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ail:jlrbspjzz@163.com 电话：
（0434）3624209

四平周刊

2020 年 4 月 30 日 星期四 编辑 王钰 耿华彬

07

靠大联强 转型升级
——写在
写在“ 一汽解放四平专用车委托改装合作基地
一汽解放四平专用车委托改装合作基地”
”揭牌之际
本报记者 崔维利 袁松年

让开大路走两厢，
靠大联强促转型。
4 月 28 日，
无论对于四平还是一汽，
都是一个注定载入史
册的大日子：
一汽解放四平专用车委托改装合作基地揭牌仪
式举行。
活动由四平市委、
市政府主办，
铁东区委、
区政府承办，
四
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吉林省专用汽车协会协办。
四平市委副书记、市长郭灵计，
省工信厅副厅长马毅，
长
春市副市长、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王海英，
一
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汉杰，
共同启动“一汽解放四平
专用汽车委托改装合作基地”。
长春是“汽车城”广为人知，
可是许多人不知道的是，
还有
一个“四平汽车”也曾经风光无限——新中国第一台专用车、
第一台大客车都是“四平造”。
如何再现昔日辉煌？四平市选择的路径是：
让开大路走
两厢，
靠大联强，
转型升级，
“特”立独行主攻专用车。
近年来，
四平把发展专用车产业作为构建特色产业体系
的关键环节，
突出靠大联强，
加快转型升级，
吉运专用车、
中航
奋进等龙头企业迅速发展，
全承载桁架甩挂运输车、清淤车、
翼展式物流运输车畅销国内外市场，
四平成为国家先进装备
制造业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吉林省唯一的专用车生产
基地，
为老工业城市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平市委副书记、市长郭灵计，
省工信厅副厅长
马毅，
长春市副市长、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
委书记王海英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汉
杰，
共同启动“一汽解放四平专用汽车委托改装合作
基地”。
袁松年 摄

有基础——

四平市专用车产品展示。 崔维利 摄
和技术、人才优势。如何让老树发“新枝”？四平市委、市政
府思路明 ，定位准——以骨干龙头企业为主体 ，围绕专业化
企业集群、集聚，
全力打造产业分工明确、协作配套紧密的具
有四平特色的专用汽车产业基地。
变化，
源于清醒的定位。
面对专用车“三足鼎立”的成熟市场 ，四平要想“脱颖而
出”，
必须“术业有专攻”——把持高端，
方能冲出重围，
车行
天下。
近年来 ，四平市非常重视专用车产业的发展与规划工
作，
按照“高起点规划，
高端引进，
差异化发展”的原则，
先后
编制了《专用汽车产业园区发展规划》
《专用汽车产业中长期
发展规划》等指导性文件，通过加快建设工业开发区和产业
园区基础设施，
积累收储了相当数量的土地等资源要素。
今年 1 月 15 日，
四平市政府与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签
订了“共建一汽解放四平专用车委托改装合作基地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标志着四平与一汽解放公司紧密型合作的开始，
为该市实现专用 汽 车 产 业 全 面 高 质 量 发 展 奠 定 了 坚 实 基
础。协议明确了四平市政府和一汽解放各自的权利义务 ：
四平市政府在一汽的支持下，加快园区的建设和发展，并且
出台专项政策，支持四平专用车委托改装基地未来的发展 ；
一汽解放以市场化的方式，与四平专用车企业合作，提高产
品份额，帮助基地提升现有企业制造规模水平，并在园区招

裂变辐射。多年来，
四平市委、市政府不断加大扶持力度，
推
进和促成这种“集聚”，
生发着四平新一轮产业“聚”变。
在一汽解放与四平专用车牵手合作的历史性时刻，
四平
一如既往地祭出“扶持政策”，
目标只有一个：
加快转型升级，
实现专用汽车产业向高端化、
智能化、
集群化发展。
2020 年 4 月 1 日，
四平市政府印发《一汽解放四平专用汽
车委托改装合作基地扶持政策（暂行）》
（四政办发〔2020〕6
号），
共推出 10 条优惠政策：
支持底盘经销企业落户基地、
鼓励
底盘经销企业与改装企业合作、扶持专用汽车及零部件配套
企业改造提升、
支持利用闲置资产建设专用车项目、
鼓励域内
外专用车及零部件配套企业投资、鼓励专用车产业项目投产
达产、支持专用车产业技术和产品创新、支持专用车产用结
合、
支持企业活化生产要素、
强化专用汽车委改合作基地人才
支持。
双方通过高位运作、
政策倾斜、
融资启动、
密切配合、
主体
推进、
渐进承接，
利用 3 至 5 年的时间，
使委改基地建设粗具规
模，
一汽委改承接量达到 80%以上，
委改车量达到 30000 辆以
上，
产值达到 24 亿元，
实现利税 3 亿元。到 2025 年全面承接一
汽委改任务，
把四平打造成真正意义上一汽全天侯委改生产
基地。
委改基地推进主体为铁东区，
基地拟以目前中航奋进和
四平吉运所在的开发区大路、重工路及平东大路所在区域为

