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40年来，白城工业经济
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辉煌成就，经济总量、效益、结构
等都上了一个新台阶。随着我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白城
市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求生
存，积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需要，走有区域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切实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大力
实施“兴工强市”战略，以骨干企业
为依托，大力发展能源、农副产品加
工业、汽配、纺织、冶金建材、医药
等重点产业，加快调整产业升级步
伐，全面提升产品结构、装备水平，
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推动了全市工业
经济又好又快持续健康发展。

40年沧海桑田，40年改革巨变。
纵观40年来白城市工业经济的发展历
程，基本上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大的
阶段：

第 一 阶 段 ： 成 长 培 育 期
（1978-1995年）。这一阶段“无工不
富”的发展理念逐步形成，工业主体
地位突现。

第 二 阶 段 ： 发 展 增 长 期
（1996-2005年）。这一阶段提出“兴
工富市”的思路，以国企改革工业化
为核心、依托特色园区建设等一系列
发展思路，推动了工业经济快速增长。

第 三 阶 段 ： 转 型 升 级 期
（2006-2016年）。这一阶段工业发展
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产业结构持
续优化、质量效益稳步提升，工业生
产快速提升，转变发展方式取得了新
进展。

（一）成长阶段（1978年-1995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地处

边陲的白城市工业，在改革开放、搞
活方针的指引下，坚持以提高经济效
益为中心，迈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白城市工业
企业所有制结构单一，是依托地方资
源初级加工和为农机具、军工及行走
机械配套生产而建立起来的，1978年
白城市工业总产值为7.1亿元，实现
工业增加值 2.1 亿元。改革开放以
来，经过17年的艰苦努力，尤其是
1993年撤地设市，这是白城工业经济
发展的分水岭，也是这一时期孕育了
全市工业经济的发展。在全市各方面
的努力下，以国有企业改组、改制为
重点的体制机制创新取得重大进展。
工业经济的工业单位数量的内部经济
结构也发生了质的变化。1995年以公
有制经济 （国有和集体经济） 为主
（占地区单位总数的95.9%）发展到以
非公经济为主体（占地区单位总数的
74%） 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格
局。形成了工业门类齐全、工业基础
布局合理的工业基地。以石化、冶
金、化纤、电力、汽车、非金属矿制
品，食品、电子、医药、纺织为支柱
产业的工业体系。到1995年，白城市
工业总产值（现价）达到28.9亿元是
1978年的4.1倍，年均增长8.6%；实
现工业增加值6.2亿元，是1978年的
3倍，年均增长1.01%。

（二）发展阶段（1996年-2005年）
“九五”计划实施以后，白城明确了

“兴工富市”的思路，让全社会都下力气
抓好工业，积极兴办工业。全市有
96.1％的国有工商企业实现了改制，一
大批困难企业通过招租、重组焕发了
活力。工业随之以石化、冶金、化
纤、电力、汽车、非金属矿制品，食
品、电子、医药、纺织为支柱产业的
工业体系相继壮大。增加值近十年平
均增长 1.2%，是 1978 年的 11.6 倍。
工业对于白城市经济的支撑作用更为
明显，发展规模不断迈上新台阶。

（三）腾飞阶段（2006年-2016年）
2006年-2016年这10年是白城

市工业经济稳步发展的时期，是白城
市工业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
时期，是白城市工业经济发展黄金期
和战略机遇期。白城市紧紧抓住西部
大开发深入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
兴加快推进发展等大好机遇，特别是

“工业强市”的定位，团结拼搏，锐意
进取，加快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实
现白城市工业经济发展的新跨越，呈

现出总量增加、增速较快、结构优
化、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2007年，白城市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
百亿大关，实现产值100.6亿元的好
成绩。“十一五”“十二五”是白城市
工业经济发展的新跨越，呈现出总量
增加、增速较快、结构优化、民营经
济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2016年，白
城市工业经济发展到以能源、农副食
品加工业、汽配、纺织服装、冶金建
材、医药等为重点产业的多种经济成
分并存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发展格
局。2016年，白城市完成工业总产值
（现价）737.6亿元，是1996年的22.4
倍，是1978年的103.9倍；2016年，
白城市实现工业增加值187.1 亿元，
是 1996 年的 23.7 倍，是 1978 年的
89.1 倍；2016年，实现利润 19.7 亿
元，而1996年利润亏损3.5亿元。

