上千家减少到 500 余家，共有机床

3400 台，固定资产 2000 万元，年产总

值仅 910 万元。



二

四川地区于 1949 年 12月宣告解

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地成立军事

管制委员会，派军事代表对为数甚少

的官僚资本企业分别进行接管。经过

民主改革和整顿，视其规模和性质，分

别划归中央各部、西南大区、市、行署

有关部门管理。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各

级政府有关部门一方面拨款，对其中

具备条件的企业组织开工或部分开

工；一方面将无独立存在必要的工厂

进行合并，统一产、供、销渠道，修复设

备，遣送多余人员回乡。由于当时城乡

交通梗阻，市场、物价混乱，加之社会

购买力弱，多数企业因原料不足，资金

短缺，生产极为困难，停工现象十分严

重。1950 年 5月，重工业部召开全国

机器业会议，分配大批加工订货。6

月，成渝铁路开工，市政建设相继展

开，公营企业大多复工，私营企业也通

过加工订货、国家收购、贷款等方式逐

渐恢复生产。到年底，全川工业部门接

管复工或兴办的机械厂(不含军工、交

通企业)有 202 厂、重庆电工器材厂、

重庆度量衡制造厂、中国汽车公司华

西分厂、綦江汽车配件厂、川南二机

厂、宜宾机器厂、304 厂、川西机械厂、

川西修械厂、成都红旗铁工厂、川北机

器厂、达县人民机器厂等 15 个厂，共

有职工 3591 人，固定资产 958 万元，

主要生产设备 1012 台，在生产不正常

的情况下，年产值仅 273 万元。另外，

申报复工或开业的私营机械厂、社

930 家，年产值 600 万元。其构成情况

如下：

各私营机械厂、社复工以后，也面

临原材料不足，资金短缺，销路不好，

劳资纠纷多，以及工薪高、产品质次价

高等问题。1951 年 4月，全国财经统

一，经过调整物价、协调劳资关系、开

展失业救济等措施，使生产逐步恢复

正常。重庆、成都两市近 800 个私营机

械厂全年共完成工业总产值 1427 万

元，较 1951 年增长一倍多，其产值仍

大于公营机械厂之和。

到 1952 年，经过三年恢复和整

顿，通过联营、合营、兼并等措施，促使

机械系统公、私企业初步建立了正常

的生产秩序。但生产能力增长甚微，仍

处于基础薄弱、规模很小、设备陈旧、

厂房破烂、管理落后的状态。多数工厂

以修理汽车、轮船及其它机器设备为

主，少数工厂能仿制一般通用机械产

品。到年底，全省机械系统公营(含公



私合营)企业发展到 37 个，共有职工

10619 人，固定资产原值 1193 万元，

年产总值 1901 万元，实现利润 233 万

元，已能生产机床、风机、电动机等 28

类机械产品。私营企业有所减少，其生

产总值仍高于公营企业。

“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 年)

1953 年 6 月，第一机械工业部(简称

一机部)发出《关于目前国营机械工业

的情况及今后工作部署》，要求把“现

有机械工业组织起来，进一步明确分

工、加强生产、技术管理，发挥潜在能

力，为国家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

必要的技术装备”。中共四川省委也对

四川机械工业提出“必须为地方工农

业生产发展服务”的指导方针。遵照一

机部和四川省政府的具体安排，四川

省工业厅对所属工厂进行了改组与分

工，先后将前进铁工厂、江北铁工厂、

亚西铁工厂等 10 个厂收为直属企业；

对各市、专、州、县属机械厂则纳入统

一计划，分级管理，并对主要工厂进行

产品定向分工。同时，一机部和省工业

厅推动企业学习推广苏联企业管理经

验，开展劳动竞赛、提合理化建议和增

产节约运动，使企业的潜力得到发挥。

重庆机床 厂首次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

苏式 532 型滚齿机，江北铁工厂试制

成功我省第一台载人缆车(装于重庆

市两路口)，这表明四川机械系统已开

始由修配为主转向主机制造。与此同

时，省工业厅贯彻“为地方农业服务”