优势得天独厚
背靠“汽车大省”，
雄踞交通要道，
依托产业优势，
四平发
展专用车产业得天独厚。
区位优势。四平是吉林省第三大城市，
地处东北亚区域
中心地带，位于东北振兴哈大发展轴上，是哈长城市群向南
开放的桥头堡、吉林省中部创新转型核心区主要支点城市。
四平作为东北地区重要交通枢纽，
其公路、铁路四通八达，
是
东北地区为一汽配套运输半径最短的节点城市，
符合一汽 50
公里配套半径要求。依托一汽这个全国最大的主机厂资源，
四平发展专用车及其配套企业优势多多。
产业优势。专用车产业是四平市传统支柱产业，
产业基
础较好，
专用车企业分布集中，
种类系列齐全，
有一定的集聚
效应。核心区域为铁东区，
产业园区为四平市专用汽车产业
园区（省级），
2011 年四平市专用汽车产业园区被省政府授牌
为省级特色工业园区。
专用汽车企业及汽车零部件企业 40 余户，
年生产能力 2
万辆 ，汽车零部件 3 万套 ，进入国家公告目录的产品有 130
个。经过多年发展，
形成了以奋进专用车、吉运专用车、雄风
专用车、吉平专用车、北方专用车为代表的专用车改装企业，
以吉林世宝为代表的专用车零部件生产企业。主要产品有
厢式专用车、罐式专用车，
自卸专用车，
起重车，
轻体半挂车
等。旅游 、物流 、工程等 20 余类专用车 ，甩挂运输车 、清淤
车、翼展式物流运输车等专用车畅销国内市场并出口十多个
国家和地区。技术平台有 2 个，
为中航四平奋进专用车有限
公司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四平吉运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省级企
业技术中心。
政策优势。近年来 ，四平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和“最
多跑一次”改革。成功建设了全国首批金融生态城市、
国家可
持续发展试验区和国家首批区域品牌试点示范市等国字号平
台；
2016 年，
四平荣获“中国十佳投资环境城市”、
“中国最安全
城市”称号；
2019 年，
四平成为全省“综合窗口”改革试点市、
“无证明城市”改革先行市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
市。与此同时，
围绕破解产业创新能力不足、
人才支撑能力不
强、
资金要素短缺等突出问题，
四平相继设立了产业创新发展
基金、民营企业转贷基金、专用车产业扶持基金等，
倾力在融
资保障、
土地供应等方面对专用车产业给予扶持。

寻突破——
老树再发新枝
事实上 ，
“区位优势和工业基础”，并未给四平的决策者
带来片刻轻松，因为他们深知，客观优势只有通过主观努力
才能变成真正的优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
“优势”的“近亲”
是劣势。四平与长春、沈阳有很多产业雷同，
但相较之下，
四
平产业层次、集中度低，
产业链条短，
产品科技含量不高，
所
以市场竞争力弱。
如何扬长避短？四平的决策果敢而睿智 ：
“让开大路走
两厢”，
坚持错位发展，
借势借力促转型，
特立独行谋赶超。
随着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不断深化，
四平迎来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专用汽车产业是四平市的传统产业，
有雄厚的产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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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引资方面助力支持。
一汽解放四平专用车委托改装合作基地揭牌仪式上，
铁东
区政府与吉林省百信三友车厢制造安装有限公司、
吉林铁东经
济开发区与山东梁山华岳专用车有限公司、
四平吉运专用车有
限公司与辽宁金海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了投资合作项目协
议；
四平吉运专用车有限公司与四平市隆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中航四平奋进专用车有限公司与辽宁省葫芦岛市诚信汽
车贸易有限公司、
中航四平奋进专用车有限公司与浙江澳杭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签订了委托改装合作协议。
吉林省百信三友车厢制造安装有限公司董事长钟明文
表示 ，今天 ，我们公司与四平市政府签订了年产 1 万台改装
车项目协议，将积极参与一汽解放公司委改业务，我们准备
将长春的公司落户到四平的委改基地，
新的市场区域也带来
了合作机遇，随着市场的持续跟进，公司市场区域将进一步
扩大，
市场占有率也将进一步提高。
四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人张国忠表示，
一汽解放四
平专用车委托改装合作基地的建立，
将全面承接主机厂辐射
和产业转移，
优化整合专用车行业资源，
发展“专、精、特、新”
产品,实现由传统专用汽车产业向中高端专用汽车产业跨
越。将彻底改变四平专用车行业的现状，
进一步带动相关配
套产业发展 ，对四平的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和示范作
用 ，为四平经济创造一个新的增长极。委改基地建设和发
展，还将加快省内外专用车产业向四平集聚整合，对四平乃
至我省的汽车产业，
都将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核心起步基础，
以平东老工业区闲置厂房招商引资嫁接改造
为拓展区（承接增量委改生产），
用 2 至 3 年的时间高质量完成
一汽解放委改配套。
规划以重工路、平东大路、平东南路、烟厂路所在的平东

