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无重器不
强 、人 无 精 神 不
立。在新时代国
家 改 革 开 放 征 程
中，我们要重整行
装再出发，着力建
设船舶行业以军为
本、军民融合、技术
领先、产融一体的创
新型全球领军企业，
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
更大作用。”中国船舶
重 工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以 下 简 称“ 中 船 重
工”）党组书记、董事长
胡问鸣近日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

中船重工成立之
初 ，总 体 亏 损 2.7 亿
元，工业企业亏损面高

达 57%。过去的 20 年是中船重工军民协
调发展，从实现由扭亏脱困求生存向建设
行业创新型全球领军企业迈进的 20 年。
20 年来，中船重工坚持不懈、始终如一聚
力兴装强军、聚焦主业主责，成功研制出一
大批扬我军威、壮我国威、举世瞩目的重大
装备，为海军战略转型和国民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改 革 的 成 效 是 显 著 的 。 1999 年 至
2018年，中船重工资产总额由 330 亿元增
长到超过 4900 亿元，年均增长超过 15%；
营业收入由 152亿元增长到 3185亿元，年
均增幅超过17%；利润总额由亏损2.7亿元
增长到 88.6 亿元，2015 年以来连年递增
20%以上；自 2011年进入世界 500强以来
排名提升 218 位，2018 年蝉联全球入榜造
船企业首位。

中船重工作为我国海军武器装备科
研、生产、试验、服务、保障的主体力量，全
力推进我国海军武器装备由近海防御型向

远海防卫型跨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
能型转变、由注重平台作战向注重体系作
战转型。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面对2008年国际
金融危机对全球船舶市场的持续影响，中
船重工带领我国船舶行业在研发绿色节能
减排船型以及高端船舶与海工装备、深化
管理降本增效和调整产业产品结构上狠下
功夫，并在推进转型升级发展方面取得了
显著成绩：全球首艘 30.8万吨超大型智能
原油船、全球首艘安装风帆的 VLCC 等完
工交付；其研制的蛟龙号深海载人作业潜
器成功下潜7062米，创造了世界同类载人
作业潜器最大下潜纪录；研制的三峡升船
机提升高度113米、提升重量15500吨，创
世界之最……

近期，中船重工贯彻中央新发展理念
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制定颁布实施了“新时
代中船重工高质量发展战略纲要”，推动海
洋装备走向深远海、海洋装备技术跨进陆

空天，促进风、光、氢、核等清洁能源产业和
重质能源轻烃化项目持续发展，加快建设
船舶行业创新型全球领军企业。

“这几年资本市场对我们的支持很大，
中船重工也发展得很快。今后我们还要继
续依靠资本市场的力量发展。”胡问鸣表示，
中船重工已成为军工企业真正的蓝筹股。

胡问鸣说，把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
落脚点是以资本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升级。
目前，中船重工已拥有5家上市公司，资产
证券化率超过50%。

“要坚持产生融、融促产、产融一体谋
发展，不断完善产业发展投融资平台，推
进清洁能源、军贸物流、特种装备、特种气
体等业务资产在中小板或创业板上市，积
极探索科创板上市。”胡问鸣表示，接下来
集团将持续深化市场化债转股，汇集资金
促创新、强实体，支撑我国海洋装备行业
在与世界一流强手的竞争中不断做强做
优做大。

中 船 重 工 ：向 海 图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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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海洋装备技术跨进陆空天
——专访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问鸣

““近近 1414 亿中国人要过上更幸福美好亿中国人要过上更幸福美好
的生活的生活，，就要和平利用海洋就要和平利用海洋、、开发海洋资开发海洋资
源源，，所以中央提出要成为海洋强国所以中央提出要成为海洋强国。。基基
于此于此，，船舶工业也要加快向船舶工业也要加快向海洋装备研

制拓展。”近日，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
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胡问鸣在接受记
者专访时表示。