的方针，重视发展农用机具，开始建立

农业机械制造体系。这一时期，正值社

会主义改造高潮，省工业厅成立专门

机构，对全省数百家私营机械厂开展

清产核资，实行赎买政策，组织公私合

营，到 1956 年，基本完成四川机械系

统的对私改造任务，建立了三联机器

修配厂、建群铁工厂、重庆机器铁工

厂、西原电机厂、华中机器厂、协兴船

舶修理厂、重庆惠工机床厂、重庆锅炉

修造厂、重庆轴承厂等一批公私合营

企业。这些企业由于生产关系发生了

变化，计划、供销有渠道，资金、设备有

来源，广大职工积极参加管理，资方人

员大都主动发挥其业务技术专长，使

企业技术力量得到合理使用，生产能

力得到充实和加强。1953～1957 年，

国家对四川机械系统投资 4621 万元，

其中重点项目有：一机部于 1955 年对

重庆机床厂进行全面技术改造；1957

年建成制造精密工具的成都量具刃具

厂；投资均逾百万元进行扩建的有：綦

江汽车配件厂、兴华机械厂、重庆电工

器材厂、重庆机器铁工厂、重庆柴油机

厂等。此外，还对部分老企业增添设

备，进行填平补齐，使之进一步发挥生

产能力。到 1957 年，四川机械系统企

业增加到 62 个，共有职工 2．8 万人，

形成固定资产原值 7030 万元，年产总

值 1．31 亿元，分别 比 1952 年增 长

1．64、5．91、6．86 倍。其产值构成为：

重庆市占 71．2 % ，成都市占 14．6 % ，



专、县占 14．2 % ，已能生产 500 吨／日

榨蔗糖设备、20 万吨／年产磷肥设备、

50 吨／日榨油设备、20 万疋／日制砖设

备、180 千瓦水电设备以及矿用风机、

排水机械、提升机械、齿轮加工机床、

普通机床、重型汽车配件、1000 千伏

安变压器、124 千瓦发电机、多种新式

农机具等产品。

“大跃进”及调整时期(1958～1964年)

1958 年～1960 年四川机械系统承

担十分繁重的设备制造任务。经受了

提高制造水平的锻炼，使其由修配为

主走上以制造为主。但因受高指标、瞎

指挥“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影响，使生

产发展遭受严重挫折，不得不进行调

整。这三年总产值增长速度过快，以

1957 年为基数，1958 年增长 1．74 倍，

1959 年增 长 3．38 倍，1960 年增 长

6．4 倍。

支援农业方面：在全省开展了“三

五”运动(5 台机床、5 种工具、使用 5

种动力)，先后生产提供土简机床 1．4

万台，工具 10 万件，为 145 个县建起

县、区、社农具修配厂约 4 千个。同时，

进一步掀起生产推广改良新式农机具

的高潮，生产排灌动力机械 5 万马力，

机械化、半机械化农具 4．2 万部，新式

畜力农具 69 万部，制糖、粮食加工机

械 3000 多台。不少工厂还与人民公社

挂钩，大力支援农业。如成都量具刃具

厂帮助人民公社建立农具厂 1 个，修

配站 8 个，抽水机站 1 个，化肥农药厂

1 个。

保钢铁、煤炭、电力和交通运输方

面：根据各部门实施“大跃进”计划提

出的设备制造清单，采取“军民结合”、

“土洋结合”、“大搞群众运动”等办法，

通过组织大会战，生产提供小高炉设

备 396 座，小 转炉 设备 193 吨 (容

量)，小轧钢机 30 套，小煤窑设备 396

套，小矿山设备 514 套，电站设备 698

套共 20 万千瓦，交流电动机 71 万千

瓦。

自身发展方面：以重庆、成都、自

贡市、德阳工业区为中心，新建、扩建

了 70 个工厂，总投资 3．41 亿元。其中

投资逾 1000 万元的有第二重机厂、东

方电机厂、成都量具刃具厂、重庆机床

厂、重庆水轮机厂、成都动力机械厂；

投资 300 万元至 1000 万元的有重庆

通用机器厂等 17 个企业。与此同时，

省冶金、煤炭、化工、轻纺、石油、电力、

交通、邮电、铁路、医药、公安等厅(局)

