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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行 天 下 扬 帆 奋 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 鑫

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1 月份至
10 月份，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
手持订单量以载重吨计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
的 36.8%、43.6%和 43.6%，继续保持国际
领先。

70 年来，我国船舶工业从小到大，在
极其薄弱的基础上艰苦创业，在激烈的国际
竞争中劈波斩浪、不断前行，经过几代人的
不懈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走
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发展道路，我
国成为世界主要的造船国家。

“从产业规模、国际地位、产品品种和
造船效率等来看，70 年来船舶工业的变化
是翻天覆地的。”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副司长
王瑞华说。

从基础薄弱到造船大国

今年10月18日，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
轮在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正式开工点火
钢板切割，全面进入实质性建造阶段。这是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美国嘉年华集
团、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团签订的2+4艘13.5
万总吨Vista级大型邮轮合同中的第一艘。

大型邮轮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
明珠”，是我国目前尚未攻克的高技术船舶
产品。而该邮轮的开工建造，标志着我国
在大型邮轮设计建造方面迈出了实质性
步伐。

王瑞华表示，总结70年来中国船舶业
的巨大变化，可以概括为“大、全、快”。

“大”是从产业规模来看，新中国成立
初期，我国仅有 5000 吨级以上船坞 6 座、
船台1座，年造船完工量仅1万吨左右，全
球份额不足千分之一。2018 年，我国万吨
级以上船坞、船台 489 座，造船完工量
3503 万 载 重 吨 ， 占 全 球 的 份 额 达 到
43.6%，位居世界首位。

“全”是从产品品种来看，新中国成立
初期，我国仅能建造千吨级船舶。目前，几
乎所有类型的船舶我国均能建造。

“快”是从造船效率来看，新中国成立
初期，主要采用整体建造法，我国建造一艘
万吨船舶需要4年时间。目前，造船模式已
发展为分段建造法，并正向智能制造模式转
型，建造一艘6万吨级散货船的周期已缩短
至8个月。

“船舶工业是为国民经济及国防建设提
供技术装备的现代综合性产业，是海洋强国
和制造强国建设的重要力量。”王瑞华说。

70年来，船舶工业不仅支撑着我国远洋
运输事业发展壮大，更为鸟巢、首都机场航站
楼、三峡升船机等重大工程建设提供了技术
装备支持，同时还为我国海军建设提供了系
列现代化装备保障。船舶工业的发展，为我
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学习仿制到国际领先

回顾中国船舶工业 70 年的发展历程，
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艰苦创业，奠定发展基础的
阶段。1949年至1978年，通过实施“军民
结合，以军为主”的战略方针，船舶工业从
无到有、从仿制到自主研发，初步建立了以
军为主、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通过重点改
建、扩建江南厂、大连厂、沪东厂等一批骨
干船厂，奠定了船舶工业发展的基础。

那时，建造自己的万吨级货船是几代造
船人的梦想。1965 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
的首艘万吨级远洋船“东风”号建成交付，
这是中国人首次自行设计、建造，且全部采
用国产设备的万吨级远洋船。在该船的建造
过程中，全国18个部委、16个省市所属的
291 家工厂参与了协作配套，提供了 2600
多项器材和设备。例如，鞍钢生产的船用高
强度低碳合金钢材，上海沪东造船厂试制的

中国第一台8820匹马力柴油机，上海航海
仪器厂试制的中国第一套电罗经等。

“东风”号的研制过程虽然充满了艰
辛，但它的身上，凝聚了一代造船人自强不
息、自主创新的理想追求。其成功建造，开
创了中国自行设计建造万吨级船舶的先河，
为我国后续大批量建造万吨级以上大型船舶
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阶
段。1978年至2000年，船舶工业在“中国
的船舶要出口，要打进国际市场”的指示指
引下，率先开放，开启了我国船舶工业现代
化、国际化发展的新征程，实现了从国内市
场到国际市场的重大战略转型。1981 年，
我国第一艘出口远洋船“长城”号完工交
付，2000年我国出口船舶占比超过60%。

改革开放后，在党中央的关心和支持
下，大连造船厂与香港联成轮船有限公司于
1980年签订了2.7万吨“长城”号散货船建
造合同，1982 年 1 月“长城”号完工交
付，这是中国造船厂按照国际规范自主研发
设计建造的第一艘出口远洋船。

