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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以装备制造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是与国内生产、投资

和消费需求联系最为紧密的基础性产业，也是当前转型升级

需求较为迫切的产业。装备制造业中的通用设备制造业更是

基础中的基础，承载着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配套

设备保障、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重任。促进通用设备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是贯彻国家发展理念，坚持基础保障，实施制

造强国战略的重要任务。

装备制造业是拉动河北省工业增长的第一引擎，通用设

备制造业是装备制造业的八大类之一，在装备制造业中占有

一定的比重，是河北省的传统基础产业。目前，河北省的通

用设备制造业在产业规模、创新能力、协同发展、行业高素

质人才等方面仍存在不足，有较大提升空间。此背景下，编

写了《河北省通用设备制造业发展白皮书》，文中阐述了河

北省通用设备制造业支持政策、发展现状、产业布局、优势

和劣势，提出了产业发展路线图，通过加大人才吸引力度、

鼓励技术创新突破、加强检测服务能力、推动产业共享发展、

完善生产性服务业和加强产业协同发展等措施和手段，最终

实现河北省通用设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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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通用设备制造业背景现状

1.1概念和分类

1.1.1概念

通用设备是指用于国民经济生产活动中具有普遍适用

性的生产设备的总称，是制造业生产设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部分。通用设备是我国装备制造业下的一个专有名词，

国外并没有对该行业进行单独的划分。通用设备具有两大属

性，一是综合性，涵盖了大量的制造业生产设备；二是排他

性，排除了大量非用于生产的产品。通用设备贯穿着生产活

动中的方方面面，起到承担着生产的基础性作用。

通用设备制造业是指使用于一个以上行业的设备制造，

是装备制造业中的基础性产业，为工业行业提供动力、传动、

基础加工、起重运输、热处理等基础设备，钢铁铸件、锻件

等初级产品和轴承、齿轮、紧固件、弹簧、密封件等基础零

部件。行业产品应用领域广泛，主要涵盖航空航天、交通运

输、石油化工等市场。

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都是制造业生产设备中非常重要

的组成部分。专用设备是指为某一产业生产活动提供特定的

生产设备的行业总称。从通用设备与专用设备的定义中可以

发现二者虽然都具有很强的生产性，但是通用设备更加侧重

于生产设备的普遍适用性，而专用设备更加侧重于专用性。

展示一个国家制造业生产设备的水平，更侧重于通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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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较之专用设备，通用设备处于制造业生产设备中更为基

础的位置。另外仅从“量”的角度考虑，通用设备的产值和规

模都远远高于专用设备。

1.1.2行业分类

根据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的划分，通用设备主要包括

泵、风机、压缩机、阀门、气体分离及液体设备、其他通用

机械等 6个板块。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7-2017）

中，通用设备制造业的大类行业代码为 34，包含 9个中类行

业，即：锅炉及原动设备制造（341）、金属加工机械制造

（342）、物料搬运设备制造（343）、泵、阀、压缩机及类

似机械制造（344）、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345）、

烘炉、风机、包装等设备制造（346）、文化、办公用机械

制造（347）、通用零部件制造（348）、其他通用设备制造

业（349），52个小类行业，基本涵盖了主要的制造业生产

设备。

表 1 通用设备制造业分类及说明

大类 中类 小类 行业名称 说明

34 通用设备制造业
是指使用于 1个以上行业的设备制

造

341 锅炉及原动设备制造

3411
锅炉及辅助设备制

造

指各种蒸汽锅炉、汽化锅炉，以及除

同位素分离器以外的各种核反应堆

的制造

3412 内燃机及配件制造

指用于移动或固定用途的往复式、旋

转式、火花点火式或压燃式内燃机及

配件的制造，但不包括飞机、汽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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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中类 小类 行业名称 说明

摩托车发动机的制造

3413 汽轮机及辅机制造
指汽轮机和燃气轮机（蒸汽涡轮机）

的制造

3414 水轮机及辅机制造

3415 风能原动设备制造
指风能发电设备及其他风能原动设

备制造

3419 其他原动设备制造

342 金属加工机械制造

3421 金属切削机床制造
指用于加工金属的各种切削加工数

控机床及普通机床的制造

3422 金属成形机床制造

指以锻压、锤击和模压方式加工金属

的机床，或以弯曲、折叠、矫直、剪

切、冲压、开槽、拉丝等方式加工金

属的数控机床及普通机床的制造

3423 铸造机械制造

指金属铸件（机械零件毛坯件）铸造

用专用设备及其专门配套件的制造，

普通铸造设备、制芯设备、砂处理设

备、清理设备和特种铸造设备等制造

3424
金属切割及焊接设

备制造

指将电能及其他形式的能量转换为

切割、焊接能量对金属进行切割、焊

接设备的制造

3425
机床功能部件及附

件制造

指实现机床核心功能的零件和部件

的制造，以及扩大机床加工性能和使

用范围的附属装置的制造

3429
其他金属加工机械

制造

343 物料搬运设备制造

指在工厂、仓库、码头、站台及其他

场地，进行起重、输送、装卸、搬运、

堆码、存储等作业的机械设备以及车

辆及其专门配套件的制造

3431
轻小型起重设备制

造

指结构轻巧、动作简单、可在狭小场

地升降或移动重物的简易起重设备

及器具的制造；包括起重滑车、手动

葫芦、电动葫芦、普通卷扬机、千斤

顶、汽车举升机、单轨小车等制造

3432
生产专用起重机制

造

指具有起升、行走等主要工作机构的

各种起重机及其专门配套件的制造

3433 生产专用车辆制造
指用于生产企业内部，进行装卸、堆

跺或短距离搬运、牵引、顶推等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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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中类 小类 行业名称 说明