亦相继新建、扩建了一批为本系统维

修服务的机械工厂，使四川机械工业

在纵横两方面发展，生产能力及布局

有了明显改善。到 1960 年，全省机械

系统归口企业 132 个，共有职工 9．09

万人，年总产值 9．07 亿元。职工人数

和年产值分别比 1957 年增长 2．2 和

6 倍，三年平均递增速度为 90．2 % 。整

体实力得到充实和加强，并开始形成

农业机械、矿山工程机械、机床工具、

石化通用机械、电工设备、仪器仪表、



轴承等行业。但由于浮夸风盛行，许多

作法违反了客观规律，给生产带来严

重后果。一是制造质量差，三年共生产

叶氏风机 2000 台，其中不合格品占

40 % ；二是由于简化标准、辅机及备

件，造成配套不完整；三是重生产、轻

维修，致使 2／3 的机器设备带 病运

行；四是企业管理混乱，下放权力过

多，制度松弛，经济效益低。所有这些，

迫使四 川机械系统不得不进行调整

和整顿。到 1962 年，共关、停、并、转企

业 33 个，精减职工 3．6 万人，当年生

产总 值 1．7 亿元，比 1960 年 下 降

81 % ，这是建国后出现的第一次生产

大起大落。

在调整过程中，积极贯彻执行国

务院颁发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

(即工业 70 条)，进行企业管理整顿，

省机械厅先后制定下发《全面提高机

电产品质量 15 条措施意见》、《对直属

企业加强集中统一领导、调整管理权

限的若干规定》、《建立健全原始记录

工作的规定》、《新产品试行管理规

定》、《生产设备报废办法》等。在加强

技术管理 中，以整顿提高产品质量为

中心，对少数企业进行了停产整顿。同

时，还开展了“五反”运动(反贪污盗

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

主义、反官僚主义)，使“大跃进”中出

现的企业管理混乱状况逐步纠正。多

数企业的管理 工作开始走上正轨，产

品质量明显改进，1962 年抽查的 22

种主要产品，合格品有 21 种，电动机

电气性能合格率也由 44．5 % 提高到

91．7 % 。先后开发的重大新产品有：推

土机、铲运机、氦质谱检漏仪、自动倾

卸汽车、保温车、2105 柴油机、刨齿

机、平面磨床等。并开始承担军工配套

和援外出口任务。

在调整后期，省机械厅着重贯彻

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坚决把工业部

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

上”的指示和四川省委提出的“以机电

排灌为主、提蓄结合、综合利用”的方

针。1963 年 6月，省农机厅召开全省

排灌机械会议，部署生产以柴油机、水

轮机为主的排灌动力机械大会战。同

年 12 月，省机械厅在涪陵召开现场

会，推广涪陵新力农机厂生产 40 型水

轮泵的经验，次年掀起生产高潮，为四

川农村生产提供了大量的排灌动力机

械、各型水轮泵和其它农机具。

经过上述调整和整顿，加上基本

建设投资 1 亿元，使四川机械系统又

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重新出现

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到 1965 年，全系

统归口企业 123 个，共有职工 5．39 万

人，机床设备 8767 台，固定资产原值

2．94 亿元，年总产值 2．3 亿元，分别

比1957 年增长 0．9、1．8、3、0．9 倍。这

就为四川机械系统进一步发展打下初

步基础。

“三线”建设时期(1965～1978 年)