在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尤其
是“十二五”期间，白城牢牢抓住加
速推进工业化进程这个核心，把“兴
工强市”作为主攻目标，围绕“五大
基地”和开发区“二次创业”强力推
进大项目，强势发展大产业，迅速扩
大工业经济总量，壮大工业经济规
模，走出一条更快更好的新型工业化
之路。全市工业总产值由改革之初
（1978年）不足7.1亿元达到737.6亿
元，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工业经济成
绩斐然。工业结构得到优化调整，形
成了以市场为导向、以园区建设为平
台、以骨干龙头企业发展为支撑的26
个行业门类新型工业化体系。

（一）经济实力不断扩张，增速加快
从1978年到1995年，工业总产值

（现价）7.1亿元增加到28.9亿元，年均
增长8.6%。从1996年到2016年，工业
总产值（现价）33亿元增加到737.6亿
元，年均增长1.2%。从1978年到2016
年近 40年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1.1%。其中：轻工业完成产值362.5亿
元，同1978年相比，是1978年的78.8
倍；重工业完成产值 373.6 亿元，同
1978年相比，是1978年的149.4倍；全
部资产达到668.5亿元，同1978年相
比，是1978年的159.2倍。而“十一五”

“十二五”期间工业经济不断加速跃升，
2008-2013年白城市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速分别以 22.4% 、 22.3%、
37%、30.4%、16%、15%两位高速
增长，工业经济快马加鞭，努力实现

“弯道超越”，2010-2013年连续四年
增速居全省第一。工业经济的快速发
展，为全市经济社会建设健康快速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工业实力发展壮大，支柱产业
形成规模

40年的发展，经过市场的洗礼与
磨合，工业经济发展步伐不断加快，
产业组织逐步优化，形成了支柱产
业、优势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竞相发
展的新格局。2016年，全市335户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达到668.5
亿元，实现主营业收入703.9 亿元，
利税总额 30.8 亿元。超亿元企业达
191户，完成产值675.5亿元，占全市
生产总值比重为91.7%。

1．农副食品加工业 （含食品、
饮料、皮毛制品、造纸、木材加工等
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83户，完
成工业总产值210.1亿元，占全市工
业总产值的 28.5%。产品以精制大
米、红干椒、畜禽产品和浆纸为主。
以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
为主线，依托丰富的农畜特产生态资
源，重点推进洮南雏鹰 400 万头生
猪、洮北吉西300万只肉羊、通榆正
邦500万头生猪等一批重大养殖加工
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大安安大牧业、
通榆咱家养鸡等畜禽加工产业化项
目，全力打造“生态牧业基地”；加快
发展水稻、玉米、燕麦及杂粮杂豆精
深加工，推进中加燕麦国际产业园建
设。重点企业有：益海嘉里（白城）
粮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洮南金塔集
团公司、白城裕丰米业公司、镇赉嫩
江湾米业公司、大安安大牧业公司、
白城天福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等。
食品骨干企业以公司加农户的组织形
式，促进了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带

动了农业的产业化发展和农民增收。
对经济的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发挥了
重要作用。

2．汽车配套工业。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16户，完成工业总产值75.6亿
元，占全市的生产总值比重10.2%。
产品以各种轿车、中卡、重卡、改装
车、专用车和轻型车等配套产品为
主，主要为一汽、一汽大众、上海大
众、二汽、奇瑞、哈飞和沈阳金杯等
国内重点汽车生产厂家配套。配套产
品种类达到1000余种，主要产品有：
汽车电线束、柴油发动机电线总成、
汽车发动机连杆、汽车电器、玻璃升
降器、汽车门铰链、滚针轴承等。全
力打造汽车零部件“四大”生产基
地，即发动机连杆生产基地、原线和
电控线束总成生产基地、汽车车身覆
盖件生产基地、汽车齿轮和变速箱生
产基地。重点企业有：白城派克电气公
司、白城中一精锻公司、白城金事达电
气公司、白城盛华汽配公司、白城尼特
固零部件公司、大安轴承公司等。

3．纺织业（包括纺织、服装）。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2户，完成工业总
产值48.1亿元，占全市的生产总值比
重6.5%。主要产品为棉纱、棉布、呢
绒、无纺布、服装等。重点企业有：
四季盛宝纺织股份公司、洮南恒盛毛
纺织公司、吉林富邦纺织有限公司、
吉林省嫩鑫服饰有限责任公司、大安
市铭威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白城东奥
服装公司等。