的无轨车辆及其专门配套件的制造；

包括电动叉车、内燃叉车、集装箱正

面吊运机、短距离牵引车及固定平台

搬运车、跨运车，以及手动搬运、堆

跺车等制造

3434 连续搬运设备制造

指在同一方向上，按照规定的线路连

续或间歇地运送或装卸散状物料和

成件物品的搬运设备及其专门配套

件的制造；包括输送机械、装卸机械、

给料机械等三类产品及其专门配套

件的制造

3435
电梯、自动扶梯及升

降机制造

指各种电梯、自动扶梯及自动人行

道、升降机及其专门配套件的制造

3436 客运索道制造

指动力驱动，利用柔性绳索牵引箱体

等运载工具运送人员的机电设备，包

括客运架空索道、客运缆车、客运拖

牵索道等制造

3437
机械式停车设备制

造

指采用机械方法存取、停放汽车的机

械装置或设备系统的制造，包括平面

移动类、巷道堆垛类、垂直升降类、

升降横移类、简易升降类停车设备

3439
其他物料搬运设备

制造

指除上述以外的其他物料搬运设备

及其专门配套件的制造

344
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

械制造

指泵、真空设备、压缩机，液压和气

压动力机械及类似机械和阀门的制

造

3441 泵及真空设备制造

指用以输送各种液体、液固混合体、

液气混合体及其增压、循环、真空等

用途的设备制造

3442 气体压缩机械制造
指对气体进行压缩，使其压力提高到

340kPa 以上的压缩机械的制造

3443 阀门和旋塞制造

指通过改变其流道面积的大小，用以

控制流体流量、压力和流向的装置制

造

3444
液压动力机械及元

件制造

指以液体为工作介质，依靠液体压力

能，来进行能量转换、传递、控制和

分配的元件和装置制造

3445
液力动力机械元件

制造

指以液体为工作介质，依靠液体动量

矩，来进行能量转换、传递、控制和

分配的元件和装置制造

3446
气压动力机械及元

件制造

指以气体为工作介质，靠气压动力来

传送能量的装置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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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中类 小类 行业名称 说明

345 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

3451 滚动轴承制造

指将运转的轴与轴座之间的滑动摩

擦变为滚动摩擦，从而减少摩擦损失

的一种精密的机械元件的制造

3452 滑动轴承制造 指在滑动摩擦下工作的轴承制造

3453
齿轮及齿轮减、变速

箱制造

指用于传递动力和转速的齿轮和齿

轮减(增）速箱（机、器）、齿轮变

速箱的制造；不包括汽车变速箱等制

造

3459 其他传动部件制造

指除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以外的其

他相关传动装置制造；包括链传动、

带传动、离合器、联轴节、制动器、

平衡系统及其配套件制造

346 烘炉、风机、包装等设备制造

3461
烘炉、熔炉及电炉制

造

指使用液体燃料、粉状固体燃料（焚

化炉）或气体燃料，进行煅烧、熔化

或其他热处理用的非电力熔炉、窑炉

和烘炉等燃烧器的制造，以及工业或

实验室用电炉及零件的制造

3462 风机、风扇制造

指用来输送各种气体，以及气体增

压、循环、通风换气、排尘等设备的

制造

3463
气体、液体分离及纯

净设备制造

指对气体进行杂质的去除，提高气体

的纯度的气体净化设备制造；仅对

气、液混合物进行分离，不改变气体、

液体性质的气、液分离设备制造；对

各种混合气体进行分离及液化的气

体分离成套设备制造

3464 制冷、空调设备制造

指用于专业生产、商业经营等方面的

制冷设备和空调设备的制造，但不包

括家用空调设备的制造

3465
风动和电动工具制

造

指带有电动机、非电力发动机或风动

装置的手工操作加工工具的制造

3466
喷枪及类似器具制

造

3467 包装专用设备制造

指对瓶、桶、箱、袋或其他容器的洗

涤、干燥、装填、密封和贴标签等专

用包装机械的制造

347 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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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中类 小类 行业名称 说明

3471 电影机械制造

指各种类型或用途的电影摄影机、电

影录音摄影机、影像放映机及电影辅

助器材和配件的制造

3472
幻灯及投影设备制

造

指通过媒体将在电子成像器件上的

文字图像、胶片上的文字图像、纸张

上的文字图像及实物投射到银幕上

的各种设备、器材及零配件的制造

3473 照相机及器材制造

指各种类型或用途的照相机的制造；

包括用以制备印刷板，用于水下或空

中照相的照相机制造，以及照相机用

闪光装置、摄影暗室装置和零件的制

造

3474
复印和胶印设备制

造

指各种用途的复印设备和集复印、打

印、扫描、传真为一体的多功能一体

机的制造；以及主要用于办公室的胶

印设备、文字处理设备及零件的制造

3475
计算器及货币专用

设备制造

指金融、商业、交通及办公等使用的

电子计算器、具有计算功能的数据记

录、重现和显示机器的制造；以及货

币专用设备及类似机械的制造

3479
其他文化、办公用机

械制造

348 通用零部件制造

3481 金属密封件制造
指以金属为原料制作密封件的生产

活动

3482 紧固件制造

3483 弹簧制造

3484 机械零部件加工 指对专用和通用机械零部件的加工

3489
其他通用零部件制

造

349 其他通用设备制造业

3491 工业机器人制造
指用于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工业机器

人的制造

3492
特殊作业机器人制

造

指用于特殊性作业的机器人制造，如

水下、危险环境、高空作业、国防、

科考、特殊搬运、农业等特殊作业机

器人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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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中类 小类 行业名称 说明

3493 增材制造装备制造
指以增材制造技术进行加工的设备

制造和零部件制造

3499
其他未列明通用设

备制造业

资料来源：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1.2发展现状

1.2.1国外发展现状

通用设备制造业是制造业景气度的“晴雨表”。与单一行

业投资周期驱动的专用设备不同，以机器人、叉车、机床等

行业为代表的通用设备制造业下游需求高度分散，因此与整

个工业部门的景气度及资本支出需求相关度较高，随 PMI

周期波动，通用设备需求增速呈现周期性。

来源：华泰研究

图 1 2020年-2022年 7月美、欧、东南亚及中国制造业 PMI

变化情况

当今，由于通用设备的基础性作用，各国间在通用设备

制造业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不同的国家主要发展的通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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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有所不同，但是西欧、美国、日本等国的通用设备制造业