当时，为了成功打开国际市场，邓小平
同志先后 20 多次接见当时的“世界船王”
包玉刚，推动合作事宜，使我国船舶工业成
为最早进入国际市场的产业。此后，我国船
舶工业大量承接国外订单，成为出口创汇的
主要力量。

第三阶段是抢抓机遇、高速发展的阶
段。2000年至2012年，在党中央、国务院
作出建设世界造船大国和造船强国重要指示
指引下，船舶工业抓住国际市场高度兴旺的
有利机遇，产业规模迅速壮大，国际市场地
位显著提升。2010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
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造船指标全面跃
升至世界首位，成为世界最主要的造船
大国。

第四阶段是砥砺创新、开启高质量发展
的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
中明确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
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
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这为我国船舶工业应对全球船舶市场
深度调整的严峻挑战，向海图强，加快转型
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
根本遵循。”王瑞华说。

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70 年来，我国船舶业创新能力显著增
强。全面掌握了散货船、油船、集装箱船三
大主流船型自主研发设计技术，以节能、安
全、环保为重点，形成了一批标准化、系列
化品牌船型，交付了全球首艘智能型散货
船；大型液化天然气船、超大型汽车运输船
等高技术船舶实现批量承接建造；全面具备
了500米以内浅海油气开发装备的自主设计
建造能力，成功研制交付了世界首座圆筒型
深水钻井储油平台、“海洋石油981”、深水
铺管船等深海装备，全球最先进超深水双钻
塔半潜式平台“蓝鲸1号”在中国南海试采
可燃冰成功，载人潜水器蛟龙号首次在西太
平洋雅浦海沟成功下潜；极地船舶等前瞻性
船型开发取得重要进展，雪龙2号破冰科考
船成功交付。

70 年来，我国船舶业产业结构持续优
化。环渤海湾、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三
大造船基地初步形成，涌现了一批具有较强
国际竞争力的优强企业。新世纪以来，地方
民营造船企业异军突起，成为我国船舶工业

的重要力量，地方民营企业造船完工量占全
国40%。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

2018年，前10家造船企业完工量占比
从 2011 年的 47%提高到 69.8%。订单向优
势企业集中的趋势更加明显，前10家新接
订单量占全国总量的 76.8%，比 2011 年提
高了28个百分点。

70 年来，我国船舶业配套“短板”明
显改善，掌握了船用低速机设计关键技术，
自主品牌小缸径低速柴油机、双燃料发动
机、大功率高速机等实现接单。自主品牌甲
板机械实现批量装船，船用压载水处理系统
等新型装备研发与世界同步，动力定位系
统、单点系泊系统、升降系统等重点海洋工
程装备配套系统取得突破。

目前，我国已具备满足三大主流船型
80%以上配套设备装船需求的能力。

70 年来，我国船舶业国际影响力不断
提升。通过全面开展国内外船舶标准对标，
研究提出国际标准和国际海事提案，近5年
来共向国际海事组织提出造船相关提案 66
份。截至今年6月，我国共主导修订船舶行
业国际标准 89 项，其中 57 项已批准发布，
占国际同类标准15%。

大踏步迈向造船强国

“我国虽然已成为世界主要的造船大
国，但还不是造船强国。”王瑞华介绍说，
我国船舶工业创新发展质量还不高，创新引
领和创新驱动不足，创新模式仍以追随型为
主。尤其是高技术船舶概念设计对外依存度
较高，海洋工程装备前端工程设计能力薄
弱，核心系统和设备仍受制于人。

当前，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深度
融合为重要特征的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
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已成为未来
全球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这为船舶工业
高质量发展创造了难得机遇。

2018 年，工信部出台了 《推进船舶总
装建造智能化转型行动计划 （2019-2021
年）》和《智能船舶发展行动计划（2019-
2021 年）》，加快推进船舶工业智能化转
型。目前，全球首艘智能船舶“大智”号、
全球首艘超大型智能矿砂船“明远”号、全
球首艘超大型智能油船“凱征”号均已交
付，船体、装焊和管舾等智能化车间正在建
设扩展，为船舶工业智能化转型积累了一定
的经验。