老工业区，
作为专用车委改制造基地承接区域，
后续招商发展
均在规划园区内建设。
规划在沥山路与 303 交会出入口区域，
建设委改底盘仓储
物流园区，
园区可存储 4000 辆专用车底盘，
确保物流畅通且不
影响四平市内交通。
承接增量委改生产。以平东老工业区闲置厂房为主体，
改造生产专用车标准化厂房，
解决现有企业生产瓶颈问题，
集
聚没有生产资质企业的生产之需，
同时也可作为引进域外生
产企业的合作资源。
成立办事机构。由四平市政府和一汽抽调相关人员，
组
成委改办公室，
负责基地的正常运行和与一汽公司的衔接协
调等工作。
整合资源作用。以现有一汽委改和有资质企业为主体，
与一汽及经销商实现无缝对接，
渐近承接一汽委改生产任务。
强化招商引资。加强与一汽主机厂的密切合作，
积极融
入一汽整体专用车发展规划，
依托丰富的底盘资源，
主动配合
一汽引入国内顶尖级专用车企业落户四平，
全面嫁接一汽委
改份额，
提升专用车及零部件配套产能，
形成产业规模优势。
拓宽融资渠道。成立专用车企业发展专项基金，
由省、
市
两级政府出资专项扶持专用车产业发展。以政府贴息、连保
等多种方式，
鼓励各金融机构、投资公司参与委改基地建设。
鼓励金融机构支持企业发展，
积极为专用车企业搭建融资平
台。省内金融机构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简化程序，灵
活、便捷、有效地提供资金信贷，
鼓励签订银企保战略合作协
议，
解决专用车企业发展资金问题。
推动差异化发展。从企业的不同情况出发，
因地制宜，
针
对不同档次产品和市场，
引导企业对号入座，
从而形成产品和
市场的梯次，
不断提高产品和市场占有率，
扩大四平市专用车
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推动创新成果转化。鼓励引导企业与一汽解放开展技术
创新合作，
大力发展环卫车、
冷藏车、
罐车等市场规模大、
附加
值高的专用车产品，
助推一汽解放新车型新产品产业化，
促进
基地产业差异化发展。大力提升四平专用车产业的技术水
平，
推动专用车向中高端发展，
为引进知名专用车企业、
技术、
人才、
管理创造条件。鼓励支持企业自主创新，
密切跟踪市场
研发适销对路产品，
努力在产品高端化、
高附加值上下功夫。
支持一汽解放开拓市场。在推进城市综合治理和发展建
设中，
根据环卫、
城建渣土、
公交等城市用车需求，
把推进城市
建设与产业发展结合起来，
发挥行政资源效能，
制定用车采购
计划，
在符合政府采购法和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的前提下，
优
先采购一汽解放的商用车产品，
促进基地产业发展。
同心协力携手发展。四平市政府统筹规划专用车委改
基地的开发建设，建立高效、统一的管理机制和必要的工作
机构，积极协调解决基地发展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
针对发展实际制定政策，形成配套的政策体系，全力推进专
用车产业做优做强。省工信厅帮助四平市政府研究解决专
用车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落实好支持专用
车产业发展政策 ；省直有关部门积极支持四平市专用车产
业发展，密切协同做好工作，全力推动四平市专用车委改基
地快速发展。

共携手——
集聚整合发展
集聚整合并不是简单的叠加，
而是有序的错位发展，
乃至

一汽解放四平专用车委托改装合作基地揭牌仪式现场。 崔维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