比较发达，在各子行业市场中占有率较高。比如，在泵、阀

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制造行业方面，美国、日本和德国的

阀门产品占据着阀门市场的中高端位置。在轴承、齿轮、传

动和驱动部件制造行业方面，国际轴承产业集中度很高，瑞

典、德国、日本、美国的八大公司(瑞典 SKF、德国舍弗勒、

日本 NSK、美国铁姆肯、日本 NTN、日本捷太格特、日本

美蓓亚、日本不二越)2020 年在在国际轴承市场的占有率合

计达到 70%，成垄断态势。在金属加工机械行业方面，美国、

德国、日本三国是当今世上在数控机床科研、设计、制造和

使用上，技术最先进、经验最丰富的国家，欧美等发达国家

的机床数控化率达到了 70%以上[1]。

2009年至 2012 年中美通用设备制造业国际市场占有率

差别不大，而德国则稳坐世界通用设备出口第一把交椅。但

近年来中国国际市场占有率增幅较快，并于 2015 年一举超

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通用设备出口国。

1.2.2国内发展现状

通用设备制造业属于国民经济行业中的大类行业，是我

国制造业发展的核心板块。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经济的迅猛

发展，我国制造业也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

系。“十三五”期间，通用设备制造业坚持稳中求进，持续推

[1] 《机械设备行业研究：海外衰退如何影响机械行业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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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高质量发展，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

势。企业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通过产学研用相结

合，多项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研发取得实质性突破，提

升了产业整体水平。企业转型升级不断深化，基于自身优势

延伸服务，拓展市场，由传统生产型制造业向智能制造、工

程成套和服务型制造转型，通用设备制造业已经形成集研发

设计、制造、成套和技术服务为一体的，产品门类齐全的工

业体系。为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提供了

有力的支持和强力的保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

贡献。

2021 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9.6%，

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8%，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2.9%，

超规模以上工业 3.3个百分点，实现较快增长；通用设备制

造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4%[2]，超规模以上工业 2.8个百

分点，超制造业 2.6个百分点，在主要行业中排名第六。

表 2 2021年全年主要行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统计表

排名 主要行业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 医药制造业 24.8

2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6.8

3 金属制品业 16.0

4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5.7

5 专用设备制造业 12.6

6 通用设备制造业 12.4

[2] 《中国 2021 年 GDP增长 8.1%背后制造业发展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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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主要行业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0.9

8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8.4

9 食品制造业 8.0

1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8.0

11 农副食品加工业 7.7

12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7.7

13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6.3

14 汽车制造业 5.5

15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9

16 纺织业 1.4

17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2

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2021年，全国通用设备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

业收入 47010.6 亿元，占装备制造业总营业收入的 10.1%，

排名第四，比上年增长 15.1%；利润总额 3153.1亿元，占装

备制造业利润总额的 11.3%，排名第四，比上年增长 8.3%。

由此可见，通用设备制造业在装备制造业中始终保持中游水

平。

表 3 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财务指标[3]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金额

（亿元）

同比增长

（%）

金额

（亿元）

同比增长

（%）

总计 1279226.5 19.4 87092.1 34.3

制造业 1127885.1 18.8 73612.2 31.6

[3] 国家统计局（2021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34.3% 两年平均增长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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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金额

（亿元）

同比增长

（%）

金额

（亿元）

同比增长

（%）

其中：金属制品业 46835.4 22.3 2256.7 28.7

通用设备制造业 47010.6 15.1 3153.1 8.3

专用设备制造业 36563.5 12.8 2947.9 10.2

汽车制造业 86706.2 6.7 5305.7 1.9

铁路、船舶、航

空航天和其他运

输设备制造业

13094.1 11.1 538.1 -15.9

电气机械和器材

制造业
85320.2 23.7 4555.5 12.2

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141285.3 14.7 8283.0 38.9

仪器仪表制造业 9101.4 15.9 957.0 11.0

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但近年来，尽管我国通用设备制造业发展迅猛，已成为

世界第一大通用设备出口国，但大而不强，表现在一般通用

设备产能过剩（比如普通机加工设备过剩等），而“高精特”

通用设备制造能力不强（比如高精度磨床、多轴联动加工中

心等），与德国、日本等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因此我

国通用设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紧迫而艰巨。

1.3发展趋势

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在信息技术、

光学技术等众多直接关系到通用设备制造业研发、设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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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维修等环节的核心技术的发展，促使了通用设备制造业

向高效率化、高精度化、高智能化以及绿色化趋势迈进。

1.3.1高效率

当今伴随着制造业迅猛发展，也对通用设备在效率上提

出了更高要求。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通用设备在效率上形

成倒逼，促使其向高效率发展。

1.3.2高精度

精度本身是衡量通用设备制造业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加之当今纳米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也对通用设备制造业在精

度上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高端制造业更需要精度高的通用

设备。

1.3.3高智能

随着当今模糊技术的发展，通用设备的“全息”特征也愈

发明显，高智能化能够有效的提升其生产效率和降低管理成

本，从而提升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

1.3.4绿色化

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通用设备制造业一直是高污染、

高能耗的产业代表，给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外部性效应。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也愈发的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绿色

化是通用设备制造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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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河北省通用设备制造业概述

2.1政策汇总

2.1.1国家层面

近年来，为支持制造业发展，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2015

年国务院、工信部发布《中国制造 2025》，2018 年国家发

改委印发《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2019年 10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等十三部门印发《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计划

（2019-2022年）》，2021年 12月工信部发布了《“十四五”

智能制造发展规划》。

2.1.2省级层面

2021年 2月发布的《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指出：围绕

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瞄准传统优势产业迈向中高端的关键短

板，打造链条相对完整、产业带动明显、创新能力较强的创

新链。2021年 9月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的《河北省制

造业设计能力提升“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在基础通用件

领域，以轴承、齿轮、模具、液压件、密封件、紧固件等为

重点，加强新材料、新工艺在设计中的应用，提高基础通用

件性能、可靠性和寿命。2022年 1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河

北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重点产业

发展方向，首先要做优做强装备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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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工业机器人、特种机器人、高档数控机床等智能装备；