这是四川机械系统发展的重要时期。



虽然遭受“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破

坏，但在国家重点扶持下，在沿海老工

业基地的支持下，仍然开展了前所未

有的大规模建设，使生产取得空前的

发展。1964 年 9月，一机部白坚副部

长等人来川规划、指导三线建设。随

后，一机部组建西南工作组，专门负责

研究处理一线企业内迁三线 有关事

宜，并会同省机械工业厅处理内迁企

业厂址、设计、建设、搬迁等问题。1964

年底，重庆浦陵机器厂 29 天内迁投

产，揭开了四川机械系统“三线”建设

的序幕。在整个“三线”建设中，四川机

械系统是重点行业之一，国家总投资

20 亿元，从沿海地区以全迁、分迁、包

建等形式，先后内迁新建、扩建企业、

研究所 129 个。这批企业、研究所相继

建成投产，明显改善了我国机械工业

沿海和内地的工业布局，促使机械工

业生产力较大发展，并使四川跃为全

国新兴机械工业基地之一。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三

年出现了严重的动乱局面，多数企业

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为错误

路线 生产”等口号下，无政府主义思

潮泛滥。几经夺权，派性斗争愈演愈

烈，武斗不断升级，海陵一厂、红岩机

器厂、万县建华机械厂就有 17人死于

武斗中。不少工厂处于停产、半停产状

态，生产大幅度下降。全系统生产总值

与 1966 年相比。1967 年下降 30 % ，

1968 年下降 64 % ，1969 年下降 13 % 。

这三年还出现连续亏损；“三线”建设

进度也迟缓，完工期限一拖再拖，三年

仅新建投产企业 37 个。

1970 年以后，四川机械系统通过

“三线”建设的高投入，一大批骨干和

重点企业相继建成投产，整体生产实

力大为加强，基本上形成各具特 色的

农业机械、机床工具、石化通用机械、

电工设备、重型矿山工程机械、汽车、

仪器仪表、轴承基础件 8 大行业。但生

产能力不平衡，生产环境和条件不配

套，加之“文化大革命”动乱影响，形成

投入大、产出少、效益差的局面。全系

统万元固定资产创产值指标连年下

降：1970 年 为 6554 元，1971 年 为

7013 元，1972 年为 5925 元，1973 年

为 5590 元，1974 年为 4646 元，1975

年为 5768 元，1976 年为 4313 元。

1976 年底“文化大革命”结束，四

川机械系统开始新的发展，1977 年总

产值 14．02 亿元，实现利润 1．54 亿

元，1978 年生产上升，年产总值和实

现利润分别 比 1977 年增 长 30 % 和

77 % ，创历史最好水平。

经过“三线”建设，到 1978 年末，

全省机械系统归口企业 281 个，共有

职工 25．4 万人，形成固定资产原值

26．5 亿元，年总产值 18．21 亿元，分

别比 1949 年底接管时增长 21．6 倍、

148 倍和 214 倍。

“三线”建设时期，四川机械系统

还 先后组织开展了“小化肥成套设



备”、“100 万马力柴 油机”、“地方五

小设备”、“川气出川工程设备”等专项

任务的大协作、大会战，生产提供年产

3000 吨化肥成套设备 106 套，补套设

备 18 套，老厂改造设备(由 3000 吨提

高到 5000 吨)30 套；1973 年基本形成

年产百万马力柴油机和 1．6 万台拖拉

机的能力；为省内 40 个“五小”项目生

产提供各种通用机械 4890 台，非标准

设备 1900 吨；为“川气出川工程”研制

出新产品 22 项，开发天然气专用设备

70 多种。与此同时，还为国家重点建

设需要提供了一批重大产品和技术装

备，其中包括 C Q－260 越野汽车，250

系列船用柴油机，5 万、12．5 万、15 万

和 21 万水轮发电机组，5 万、10 万和

20 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4200 毫米特

厚板轧机，12500 吨水平分模平锻机，

1 万吨模锻水压机，16 吨、32 吨全液

压汽车起重机，1000 立方米空气分离

设备，2000 吨压铝机，高精度滚齿机，

卧式座标镗床，三座标液压仿形铣床

等。第二重机厂、东方锅炉厂等 30 多

个企业，经过八年奋战完成我国第一

座高通量工程试验反应堆主体设备的

研制任务。全系统已能生产机电产品

3200 种，有 249 项成果获全国和省科

学大会奖。

改革开放时期(1979～1985 年) 中

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工作重点