要推动我国船舶工业高质量发展，王瑞
华表示，要强化创新驱动，提高科技创新引
领力。围绕绿色环保主流船舶、高技术船
舶、海洋工程装备等重点领域，加强基础共
性技术、核心关键技术、先导性技术研发，
加大对智能船舶、深远海装备等领域前瞻性
研究。

要主攻智能制造，发展先进高效制造模
式。重点实施船舶中间产品智能制造，加快
建设船体分段、涂装、管子加工等智能制造
示范车间,大力推广船舶配套设备智能制造
新模式。

要推动质量变革，打造中国船舶制造知
名品牌。加快攻克一批制约产品质量提升的
关键共性技术，推进中国船舶制造“品质升
级”，打造一批技术先进、建造高效、质量
优良、有较高信誉度的国际知名品牌。

要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
产业链水平。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
性作用，引导社会资源向优质企业倾斜，着
力优化产能结构。加快发展绿色制造，积极

推动产品设计生态化、生产过程清洁化、能
源利用高效化。

要深化对外开放合作，提高船舶工业国
际化水平。积极参与国际造船新公约规范标
准事务工作，加快构建政府、行业组织、企
业之间多层次的国际交流渠道，大力推进船
舶工业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鼓励企
业、科研院所和高校与国外相关机构，开展
联合设计、技术合作和人才培养。

70年来，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薄弱基础
起步，到今天成为世界主要的造船国家，我国
船舶工业取得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当前，
身处信息技术革命和先进制造业发展大潮，
我国船舶工业要抓住数字化、智能化机遇，在
既有规模上突出做优做强导向，争当全球船
舶工业创新的引领者。

船舶工业能力奠定国际地位。经过 70
年来多个阶段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开创
了船舶工业新局面，以及新时期推进高质量
发展，我国船舶工业的产业能力愈加坚实，在
全球造船行业确立了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
产业规模占全球份额超过四成，基本实现了
全品种全系列，产品覆盖全球各地。这些成
就的取得，依靠的是技术创新和造船效率的
提升。我国船舶工业企业强化自主研发，不
断实现创新突破，整体技术水平得到大幅跃
升，对产品和技术发展的主动权不断强化。

要正视我国船舶工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从外部环境看，造船行业与全球经济贸易形
势关联度高，当前低迷的世界经济形势给船
舶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压力。而从自身因
素看，与世界先进造船技术水平仍存在一定
差距，是我国船舶工业面临的更加突出的问
题。我国虽然是造船大国，但还不是造船强
国，高端和关键技术储备不够，技术创新能力
依然欠缺，由此导致我国船舶工业低端产能
过剩、高端产能不足，发展质量亟需提升。

机遇与挑战并存。我国庞大的内需市场
不断释放，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形成更加开放
的经济格局，这是我国船舶工业拥有的得天
独厚的市场条件。我国还形成了一些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骨干船舶企业，将在参与全球造
船业竞争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当前，5G、物
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我国呈现飞速
发展态势，形成了全球领先的优势，推动了先
进制造业发展，这也为我国船舶工业转型升
级、赶超先进创造了雄厚的技术条件。

要以增强创新引领力为抓手推动高质量
发展。我国船舶工业要建立与产业规模相匹
配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强化先导性、战略性，
在引领全球造船技术创新上发力，敢为人先，
抢占技术制高点。把视野瞄准船舶行业的新
兴领域，加快突破高端装备、高技术船舶，寻
找新的业务增长点。依托我国在信息技术方
面形成的优势，深化融合发展，推进智能制
造，强化智能船舶研发生产，形成领先的竞争
优势，同时积极参与相关国际标准规范制定，
提升标准规范引领能力。

争当船舶工业创新引领者
黄 鑫

9月5日，中船重工大船集团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为西班牙船东建造的化学品船
CT370－01轮命名、交付，这是河北省制造的第一艘出口海外的化学品船。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破冰间隙的“雪

龙2”号（11月21日拍

摄）。据介绍，“雪龙

2”号是我国首艘自主

建造的极地科学考察

破冰船。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摄

在2019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上，与会者参观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模型。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