培育壮大临西轴承、永年标准件、宁晋电线电缆、盐山管道、

丰润轨道交通、玉田印刷机械等一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

2022年 5月，河北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印发《河北省加

快推进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中明确支出要“提

升产业基础能力。实施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

进基础工艺等产业基础再造项目。采用后补助方式，对重点

产业基础再造项目设备购置费用的 10%给予补助，最高不超

过 800万元。”

2.2产业发展现状

2.2.1总体情况

河北省装备制造业门类较为齐全，是具备一定规模和实

力的产业体系，是河北省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十三五”期

间，我省坚持“供给侧+需求侧”两端发力，以科技创新和技术

改造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装备制造业持续保持较快增长，对

全省工业经济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其中，通用设备制造业

的行业层次不断提升，产品提档升级。

2021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9%，分

行业看，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统计的 40 个行业大类中，35

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在主要行业中，通用设备制造

业增长 4.7%[4]，营业务收入 762.8亿元，同比增长 9.3%，利

[4] 河北省统计局网站（2021 年 1-12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生产增长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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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总额 39.1亿元，同比增长 18.4%。[5]2021年河北省通用设

备制造业营业收入占全国行业总营业收入的 1.62%；利润总

额占全国行业利润总额的 1.24%，在全国 31个省和直辖市中

营业收入排名处于中游水平，但是盈利能力偏弱，利润总额

和占比远低于其他省市。

表 4 2016-2021年河北省通用设备制造业经济效益指标[6]

年度 营业收入（亿元） 营业收入增速（%） 利润总额（亿元） 利润增速（%）

2016 1461.0 9 93.7 -1.5

2017 1566.4 6 94.9 0

2018 742.7 -1.2 33.4 -17.2

2019 730.3 -0.6 30.2 -2.6

2020 723.1 -5.0 25.8 -19.6

2021 762.8 9.3 39.1 18.4

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2017年以来，河北省通用设备制造业营业收入呈逐年下

降趋势，2021年稍有回升。在细分行业中通用零部件和泵、

阀、压缩机及类似机械行业的营业收入均达到百亿以上；金

属加工机械和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

均呈现持续增长趋势；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呈现连年下降

[5] 河北省统计局网站（2021 年 1-12月份全省分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
[6]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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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表 5 2019-2021年河北省通用设备细分行业营业收入（亿元）

行业 2019 2020 2021
三年平均营业收入

（亿元）

锅炉及原动设

备制造
80.4 112.3 81.9 91.5

金属加工机械

制造
70.0 78.2 93.9 80.7

物料搬运设备

制造
102.1 70.8 86.3 86.4

泵、阀、压缩

机及类似机械

制造

103.8 104.2 120.4 109.5

轴承、齿轮和

传动部件制造
89.1 75.0 59.0 74.4

烘炉、风机、

包装等设备制

造

71.7 73.1 84.1 76.3

文化、办公用

机械制造
5.1 5.6 6.0 5.6

通用零部件制

造
180.8 189.2 213.2 194.4

数据来源：根据协会资料整理

注：本表格统计数据不含其他（含机器人、3D 打印设备等）。

表 6 2019-2021年河北省通用设备细分行业利润总额（亿元）

行业 2019 2020 2021
三年平均营业收入

（亿元）

锅炉及原动设

备制造
3.9 4.8 3.4 4.0

金属加工机械

制造
0.5 7.4 9.8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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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2019 2020 2021
三年平均营业收入

（亿元）

物料搬运设备

制造
5.2 4.8 3.3 4.4

泵、阀、压缩

机及类似机械

制造

3.8 0.9 6.2 3.6

轴承、齿轮和

传动部件制造
-2.3 -4.7 1.6 -1.8

烘炉、风机、

包装等设备制

造

4.6 5.0 5.0 4.9

文化、办公用

机械制造
0.6 0.3 1.1 0.7

通用零部件制

造
6.7 5.7 6.6 6.3

数据来源：根据协会资料整理

注：本表格统计数据不含其他（含机器人、3D 打印设备等）。

2.2.2重点产品

经过多年的发展，河北省的通用设备制造业已经形成了

以金属加工机械、泵阀、齿轮、轴承、金属密封件、金属紧

固件和工业机器人为重点产品的发展布局。

（1）金属加工机械制造

金属加工机械制造业的重点产品是金属切削机床、金属

成形机床、铸造机械和电焊机等，其中金属切削机床 2021

年产量 4235台，同比增长 166.52%，主要分布在邯郸、邢台、

沧州、廊坊等地，金属成形机床主要分布在石家庄、邢台、

沧州等地，铸造机械主要分布在唐山、邯郸、保定和沧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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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电焊机主要分布在唐山、衡水等地。行业重点企业主要

有永红保定铸造机械有限公司、沧州领创激光科技有限公

司、河北汉智数控机械有限公司、河北大元重科机械有限公

司、唐山烁宝焊接设备有限公司等。

（2）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制造

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制造业的重点产品是泵、

真空应用设备、气体压缩机、阀门、液压元件和气动元件等，

其中泵主要分布在石家庄、邯郸、邢台、保定和沧州等地，

真空应用设备主要分布在廊坊，气体压缩机主要分布在石家

庄、邢台和衡水等地，阀门主要分布在石家庄、秦皇岛、邯

郸、邢台、张家口、沧州和廊坊等地，液压和气动元件主要

分布在唐山、邢台、保定、张家口、沧州和廊坊等地。行业

重点企业主要有远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普乐泵业科技

有限公司、耐力股份有限公司、伊内(廊坊)液压技术有限公

司、河北赛高波特流体控制有限公司等。

（3）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

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业的重点产品是滚动轴承、

齿轮和减速机等，其中滚动轴承主要分布在石家庄、秦皇岛、

邯郸、邢台和保定等地，齿轮主要分布在邢台和沧州等地，

减速机主要分布在石家庄、唐山、邢台和沧州等地。行业重

点企业主要有河北金士顿科技责任有限公司、河北汇工机械

设备有限公司、曲周县宏瑞车业有限公司、邯郸鸿力精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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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有限公司、住友重机械（唐山）有限公司、秦皇岛恩彼碧