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相继提出

“改革开放”和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

调节相结合”的方针。四川机械系统抓

紧产品和企业结构调整，开始从企业

扩权入手的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和探

索，着力增强企业活力，把企业推向市

场，扩大对外开放。与此同时，对企业

管理进行大力整顿，发展横向联合，加

强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

量，推动技术进步。生产和技术有较大

发展和提高。

首先，对产品和企业结构进行调

整。一是对产品归口企业实行定点生

产，先后在纳入生产计划分属 10 多个

部门的 498 个厂中，择优确定定点生

产厂 297 家，其中机械系统 200 家。二

是对重复生产、质次价高、没有销路或

长期亏损的企业关、停、并、转 24 个；

撤销合并铸、锻、电镀、热处理生产点

51 个；将生产手扶拖拉机的 9 个厂调

整为 2 个厂；生产 195 柴油机的 11 个

厂压缩至 4 个厂；生产汽车的 7 个厂

压缩至 4 个厂；把生产汽车配件的

267 个厂压缩了 1／3。三是围绕五个转

变调整生产结构。即从主要为重工业

服务转变到同时为农牧业、轻纺工业、

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等方面服务；从

主要为新厂基本建设服务转变到同时

为老厂技术改造服务；从单一产品生

产转变到成套技术服务；从主要抓产

值、产量转变为主要抓质量、品种和水

平；从只着眼于国内市场转变到同时

打入国际市场。由于调整了生产结构，

扩大了服务领域，产品构成日趋改变，



1979～1981 年间共开发新产品 567

种，其 中 扩 大 服 务 领 域的 产 品 占

35 % ，为轻工市场和人民生活需要的

产品占 18 % 。并从 1983 年开始，对

145 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实行了归口管

理。

其次，积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

试点和探索。1979 年开始，全系统 21

个企业参加了全省首批 100 家企业扩

权试点。继后，发展到 94 户企业进行

以税代利、利润全额分成、小企业自负

盈亏、按行业自负盈亏以及盈亏包干

等多种形式的改革试点。1982 年后改

革试点成功，经验得到全面推广。企业

领导体制改革，自 1982 年开始贯彻

《党的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厂长工作

暂行条例》、《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

例》，1984 年进行厂长负责制试点，到

1986 年已有 163 个企业实行了厂长

负责制，占当时企业总数的 53．97 % 。

为了探索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

结合，突破以往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

1979 年 6 月 25 日宁江机床厂首先在

《人民日报》上登出商品广告，承揽任

务。同年 9月，省机械局同省物资局联

合召开全省首次展销会，实行产需见

面，价格浮动，看样订货。开始突破生

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的禁

区，在全省、全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同时，促使生产企业转变观念，走上市

场，开始重视经营销售工作。1980 年

以后，各厂都配备了经营副厂长，加强

销售机构，广泛开展市场调查，到全国

各地建立销售网点，加强用户服务工

作，开始确立以质量求生存，以品种求

发展，以价格占市场，以服务求信誉等

经济指导思想。与此同时，还广泛加强

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企业之间的

横向联合，以及生产企业、科研单位、

大专院校的技术联合，出现了各种经

营联合体。到 1985 年，全省机械行业

已组建各类公司、总厂、联合体 75 个，

参加的厂、所、院、校 961 个，其中四川

机械系统企业有 280 个。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1984 年国