胡问鸣 说 ：“ 我 们 的 战 略 定 位 是

‘让海洋装备驰骋深远海、让海洋装备
技术跨进陆空天’。建设海洋强国，中
船重工责无旁贷。”他还就“两船合并”、
技术突破、建设海洋强国等话题作了

系统阐释。
“中船重工人正在用求真务实、向海

图强的拼劲和干劲，奏响一支先进制造
业不断跨越的进行曲。”胡问鸣说。

“搞海洋装备的人就要向海图强。”胡
问鸣表示，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过程中，首先
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第一艘航母辽宁舰，
我们只能算‘用起来’；第二艘航母是我们
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是‘造起来’。我们
实现了航母从‘用起来’到‘造起来’的跨
越，现在要进一步迈向‘强起来’的新时
代。”

“我国石油天然气储量较少。中国人
民要过上幸福美好生活，建设美好家园，

同时做到绿色发展，肯定要大量进口油
气，为此海上运输通道必须要保障。”胡问
鸣表示，没有航母等远海海军装备肯定是
不行的。

船舶建造可以带动众多领域的科技
应用和产品开发。船舶技术涉及社会经
济建设的方方面面，外燃机、内燃机、核动
力，发电、输电、配电、储电，有线无线通
信，雷达、激光、红外、水声探测与对抗，空
气净化、垃圾焚烧、污水处理，海水淡化等

系统，还有减振降噪、水中兵器等技术都
要过硬。

对于中船重工的“人才大军”，胡问鸣
十分自豪，“中船重工有科技人员近6万人，
在国之重器、海洋装备研制发展过程中，历
练培养出了一支老中青结合、技术种类齐
全、理想信念坚定的研发人才团队，这是我
们实施‘新时代中船重工高质量发展战略
纲要’及其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的
底气所在”。

□ 航母从“用起来”到“造起来”，现在要“强起来”

“70 年来，中国现代工业进步很大，但
在现阶段我们主要还是一个跟随者。目
前，我们已经在一些科技领域实现了并跑
甚至走在了世界前列，比如量子导航技术、
大功率高温超导电机等，这些都是我们抓
基础技术研究，重视技术创新的成果。”胡
问鸣表示，要想搞颠覆性的创新，一定要在
基础研究上下功夫。

他分析说，中船重工是伴随着中国海
军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上世纪 80年代，
中国从近岸海军发展到近海海军，开始发
展 3000 吨、4000 吨左右的驱逐舰。上世

纪 90 年代，中国又开始发展 6000 吨级驱
逐舰。现在到了航母时代，万吨驱逐舰、核
潜艇等支撑中国海军走向远海，遂行远海
防卫。

从近海防御到远海防卫是一个巨大跨
越。胡问鸣表示，现在我国石油对外依存
度超过 60%，因此必须维护好海上油气运
输通道安全。同时，海外利益、侨民等都需
要得到有力有效的保障。

“远海防卫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除
了要有航母、万吨驱逐舰，水下还得有潜
艇、鱼雷、水雷，此外深海信息传输、通信等

也不可忽视。”胡问鸣表示，海洋防务装备
开发中形成的一系列技术成果和制造能
力，很多都能与民用领域互动。最典型的
应用就是建造民用船舶。在改革开放初
期，我国造船能力在全世界仅占百分之四
点几，现如今造船能力已超过全球 40%。
此外，海洋石油钻井平台、海洋工程装备，
特别是深海装备等也实现了大发展。

““在输出技术的同时在输出技术的同时，，我们也向地方和我们也向地方和
民营企业输送了大量人才民营企业输送了大量人才。。这些人才这些人才、、技技
术的转化推动了地方经济以及民营企业的术的转化推动了地方经济以及民营企业的
发展壮大发展壮大。。””胡问鸣说胡问鸣说。。