轴承有限公司、河北辰昊传动设备有限公司等。

（4）通用零部件制造

通用零部件制造业的重点产品是金属密封件、金属紧固

件和弹簧等，其中金属密封件主要分布在秦皇岛、邢台和沧

州等地，金属紧固件主要分布在石家庄、唐山、邯郸、邢台、

张家口和沧州等地，弹簧主要分布在唐山、邢台和廊坊等地。

行业重点企业主要有邯郸市美坚利五金制造有限公司、廊坊

双飞碟簧有限公司、魏县锦辉紧固件有限公司等。

（5）其他通用设备制造业

其他通用设备制造业的重点产品是工业机器人，2021年产量

4778套，同比增长 36.75%，主要分布在唐山、邯郸、保定、

廊坊等地，并形成了唐山机器人产业园和廊坊香河机器人产

业园两个产业发展聚集地。行业重点企业主要有唐山松下产

业机器有限公司、唐山开元自动焊接装备有限公司、中信重

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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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21年各地市通用设备制造业重点产品分布一览表

所属行业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石家庄 唐山 秦皇岛 邯郸 邢台 保定 张家口 承德 沧州 廊坊 衡水

锅炉及原动设备制造
工业锅炉 蒸发量吨 ● ● ●

燃气轮机 千瓦 ●

金属加工机械制造

金属切削机床 台 ● ● ● ●

金属成形机床 台 ● ●

铸造机械 台 ● ● ●

电焊机 台 ● ●

起重机 吨 ● ● ● ●

物料搬运设备制造
输送机械 吨 ● ● ● ●

电梯、自动扶梯及升降机 台 ●

泵、阀门、压缩机及类

似机械制造

泵 台 ● ● ● ● ●

真空应用设备 台 ●

气体压缩机 台 ● ● ●

阀门 吨 ● ● ● ● ● ● ●

液压元件 件 ● ● ● ● ●

气动元件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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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行业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石家庄 唐山 秦皇岛 邯郸 邢台 保定 张家口 承德 沧州 廊坊 衡水

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

制造

滚动轴承 万套 ● ● ● ● ●

齿轮 吨 ● ●

减速机 台 ● ● ● ●

烘炉、风机、包装等设

备制造

工业电炉 台 ● ●

风机 台 ● ● ● ●

气体分离及液化设备 台 ● ●

工商用制冷、空调设备 台（套） ● ● ● ●

包装专用设备 台 ● ●

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 复印和胶版印制设备 台 ●

通用零部件制造

金属密封件 万件 ● ● ●

金属紧固件 吨 ● ● ● ● ● ●

弹簧 吨 ● ● ●

其他通用设备制造业 工业机器人 套 ● ●

数据来源：根据协会资料整理



22

据河北省装备制造行业协会数据分析，2021年，河北省

通用设备制造业重点监测的 28 种产品中，实现同比增长的

有 19种，占统计总数的 67.86%，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的有

15种，占统计总数的 53.57%。1-12 月通用设备制造业重点

产品产量增减主要表现在：一是工业锅炉、金属切削机床、

起重机、气体压缩机和工业机器人等行业保持高速增长，二

是阀门、轴承、风机等基础零部件产量下降。

表 8 2021年 1-12月河北省通用设备制造业重点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本年 增速

本月 本月止累计 本月 累计

工业锅炉 蒸发量吨 709.59 6664.77 65.88 40.38

燃气轮机 千瓦 1485.00 7425.00 -56.39 -6.31

金属切削机床 台 727.00 4235.00 239.72 166.52

金属成形机床 台 256.00 2872.00 58.02 7.00

铸造机械 台 31906.00 280988.00 27.23 18.51

电焊机 台 17415.00 222784.00 -8.24 10.87

起重机 吨 9643.23 117314.17 7.34 37.94

输送机械（输送机和提升

机）
吨 5503.31 74984.22 71.56 28.37

电梯、自动扶梯及升降机 台 1125.00 16153.00 -19.18 3.41

泵 台 71997.00 856051.00 -20.75 24.65

真空应用设备 台 1.00 8.00 0.00 -33.33

气体压缩机 台 215602.00 1578295.00 5993.89 3642.87

阀门 吨 32150.68 280916.49 -18.10 -0.91

液压元件 件 405850.00 7672069.00 10.65 69.39

气动元件 件 19554.00 203027.00 -9.11 -8.32

滚动轴承 万套 3872.21 33707.65 -39.02 -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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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本年 增速

本月 本月止累计 本月 累计

齿轮 吨 3556.49 43323.89 18.15 21.85

减速机 台 2910.00 53612.00 -27.29 9.53

工业电炉 台 57.00 784.00 -26.92 -1.26

风机 台 573.00 7693.00 -28.82 -22.38

气体分离及液化设备 台 73.00 693.00 -85.63 -88.36

工商用制冷、空调设备 台（套） 26793.00 343386.00 -11.92 51.10

包装专用设备 台 250.00 2472.00 -5.66 7.20

复印和胶版印制设备 台 32.00 289.00 - -

金属密封件 万件 302.34 2693.25 19.04 26.09

金属紧固件 吨 183203.43 1685838.73 32.52 20.45

弹簧 吨 1604.73 13738.66 15.45 27.96

工业机器人 套 410.00 4778.00 4.33 36.75

数据来源：根据协会资料整理

2.2.3重点产业集群情况

唐山机器人产业集群：唐山高新区拥有机器人企业 75

家，以开诚、开元两大领军企业为核心，英莱、四维等企业

为关联，主要产品涵盖特种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

人，以及人工视觉系统、传感器等关键零部件，高新区机器

人产业基地被国家科技部命名为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

地。唐山高新区建成了河北省第一家机器人专业孵化平台

——国家火炬唐山机器人特色产业基地孵化中心和河北省

第一个机器人公共研发平台——唐山高新区机器人研发中

心。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自主研发核心零部件，融合大数据、

5G 等信息技术，成功研发应急救援消防机器人、通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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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机器人、消防投弹机器人、冶炼巡检机器人等，20余款