务院把机械工业作为改革的试点行业

之一，批转了《机械工业管理体制改革

意见》，提出了各级机械工业管理部门

转变职能，由部门管理转向行业管理；

直属企业下放，实行政企分开并改行

业管理性公司为经济实体以及加强用

户服务工作等改革任务。1985 年初，

省政府批转了《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

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规定省机械厅

是省政府统管全省机械工业的职能部

门，并成立了以顾金池副省长为组长，

省计经委副主任王瑞、省机械厅厅长

高怀良为副组长，有关部门负责人参

加的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体制改革领

导小组。按照《机械工业管理体制改革

意见》，6 个在川的部属企业和 31 个

省属企业先后下放到所在市、地；省机

械厅直属公司不再承担行政管理职

能，转为自负盈亏的经营服务型公司。



省机械厅转变职能，开始探索加强行

业管理的路子，先后建立机械产品质

量监督总站和 27 个分站，组建 6 个行

业协会。这一时期，还加强了技术引进

和技术改造，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

“六五”计划后三年，一批企业围绕“三

上一提高”(上质量、上品种、上水平，

提高经济效益)的具体目标，实施“六

五”建设计划，总投资 7．5 亿元，完成

了部分企业基本建设收尾；实现 103

项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和 43 项引进国

外先进技术项目，从而大大推动了生

产技术的稳定、协调发展。产品出口也

有较大增长，1978 年出口企业 27 家，

出口产品 78 种。1985 年出口企业发

展到 62 家，出口产品共 31 个大类

168 种，出口到东南亚、西欧、北美等

34 个国家和地区。1979 年～1985 年

累计出口机电产品产值 3．24 亿元，为

前 15 年出口援外产值的 2 倍多。

1985 年主要经济指标与 1980 年

相比，固定资产产值率由 71．1 % 提高

到 102．1 % ；人均利税由 1338 元提高

到 2689 元；资金利税率由 9．5 % 提高

到 14．2 % ，1981－1985 年全系统上缴

利税 14．2 亿元。企业初步建立了质量

保证体系，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共有

490 项产品获国家、部、省优质产品称

号，共获国家、部、省科技成果奖 750

项，是执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最好

的时期。

三

四川机械工业由机械、军工、电

子、其它部门的机械制造力量、乡镇机

械企业 5 个方面组成。1985 年共有各

类企业 7871 个，其中独立核算企业

6457 个，共有职工 120 万人，固定资

产原值 123 亿元，年产总值 120．6 亿

元，实现利润 16 亿元(见表 0－1)。在

全国各省、市、区机械工业排位中分别

居第 4、2、6、5 位。

全省 6457 个独立核算机械企业

中，县以上全民所有制企业 1031 个

(见表 0－2)。按四川省统计局行业口

径划分为 6 个行业，其中以机械工业

行业实力最强，年总产值占 6 个行业

之和的 45 % ；按现行归口管理部门划

分(见表 0－3)，国防工办系统实力最

强，职工人数和固定资产原值分别占

36 % 和 52 % 。但由于军工任务不足，

加之转产民品时间不久，年总产值只

占 12 % 。机械系统实力次之，职工人

数、固定资产原值、年总产值、实现利

润 分 别 占 32．6 % 、25．7 % 、45．5 % 、

51 % 。

机械系统是为各部门提供技术装

备的主要力量，是整个机械工业的主

导部分。四川省机械系统 1985 年拥有

企 业 499 个 (包括集体所有制 企业

165 个，见表 0－5)，职工 35．9 万人，

固定资产原值 38．1 亿元，主要生产设



备 5．3 万台，年总产值 38．9 亿元(其

中出口机电产品产值 4500 万元)，实

现利润 6．4 亿元，已能生产 102 个大

类、7115 种机电产品。其中具有国际

70 年 代 末、80 年 代 初 水 平 的 占

20．8 % ，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支柱产

业之一。

四川机械系统经过“三线”建设和

“六五”技术改造，已形成以大中企业

为主体，大中小企业相结合，技术装备