□ 搞颠覆性的创新，一定要在基础研究上下功夫

“科学无国界、技术有价格。科技成果
本来就是用来造福人类的，是人类的共同财
富。科技成果有偿使用既是创新的动力也
是创新者的荣耀及社会价值的体现。现在
美国既打压我们的创新，又发起技术封锁，
实际上是违背科技道德和国际通则的。”胡
问鸣说，“我们坚持改革开放，走有所为、有
所不为的创新合作道路，就是想与世界各国
人民一道取长补短、遵守国际规则、共享人
类创新成果、共同发展。一些西方国家试图
封锁我们，这只能阻滞但不能阻断我们发
展。同时，被封锁的技术和技术发明者还会

因此失去市场、减少财富积累，长此以往会
削弱创新能力、引发创新转移。”

胡问鸣表示，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制
造业梯度转移是规律。制造业发展到一定
程度，就会按照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
不同情况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所以，发
达国家一些人提出和实施的“制造业回归”
是与产业经济发展规律相悖的。试图以此
抑制中国发展也是行不通的。

胡问鸣认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发展、高
质量发展势不可挡。“美国遏制中国技术创
新并阻滞中国经济发展可能会导致我们的

速度暂时慢下来，但同时也坚定了我们自主
创新的信念和决心。我们已经建立起完整
的工业及配套体系，美国想把我们打压下去
是不可能的。”

不过，胡问鸣也表示，进一步改革体制
机制、促使科技成果走向市场的任务还很
重。他建议，科技成果转化不仅需要有关部
门在科研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更要在研发成
果转化，特别是工业化“中试”阶段予以扶
持，因为这个阶段的风险才是最大的。同
时，科研企业也要学会利用资本市场、风投
基金不断完善自己的技术和产品。

□ 打压中国创新、扼阻制造业发展，违反国际通则和经济规律

对于两船合并的前景，胡问鸣给出了明
确预期，“南北船合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
2014 年我们就在推动两船合并。在此期
间，国际造船业兼并重组不断，在全球造船
产能严重过剩的背景下，这是大势所趋”。

据胡问鸣介绍，2015 年 12 月份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把“三去一降一补”作为来年重
要工作，船舶制造业与煤炭、钢铁被列为 3
个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那时，船舶制造业
主要采用白名单制度推进市场出清。我们
希望两船合并，主要是基于海洋装备做强做
优的考虑和市场竞争应在不同所有者之间
展开的原理。”

胡问鸣认为，中央企业应该是遂行国家

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使命的经济组织，除了
完成产业发展和保值增值任务等经济目标
外，还肩负着政治责任与国家使命。

目前，中船重工已连续 3 年位列财富
500强船舶企业首位，这与中船重工拥有28
个科研院所、完整的海洋装备科研创新体系
以及 6 万名科技研发人员的创新研发能力
不无关系。两船整合可以加强合理布局、资
源互补，加快实现做强做优做大。

“社会上把两个企业称为‘南船’‘北
船’。这种称呼更强调造船厂的区域布局，
没有很好体现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即科技
创新能力和附加值高的主业配套能力。两
船合并是‘战略性重组’。两个集团造船产

能加起来还不到全国的50%，所以不仅不会
造成垄断，还会给市场留出更大空间。”胡问
鸣表示，“南船北船‘离婚’20年，现在要‘复
婚’了。当年分开是对的，是为了促进竞争，
推动中国成长为造船大国；现在合并也是最
好的时机，可以聚合资源、减少‘内耗’，共同
为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船舶只是海洋装备的一个方面，我们
必须践行海洋强国战略，发展海洋装备、
海洋工业。”胡问鸣说，伴随着海军的发展
和海洋强国建设，我们要让海洋装备驰骋
深远海、向深向远向前，让海洋装备技术跨
进陆空天，为陆上服务、为空中服务、为航天
服务。

□ 两船20年前“离婚”，现在“复婚”都是对的

图为中船重工科研人员正

在工作。

图为中船重工生产线正在开

足马力生产。

上图为中船重工集装箱船。

下图为中船重工办公场景。

图为中船重工海山1号。

（以上图片均为企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