产品为国内首创。

邢台临西轴承产业集群：邢台市临西县轴承产业经讨 40

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以临西轴承工业园区、运河轴承工业

园区和临西中国轴承大世界为主体的轴承产业集群。全县共

有轴承生产销售及配套企业 526 家，其中规上企业 29 家，

入园企业 300余家，拥有各类生产设备 7万余台（套），年

生产能力 7.6亿套，产品涵盖 4000多个型号，经销全球 90%

的轴承产品，产品远销东南亚、非洲和欧美等 90 多个国家

和地区。2021年完成销售收入 178亿元，同比增长 16.28%，

销售收入约占全省的 95%，占全国的 10%左右。其中，龙头

企业河北鑫泰轴承锻造有限公司获批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年营收 3.2亿元。

邯郸市永年区标准件产业集群：邯郸永年区紧固件是河

北省重要产业集群，被列入省政府领导包联的 22 个地方特

色产业集群之一，是邯郸市唯一产值超 300亿元的地方特色

产业。2021年，紧固件产量达到 490万吨，产值 342亿元，

纳税 5.2亿元，产销量约占全国的 55%，是全国最大的紧固

件生产基地和集散中心，被誉为“中国紧固件之都”。

2.3省内产业布局

河北省的通用设备制造业分布面较广，部分地市依托区

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将园区作为产业承接载体，积极培育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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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特色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了多个通用设备制造业细分领域

的产业发展聚集地，如唐山机器人产业园、廊坊香河机器人

产业园、邯郸永年魏县特色紧固件、邯郸曲周馆陶特色轴承、

邯郸大名曲周机器人及数控机床、邢台临城水泵、邢台临西

高端轴承等。各地市重点发展行业分布如下图：

来源：根据省工信数据整理

图 2 河北省各地市通用设备产业布局图

表 9 河北省各地市通用设备规上企业数量统计表

地市 规上企业数量（家） 占比（%）

石家庄市 106 12.76

保定市 54 6.5

沧州市 127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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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 规上企业数量（家） 占比（%）

承德市 14 1.68

邯郸市 193 23.23

衡水市 54 6.5

廊坊市 64 7.7

秦皇岛市 10 1.2

唐山市 71 8.54

邢台市 117 14.08

张家口市 21 2.53

合计 831 100

来源：根据省工信数据整理

来源：根据省工信数据整理

图 3 河北省各地市通用设备规上企业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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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河北省通用设备制造业优劣势

3.1发展优势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省通用设备制造业具有一定的优势

和基础。一是产业基础较好。形成了包含通用设备制造业中

全部中类的行业体系，产品基本涵盖了通用设备制造业的所

有小类行业，上万种产品，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产

业体系。二是在局部领域形成了较强的竞争优势。如机床、

泵阀、轴承、齿轮、紧固件、密封件、工业机器人等方面有

较大的优势，形成了临西和馆陶轴承、临城水泵、永年标准

件、唐山工业机器人等相关产业聚集区，拥有金风科技、远

大阀门、普乐泵业、松下产业机器人、锦辉紧固件、同飞制

冷、开元自动焊接装备等一批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优势企

业。三是在某些高新技术领域发展潜力较大。如工业机器人、

智能数控机床等领域开发了一批适应市场需求、技术领先的

产品，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2发展劣势

河北省通用设备制造业尽管有了长足发展，但与新发展

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时代任务相比，发展

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发展

任务依然艰巨，创新能力不足、协同发展不够、竞争力不强

等瓶颈依然存在。

3.2.1创新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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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增强通用设备制

造业竞争实力的核心手段。长期以来，习惯于把通用设备制

造业当成一个传统产业，普遍存在重产出、轻研发，重引进、

轻开发，重模仿、轻创新的现象，在关键核心技术上高度依

赖国外技术；新技术、新产品研发不足，产业缺乏核心竞争

力，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高端产业价值链有所缺位；研发资金投入不足，制约了河北

省通用设备制造业的健康发展。2021年河北省制造业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 R&D经费达到 546.40亿元，R&D经费投入强度

为 1.16。而通用设备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为

9.43亿元，仅占河北制造业总 R&D经费的 1.73%；R&D经

费投入强度为 1.13%，比河北制造业 R&D 经费投入强度低

0.03个百分点[7]，远低于全国通用设备制造业规上工业企业

R&D经费投入强度的 2.27%[8]。由此可见，河北省通用设备

制造业的 R&D经费和投入强度不足。

3.2.2协同发展不够

通用设备制造业发展需要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协作

主体的协同互动。协同发展不够限制着河北省通用设备制造

业的高质量发展。一是各类创新主体功能定位不清，导致创

新资源分散，难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不能有效实现协同发

展态势；二是产业链不完整，也就难以形成完善、有效的创

[7] 2021 年河北省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8] 2021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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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链条，难以吸引高端人才，产业、创新、人才“三链”缺乏

紧密联动、有效协作，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难以形成

现实生产力，制约着河北省通用设备制造业的培育和发展；

三是产业链协作能力不强，上下游企业缺乏紧密合作，龙头

企业创新要素集聚力不强，难以发挥应有的引领优势。

3.2.3行业小而散

2021年，全国通用设备制造业企业数量为 2.7万多家，

河北省通用设备规上企业数量仅为 800余家，其中营业收入

在 5 亿元以上的仅为 17 家。在企业数量上，小型企业占比

较高，行业整体呈现小而散特点，重复布局严重，齿轮、轴

承、紧固件、液气密等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不高。产业层

次偏低，缺少超大型企业引领，大部分通用设备制造业企业

还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低端市场处于过度竞争状

态，价格战愈演愈烈，企业处于微利甚至亏损境地，产品和

服务同质化严重。由于竞争者数量较多，竞争力大抵相当，

竞争对手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大致相同，体现不出明显差异，

对市场的争夺激烈。部分企业为了规模经济的利益，前期扩

大生产规模，市场均势被打破，产品大量过剩，企业开始削

价竞销。

3.2.4高素质人才不足

创新人才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产业整体发展范围在

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也在不断拓展，相应的技术也有了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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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进展甚至领先，这就需要大量的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