较强，工艺手段较全，生产能力较大，

生产门类较完备的我国新兴机械工业

基地之一，综合生产能力(职工人数、

机床数及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机械

系统的 8 % ，仅次于辽宁、上海而居第

三位。主要特点是：

第一，经过建设发展，已形成具有

相当规模和特色的八大行业(见表

0—4)。

农业机械行业：归口企业 123 个

(不含集体所有制企业，下同)，固定资

产原值和工业总产值分别占全系统的

15 % 和 17 % 。已形成年产中型拖拉机

3000 台，小四轮拖拉机 5000 台，手扶

拖拉机 1．8 万台，农用柴油机 280 万

马力的生产能力。拖拉机、内燃机配件

生产实力较强，年产值达 1．2 亿元。农

用运输车、水泵、榨油、制糖、茶叶等农

副产品加工机械在国内均具有一定优

势。

机床工具行业：归口企业 30 个，

固定资产原值和工业总产值分别占全

系统的 10 % 和 7．5 % ，是获国家金、银

质奖产品最多的行业。主导优势产品

有齿轮加工机床、仪表机床、量刃具

等；锻压设备、木工机床、机床电器也

有一定优势。

石油化工通用机械行业：归口企

业 31 个，固定资产原值和工业总产值

分别占全系统的 10 % 和 7．5 % 。已能

生产中小型合成氨、化纤成套设备；大

型空气分离设备；低温贮运气化设备、

多组分气体分离设备；大中型塑料、橡

胶成型设备；各种压缩机、离心机、工

业泵、高中压阀门、印刷机械，以及食

品包装机械等。

重型矿山工程机械行业：归口企

业 23 个，固定资产原值和工业总产值

分别占全系统的 19 % 和 12 % 。已能生

产大型轧机；6．5 万吨多向模锻水压

机；大型球磨、破碎设备；2 米卷扬机；

架空索道；大中吨位汽车起重机；挖掘

机；装载机；起重运输设备及中小型矿

山、焦炉成套设备等。

电工设备行业：归口企业 58 个，

固定资产原值和工业总产值分别占全

系统的 27 % 和 29．5 % ，居全系统首

位。已能生产 10 万至 30 万千瓦水、火

电站成套设备，年产能力 150 万千瓦。

同时具有优于全国其它省市开发核电

成套设备的能力。小水电已形成年产

25 万千瓦的成套能力。此外，大、中、

小、微电机，变压器，工业锅炉，焊接材

料和设备，电线电缆，绝缘材料，电碳



制品，电动工具，高中压电器等也都具

有较强的实力。

汽车行业：归口企业 21 个，固定

资产原值和工业总产值分别占全系统

的 10 % 和 13 % 。已能生产 32 吨级矿

用自卸汽车；18 吨级公路汽车；8 吨级

越野汽车；5 吨、4 吨及 3 吨以下轻型

汽车，各种改装汽车、旅行车等。年产

能力 1．5 万辆。

仪器仪表行业：归口企业 19 个

(四川仪表总厂按 1 个厂统计)，固定

资产原值和工业总产值分别占全系统

的 5 % 和 7．5 % 。已能为国民经济各部

门提供各类仪表、材料、元件。四川仪

表总厂是全国重要仪表生产基地之

一，能为冶金、矿山、电力、化工、石油

等部门提供新型成套自动化系统和装

置。

通用基础件行业；归口企业 29

个，固定资产原值和工业总产值分别

占全系统的 4．5 % 。已形成年产轴承

1000 万套，年产标准紧固件 15 亿件

的能力。高压齿轮泵、液压油缸等重点

产品在国内居于重要地位。

此外，还建有跨行业、封闭式的军

工配套工业体系，常年承担军工配套

产值 2 亿元，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

位。重点产品有大型航空锻件、火炮、

军用改装车辆等。

第二，生产布局基本合理，形成以

重庆、成都两个大城市为中心，以中等

城市为重点的全川机械系统工业制造

体系。

重庆市为老工业基地，机械工业

基础较好，实力较强，全市归口企业

87 个，固定资产原值和年工业总产值

分别占全系统的 29 % 和 34 % ，是全省

重型汽车及仪器仪表行业的主要生产

基地。名优产品主要有滚齿机、钻床、

复杂刃具、中小型水轮发电机组、制冷

设备、离心机、卷扬机、高温风机、大马

力柴油机、195 柴油机等。

成都市系省会城市，创办机械工

业最早。50 年代后发展较快。全市归

口企业 78 个，固定资产原值和年产工

业 总 值 分 别 占 全 系 统 的 18 % 和

25．5 % ，主要名优产品有量刃具、仪表

机床、装载机、轻型汽车、改装汽车、木

工机床、电线电缆、电焊机、电动工具、

轴承、中小马力柴油机、拖拉机等。

自贡市素以盐化工为主，全市归

口企业 20 个，固定资产原值和年产工

业 总 值 分 别 占 全 系 统 的 7．7 % 和

8．6 % ，主要名优产品有电站锅炉、压

力容器、中小型空气分离设备、高中压

阀门、铣床、电碳制品、电焊条、铸钢件

等。

德阳市为新建的工业区，建有全