4．医药工业。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15户，完成工业总产值31.4亿元，
占全市的生产总值比重4.3%。主要产
品有中成药及制剂、西药制剂、大输
液产品。依托丰富的中医药资源和药
食同源特色作物，启动建设GAP基
地、建设医药健康产业园，积极发展
以药品和保健品生产为重点的大健康
产业。重点企业有：吉林敖东洮南药
业公司、白城道君药业公司、白城广
春药业公司、镇赉银诺克药业公司、
通榆天光药业公司等。

5．能源工业 （含石油、电力热
力生产和供应、燃气生产和供应等行
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43户，完成
工业总产值 99.2 亿元，占全市的
13.4%。主要产品有石油、风电、火
电、热力等。能源产业是全市的优势
产业，也是最具发展前景的产业。近
几年全市突出风电的开发利用、火电
的梯度跟进、太阳能光伏光热的积极
快速开发及利用、加快推进千万千瓦
风电基地建设，生物质能的综合开发
利用，石油、天然气的精深加工和综
合利用。重点企业有：白城发电公
司、洮南热电厂及洮南、通榆、大
安、镇赉和洮北区所在的风力风电场。

6．冶金建材工业 （含非金属矿
物制品、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金属
制品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42
户，完成工业总产值63.9亿元，占全
市的生产总值比重8.7%。主要产品有
水泥及制品、平板玻璃、钢结构、
PPR管材、塑钢门窗、镍锭等。依托
富裕电力和电价优势，引进高载能项
目，推动能源消纳和冶金建材产业发
展。重点企业有：吉林省金石工贸有
限责任公司、白城宏越路桥有限责任
公司、吉林省天汇水泥、白城金升镍
业、白城市富达棒材轧制有限公司、
洮南市金升冶金产品有限公司等。

7．装备制造工业 （含通用、专
用设备制造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行
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41户，完成
工业总产值106.1亿元，占全市的生
产总值比重14.4%。主要产品风电机
组、叶片、塔筒等。重点企业有：华
锐风电（吉林）装备有限公司、中材
科技（白城）风电叶片有限公司、吉
林天奇装备制造工程有限公司、吉林
省天合风电设备有限公司和通榆县三
一风电装配技术有限公司等。

（三）民营工业发展迅猛，成为工业
经济新的增长点

改革开放初期，全市没有一家民营
经济，随着国家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发
展政策的推动下，创办民营企业的积极
性不断增强，全市民营企业经过了一个
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不起眼到倍受
青睐的过程。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既促
进了产业结构调优和产业竞争力提升，
又为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添了内
生动力，对全市工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明
显。2016年全市民营企业268户，占全
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户数的80%，产
值占全部工业企业的比重为77.8% ；
实现工业增加值184.2亿元，占规模以
上增加值比重达98.4%，对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5%，拉动
规模以上工业经济增长8.1百分点，成
为带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

（四）加快特色园区建设，规模集群
效应凸显

以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力度，依托
中心城市带动产业集聚区建设，加快
推进产业和生产要素向城镇和优势产
业带集聚，围绕支柱、优势特色产
业，发挥已初步形成的产业聚集效
应，进一步做强做大现有四个省级特
色产业园区。2009年以来，白城市大
力支持和打造以德尔福派克、金事达
电气、中一精锻等公司为龙头的汽配
产业园和以四季盛宝公司为中心的纺
织服装产业园、以国药集团为依托的
医药产业园、以中材集团为核心的新
型建材产业园、以中电投电厂为主的
煤电产业园、以金升镍业为示范的高
载能项目产业园等，形成了一批有品
牌、有规模、有影响力的产业集群，
推进产业聚集，有力地推动了白城市
经济的发展。2016年经济开发区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下同）完成产值83.3
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22.1亿元，实
现主营业收入72.2亿元，实现利润7.3
亿元；工业园区完成产值71.1亿元，
实现工业增加值18.3亿元；实现主营
业收入 52.6 亿元，实现利润 0.9 亿
元；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完成产
值0.2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0.09亿
元，实现主营业收入2.2亿元。