才、创新型人才、复合型人才以及高、精、尖的核心技术人

才。这又恰恰是河北省通用设备制造业的一个“短板”。通用

设备制造业所需要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严重不足，与之相

关的职业教育发展严重滞后，职业教育供给与市场需求存在

匹配度不高的现象。当前，高级人才不但引进困难，企业自

主培养的人才流失也严重困扰着河北通用设备制造企业的

发展。人才短缺成为河北省乃至全国通用设备制造业快速发

展的瓶颈。



31

第四章 重点发展行业和亟需突破关键技术

通用设备应用领域广泛，涉及装备制造业产业链多，是

装备制造业的基础，其技术水平、质量水平和创新水平对装

备制造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为通用设备赋能，发挥优

势，突出通用设备制造业在整个上下游产业链中的增值作

用，成为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4.1重点发展行业

通过对调研资料和省内通用设备制造业优劣势分析，加

快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发挥通用设备制造业在制造

业中的基础作用，应重点加强提升机床、泵阀、轴承、齿轮、

紧固件、密封件、机器人等产业发展水平，提高细分产业集

聚发展后劲，扩大区域品牌影响力，增强市场竞争力。

机床：依托沧州领创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河北汉智数控

机械有限公司、河北大元重科机械有限公司等行业重点企

业，重点发展金属切削机床、金属成形机床、铸造机械、金

属切割及焊接设备、机床功能部件及附件及其他金属加工机

械等。

泵阀：依托远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普乐泵业科技

有限公司、耐力股份有限公司等行业重点企业，重点发展泵

及真空设备、气体压缩机械、阀门和旋塞、液压动力机械及

元件、液力动力机械元件、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等。

轴承：依托河北金士顿科技责任有限公司、邯郸鸿力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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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科技有限公司等行业重点企业，重点发展滚动轴承和滑动

轴承等。

齿轮：依托河北辰昊传动设备有限公司、河北汇工机械

设备有限公司等行业重点企业，重点发展齿轮及齿轮减、变

速箱等。

金属紧固件和金属密封件：依托邯郸市美坚利五金制造

有限公司、廊坊双飞碟簧有限公司、魏县锦辉紧固件有限公

司等行业重点企业，重点发展螺栓、螺母、螺钉等金属紧固

件和具有高密封性能的金属密封件。

机器人：依托唐山松下产业机器有限公司、唐山开元自

动焊接装备有限公司、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等行

业重点企业，重点发展工业机器人和特殊作业机器人，我省

在该细分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实力。

4.2亟需突破关键技术

通过瞄准前沿技术，突破关键技术，公关技术短板，注

重自身创新能力建设，借力京津研发实力，加强联合创新和

协同创新，争做细分领域领头雁，以创新带动重点产业发展，

以示范引领推动通用设备制造业整体水平提升。

4.2.1高效节能技术

重点围绕风机、压缩机、泵、冷却、干燥、气体净化及

大型空分设备及系统开展高效节能技术研究：开发高效节能

气动模型和泵水力模型；持续开展高效密封、减阻涂层、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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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润滑节能轴承、磁力轴承、气浮轴承等节能技术的研究与

应用；重视对数据机房等高密度散热对象进行高效冷却的研

究与应用，加强复合冷却方式和分季节运行模式对节能节水

的技术经济性分析。

4.2.2减振与降噪技术

重点围绕减变速机、风机、压缩机、各类真空泵、冷却

设备等开展减振与降噪技术研究：振动机理及齿轮复合修形

技术等减震降噪方法研究；叶片尾迹噪声控制技术研究；针

对具体设备进行流动噪声产生机理研究。

4.2.3新材料技术

结合通用设备产品应用特点，重点开展超低温、高温合

金、新型碳纤维等特殊材料研究，拓宽通用设备产品的应用

领域；开展耐蚀、耐磨、防粘结等类型涂层的表面处理技术

研究，延长通用设备产品的稳定运行周期；开展服役环境下

材料疲劳性能和腐蚀疲劳性能及失效分析等研究，提高通用

设备产品关键部件的使用安全性。

4.2.4智能控制技术

通用设备是成套设备的重要基础部件，结合行业发展趋

势，提升产品的智能化水平，开展成套设备运行参数监测，

实现全系统设备运行能效在线分析、管理与运维，打造一个

集故障分析、数据处理与决策支持为一体的专家系统。以云

服务平台，为客户提供安全高效、持续稳定的智能设备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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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

4.2.5其他关键技术

重点围绕泵、减变速机、压缩机及风机开展转子动力学

研究，提升产品安全性与稳定性；重点围绕减变速机、真空

智能悬浮分子泵、真空冶炼炉、真空热处理炉、真空浸渍设

备和真空镀膜机等设备开展动力-传动-控制集成一体化技术

研究；重点围绕阀门产品，突破高压、超高压安全阀设计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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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河北省通用设备制造产业发展路线图

以重点发展的行业及关键技术为突破点，从基础性关键

技术的创新突破着手，加强产业长板、补齐短板、突出特色，

着力提升通用设备的技术和质量水平，发挥通用设备制造业

在装备制造业中的基础性作用，从而带动装备制造业质量的

整体提升。

通用设备制造产业发展的主要路线：关键技术创新突

破、技术质量水平提升、延链补链畅通供应链、做强做大做

优特色产业集群，提升通用设备制造业基础性支撑作用。

图 4 通用设备制造产业发展路线图

关键技术/技术短板/前沿技术创新突破，技术水平的

提升，为通用基础件赋能增值。

通用基础件及关键件的质量提升，推动通用设备制造

业整体水平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高质量、高层次发展。

围绕价值链，攻关核心链，通过强链做优小链，通过

补链完善大链，通过延链畅通供应链，提升通用设备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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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的保供能力。

突出产业集群特色，发挥产业集群优势，做强做大中

低端，做优中高端，以低端为基础突出积淀，以中端为后盾

突出强大，以高端为引领突出先进，支撑特色产业集群做强

做大做优。

通用设备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提供基础性支撑，同时为重要成套设备的开发和档次提升提

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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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加快发展河北省通用设备制造业的对策