国最大的重型机器厂——第二重机

厂，还有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等

大型骨干企业。全市机械系统固定资

产原值和年产工业总值分别占全系统

的 24 % 和 10．3 % 。主要名优产品有重

型矿山设备，大型锻压设备，铸锻件，



大型水、火发电设备，大中型交直流电

机，石油机械，电工专用设备等。

内江、泸州、乐山、绵阳 4 个新建

制的省辖市，主要是部、省下放一批企

业后形成一定实力，共计有固定资产

原值和年产工业总值分别占全系统的

14 % 左右。主要产品：内江市有空分设

备、大中型压缩机、锻压设备、手扶拖

拉机、小马力柴油机，泸州市有大中吨

位汽车起重机、挖掘机、液压件，乐山

市有微电机、橡胶设备、低温容器，绵

阳市有架空索道、绝缘材料等。

遂宁、广元、达县、南充、涪陵、万

县、宜宾、雅安、阿坝、甘孜等 11 个市、

地、州均发展了一批以支援农业为主

的机械企业，共有固定资产原值和年

工业总产值分别占全系统的 6．2 % 和

7．4 % 。主要名优产品有农用运输汽

车，水泵，小四轮拖拉机，拖、内配件，

榨油机，茶叶加工机械等。

第三，经过“三线”建设，形成了一

大批实力较强的全国机械工业骨干、

重点企业。四川机械系统 334 个全民

所有制企业中列为全国机械工业骨干

企业有 29 个，重点企业 61 个，两项合

计为 90 个，占全系统企业总数的

27 % ，而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工业总

产值、利润则分别占全系统的 74 %、

72．1 %和 77．9 % 。全系统拥有机床设

备平均役龄 15 年左右，比沿海老工业

基地企业要短；高精度及大型机床所

占比重分别为 1．6 %和 6 % ，高于全国

机械系统平均水平。铆焊及大型铸、锻

能力较强，超过 1 万平方米的冲压车

间有 39 个；安装 100 吨级以上吊车的

冲压车间有 8 个。全国大型铸造、锻压

及模锻设备大多安装在四川有关企

业。大型冶金设备、大型锻件、大型电

站设备以及重型汽车、仪器仪表、工程

机械、齿轮加工机床等生产制造在全

国均占有较强的实力。

36 年来，四川机械系统生产发展

很 快。工 业 总 产 值 年均 递 增 率 为

18．57 % ，高于全国机械系统和全省工

业的增长速度。1985 年，工业总产值

已 从 1952 年 占 全 国 机 械 系 统 的

2．17 % 和全省工业的 1．18 % ，分别上

升到 5．25 % 和 8．57 % 。主要生产要素

与 1949 年底接管时相比，职工人数增

加 30 倍，机床数增加 14．6 倍，固定资

产原值增加 190 倍。36 年累计上缴国

家 42．7 亿元，相当于国家同期对四川

机械系统总投资的 123 % 。为国民经

济各部门生产提供主要产品有矿山设

备 14．68 万吨，发电设备 1342 万千

瓦，金切机床 11．51 万台，汽车 3．44

万辆，轴承 1．03 亿套，内燃机 1884 万

马力，水泵 41．03 万台，工业自动化仪

表 560 万台，装备并促进了国民经济

各部门的生产发展。同时，为援外出口

提供机电产品产值 4．8 亿元。

但是，四川机械系统地处“三线”，

多数企业负担社会性服务工作较重，

加之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生产费用一



般高于沿海企业，给生产发展和经济

效益带来不利影响。不少企业开发、竞

争、适应能力较弱。特别是一批重点、

骨干企业，产品方向与沿海重复，在国

家实行调整、出现任务不足的情况下，

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同时，有的“三

线”企业产品结构不合理，不适应社会

需要，要在短期内实行转产和发展，尚

存在不少实际困难。

四川机械工业独立核算企业 1985 年基本情况表

四川机械工业全民所有制企业 1985 年基本情况表



四川机械工业全民企业 1984 年分主管部门基本情况表



续表

四川机械系统全民所有制企业 1985 年分行业基本情况表

四川机械系统集体所有制企业 1985 年基本情况表



续表

四川机械系统建国后历年基本情况表



续表



续表

注：1．1949～1951 年各项数字包括公、私营企业，1952～1956 年未包括私营企业。

2．1983～1985 年各项数字包括集体所有制企业。

3．工业总产值按 1970 年、1980 年不变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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