改革开放40年来，白城工业无论
是总量还是质量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为建设富裕美丽幸福白城奠定了
扎实基础。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
到，白城与发达地区相比还有一定的
差距，处于发展动能加速释放、经济
总量蓄势突破的重要时期和加快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努力提升发展质量的
关键时期，工业经济运行中还存在诸
多问题和挑战。放眼未来，党的十九
大对新时代我国新发展作出了全面的
战略谋划，我们要坚持以党的十九大
精神为统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凝聚白城市各族
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矢志不渝不忘初
心、开拓创新、继往开来、务实担当
砥砺前行，白城工业经济定将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推动新时代白城工业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做出新贡献，为
白城市经济腾飞、再创新辉煌！

（一）以产业链延伸推动产业跃升
建设重大项目强化产业链。集中

力量推进产业带动能力强的重点项目
建设，实时跟踪项目建设进度，协调
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困难问题。重点支
持雏鹰400万头猪、飞鹤50万只奶山
羊等一批全产业链项目建设；开展精
准招商补全产业链。围绕产业链空白
或不足部分，找准与知名大企业的契
合点，着力引入大企业、新项目；推
进自主创新拓展产业链。以产业骨干
企业、核心企业为主体，联合相关领
域高校、科研院所组建技术创新联
盟。整合创新要素，提高集成创新效
率，瞄准产业发展需求，解决产业链
中的关键、共性技术，打通产业链
条，加快产业发展。

（二）以企业培育促进产业跃升
实施《重点企业成长计划》，加快

重点企业培育，特别是要抓紧培育出
产业带动能力强的骨干企业。鼓励重
点企业围绕研发、设计、制造、管
理、品牌、市场等方面，加强技术改
造、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信息化建
设，提升核心竞争力。在每个产业中
遴选出1-2户龙头企业，集中全市优
势资源，将其打造成为品牌价值高、
规模大、实力强、拥有核心技术和自
主知识产权的大企业大集团。以骨干
企业发展拉动上下游产业链条，带动
配套企业协同发展，促进产业集群集
聚。形成骨干企业为龙头、产品和产
业为链条、中小企业紧密配套、大中
小企业竞相发展的企业组织体系。

（三）以合作共赢助推产业跃升
抓住与长春、浙江省两地合作机

会，开展深层次对接。对两地工业发
展方面好的思路和做法，结合全市情
况加以引进消化吸收，推进全市工业
发展。在与两地产业对接中，提前谋
划，找准切入点，主动引入和承接产
业转移，推进白城市企业与两地企业
合资合作。同时，加强与大企业大集
团沟通联系，积极引入央企、世界
500强等大企业入驻白城，大力推进
域内外优势企业战略重组，组建跨行
业、跨地区的大型企业集团。

（四）以两化融合实现产业跃升
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

提高区域产业信息化整体水平。实施重
点企业信息化提升计划，每年滚动推进
两个重点企业信息化项目，推动信息化
在企业产品研发设计、生产过程控制、
节能减排、电子商务、物联网应用等方
面广泛应用，打造一批有影响和竞争力
的“两化融合”标志性企业。

注：1980-1997 年以上指标统计
范围为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

1998-2010年指标统计范围为500
万元以上工业企业。

2011-2016 年 指 标 统 计 范 围 为
2000万元以工业企业。

(白城市统计局供稿)

40年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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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家明）为确保辖区食品
药品安全，严防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发
生，近日，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富文所
组织开展了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此次整治，以肉制品、乳制品、儿
童食品、酒类、饮料、糕点、食用油、
冷冻食品等为重点检查品种，以商场、
超市、食品店等为重点检查场所，严把
食品质量生产关，重点检查加工原料和
出厂产品是否进行检验，食品生产过程
中是否存在掺杂使假、违法添加非食用
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等行为。餐饮服
务环节，重点检查是否严格按照许可范
围经营以及从业人员是否持有健康合格
证情况，是否落实食品采购进货查验和

索证索票制度、做好台账记录，有无采
购、使用劣质食用油、过期变质食品及
不合格调味品、非食用原料和滥用食品
添加剂等违法行为。对检查中发现的不
合格食品或过期食品，迅速立案调查和
处理，切实保障辖区食品消费安全。

同时，他们还开展了药品流通领域专
项整治和打击化妆品“四非”专项行
动。严厉打击“挂靠”经营、非法渠道
购销药品、购销非法回流药品、制售假劣
药品等违法违规行为，防止假劣药品、化
妆品流入合法渠道。加强医疗器械监管
力度，突出基本药物、含麻黄碱复方制剂、
疫苗、特殊药品、高风险医疗器械等风险
品种的检查，确保辖区群众用药安全。