抓基础性工作，统横向联合，推纵向发展，优化营商环

境，鼓励技术创新，从资源、政策、金融等方面大力支持关

键通用设备、零部件的发展，重点支持县域通用设备制造产

业集群发展，制定针对性政策和专项扶持措施，助推通用设

备制造业集聚发展、高水平发展。

6.1提升技术水平

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的创新突破是通用设备制造业大

力发展的基础，也是竞争力提升的关键。聚焦通用设备制造

业中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和核心领域，加大科技创新服

务，推动企业研发机构提档升级；在重点发展行业建立国家

级、省级技术创新平台、研发机构、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培

育建设国家级、省级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科技企业

孵化器，充分发挥现有各类科技创新平台的资源优势，鼓励

企业技术改造向装备现代化、产品高端化、工艺智能化、生

产绿色化升级；通过发布技术短板清单，采用揭榜挂帅等形

式推动产业技术的迭代更新，加快突破制约高端装备、成套

装备发展中涉及通用设备的关键共性技术和核心技术；鼓励

企业承担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项目，采用企业进高校、专

家进集群、校企云对接等形式，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倡导政

府服务“搭台”，企业与专家人才联合“唱戏”的技术与人才对

接方式，推动创新资源与产业资源的深度融合。



38

6.2加强产业协同

通用设备特色产业集群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基本形成了

较完善的产业链供应生产体系，但在产业链的前端和后端，

仍存在着卡点、堵点。首先，成立以重点行业龙头企业为依

托的产业技术联盟、产业技术研究院等产业协同创新平台，

切实发挥科技、工信等政府部门的支撑作用，用好用足产业、

科技等支持配套政策。建立科技产业协同发展鼓励支持机

制，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开展产业协同。其次，要加强产业

间的协同发展，尤其是提高原材料供应端的对接服务能力，

以重点行业领域和新产业新业态市场需求为牵引，着力解决

高端材料依赖进口“卡脖子”难题，提升供应链的有效供给、

高质量供给水平，实现上下游产业间的协同发展、高质量发

展。第三，发挥产业协同创新优势，鼓励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开展在线协同研发，鼓励中小微企业积极协同配套、服务外

延，加强产业链的本地配套能力和产线协调保障能力，增强

上下游产业间的协作配套能力。

6.3助力中小企业

通用设备制造企业，也是装备制造业中的实体企业，大

部分为中小企业，有其自身运行的市场规律，将发展中小企

业作为扩大就业、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不断营造有利

于中小企业“生长”环境和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积极培育发

展中小企业，加大创业扶持力度，充分发挥创业孵化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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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园区、众创空间等载体平台作用，加强大学生、退役军人

等群体创业支持，鼓励更多自然人及社会组织创新创业、成

为市场主体；着力培育本土企业，大力引进外地企业，积极

发展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切实让潜在的市场主体涌现出

来、发展壮大。不断完善扶持政策，由政府出台鼓励、引导

和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相关部门细化配套扶持

举措，加大扶持力度，促进全省中小企业得到较快发展。推

动提质增效，坚持把培育壮大市场主体与落实“双碳”“双

控”目标任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评价培育办法，

鼓励科研院所、企业技术中心加强针对中小企业的共性技术

研究，推动“产、学、研、用”结合，不断提升中小企业的

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6.4引培高端人才

通用设备的技术创新和技术突破往往会给产业链相关

企业带来价值倍增效果，而技术创新需要人才的支撑，一些

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的突破也更需要高端人才的参与。充分

利用京津科技创新人才资源优势，鼓励采用兼职、短期聘用、

定期服务等方式，构建“一小时专家圈”，吸引京津高端人

才和顶尖团队带着技术和项目来石创新创业。瞄准县域经济

存在的人才短板，持续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构建面向基层

的科技创新综合服务体系。但是，由于当前通用设备制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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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利润率较低，无法支撑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因此首先要

加强本地人才培育力度。鼓励企业加大职工培训力度，开展

知识分享会、知识竞赛、技能比武等多种形式的知识培训和

技能训练，提升产线职工的素质水平，重点培养“蓝领”和

“技师”等高技能型人才，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强化高端人才与技

能人才培养，拓宽企业人才成长渠道和空间，加强企业与高

校、科研院所、高职专科在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创新平台

建设等方面深度合作，打造高端人才与高技能人才培训基

地，构建企校发展联通、需求互通、资源融通的双赢合作格

局。在引培高层次人才的基础上，建立长效的人才引留机制，

不断优化和升级人才政策，激发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助

力企业挖掘人才、留住人才，持续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

才智力支撑。

6.5完善生产服务

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加强对通用设备制造业发展的

支撑和保障能力建设，帮扶企业攻坚克难跃升发展。支持各

类金融机构对通用设备制造业的支持力度，积极引导和规范

民间融资，稳妥发展地方小额信贷组织，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大力发展财务、法律、咨询、市场交易等服务业，逐步形成

种类齐全、分布广泛、功能完善的现代中介服务体系；对接

京津产业转移，建立企业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提升企业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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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能力，激发市场消费需求，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对产业

内细分领域的头部企业，采用灵活的资源配置政策，在土地、

能源、环保、资金等方面给予倾斜支持，保障资源高效利用；

引导企业上市融资发展，发挥市场资金倍增效果，加速融入

大市场、大资金、大循环，借智借力，提档升级，做大做强。

针对特色产业集群，加大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

台建设力度，不断增强服务能力，优化服务方式，升级服务

内容，提升特色产业主体的整体质量责任意识。探索以检验

检测机构为依托，融合计量、标准、认证、质量管理等要素

资源，联合科研院所，面向企业、产业、区域提供全链条、

全方位、全过程“一站式”服务，通过检验检测服务促进产业

优化升级，再上新台阶。

6.6推动资源共享

开放创新资源、共享生产要素，带动企业在产业链、创

新链、供应链上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目前通用设备制造业

普遍遇到的产业链难点、痛点、断点是产品的表面处理、热

处理等共性问题，这也是制约我省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巨大环

保瓶颈问题。建议各地特色产业集聚区，根据产业特点、产

业需求、产业优势，建设共享喷涂中心、共享热处理中心、

共享检测资源中心、共享技术创新中心等，达到资源高效利

用，不仅减轻了企业负担，还可以较好的解决产业链难点、

痛点、断点，助推产业竞争力再上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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