洮南市场监督管理局富文所

开展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

天气虽已寒冷，却阻挡不了白城医学
高等专科学校包保干部对村民的关爱。
一大早，听说城里的“亲戚”又要过来了，
大安市丰收镇新乐村村民脸上洋溢着喜
悦的笑容。97岁的李春和老人更是兴
奋，吃完早饭，就让孩子们搀扶着早早来
到村部，等待着“亲人们”的到来。上午8
时多，一台满载器械药品和医护人员以及
学校青年志愿者的大客车驶进村里。村
部大喇叭随即响起：“村民们，白城医高
专附属医院的大夫又来了，有需要检查
的请到村部来。”听到广播，村民们三五
成群涌向村部。随后，白城医高专领导
带领的50余人的慰问团也来到了村里。

又是一个暖心的时刻，在村卫生室，
附属医院各科室专家认真为村民量血压、
测血糖、做心电图，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
状况，分析病情、讲解注意事项，扫清他们
心中的疑虑，并结合患者日常生活习惯、
家庭状况等，为其提供切实可行的就医方
案。医院还为村民发放了价值3500多元
的药品。针对村民普遍存在的血压高等问
题，医院健康体检中心主任高建忠作了题
为《高血压防治》的讲座，让村民了解健康
饮食、科学用药的重要性，增强了卫生健
康意识。此外，医院还为村卫生室赠送了
价值2.3万元的药品柜、不锈钢处置柜等
医疗器械。义诊结束后，附属医院领导还
带领医疗专家团队走访入户，为行动不便
的村民送去健康和温暖，赢得了村民的连

连称赞。
在今年白城医高专帮扶建成的村部

前，前来走访慰问的教师们手拿铁锹、扫
帚和柳条筐，投入到村屯环境卫生整治
中。尽管天气寒冷，却丝毫没有阻挡大家
劳动的热情。学校扶贫办公室主任、纪委
书记鲁英杰一边挥锹铲土，一边对同劳
动的老师说，这里的垃圾给村民生活带
来很多不便，要清扫干净，彻底改善他们
的居住环境，咱们带头做的清扫，不仅仅
是一次义务劳动，还是在清扫农村陋习。
老教师、医学教研室主任李凯接过鲁英杰
的话说：“在城里工作生活多年了，好久没
拿扫帚了，今天干起来格外有劲。”经过
一个多小时的劳动，村街路两侧的垃
圾、残土杂物、枯草碎石全部清除，街路
面貌焕然一新。看到整洁的清扫现场，路
过的村民感慨地说：真没想到，白城医高
专的包保干部还能帮我们干这脏活、累
活，有这么好的包保干部是贫困户的福
分、也是我们新乐村的福分啊！劳动结
束后，大家带上要捐赠的衣物、豆油、
牛奶等生活用品入户走访。在贫困户陈
财家，公共教学部主任唐全中嘘寒问暖让
陈财十分感动：“你们工作那么忙，还抽空
来看我们，真让我们不好意思呀……”陈
财说。这是唐全中自包扶以来第4次来
陈财家走访慰问了。在贫困户李江家，
李江接过捐赠的衣物和特地给他买的眼
药水，激动不已。“摊上这样的城里‘亲
戚’是新乐村的福气，也是我的福气呀。”
李江激动地说。在两个多小时的走访中，
共捐款6000余元、捐赠衣物300多件。

暖流在小村涌动、奋进在小村形
成，昔日贫穷的小村正在向着富裕、和
谐的康庄大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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铿锵前行四十载 鹤城工业展新篇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市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白 城 改革开放40周年发展成就专题（三）

40年辉煌成就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洮北区东胜乡新合村结合自身实际，在省级包保部门长春
工程学院的大力帮扶下，建立了新合农机专业合作社，采取“政府+包保单位+合
作社+贫困户”的产业扶贫模式，对贫困户非承包地免费提供耕、种、收、打捆作
业服务，同时对外出租作业，产生的收益一部分用于年底贫困户分红。2017年，
新合农机专业合作社盈利25万元，贫困户每户增收3000元以上，充分发挥了产业
扶贫的“造血”功能和“管长远”作用。 王维俊 本报记者张殿文摄

城里的“亲戚”又来了
●陈宝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