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 持 一 汽 不 遗 余 力
——长春举全市之力保障一汽发展纪实

写 在 前 面

工业是吉林省和长春市的经济命

脉，稳增长必须稳工业。“十二五”以

来，省和长春市牢牢抓住工业这条主

线，紧紧围绕“科学发展、加快振兴，让

城乡居民生活得更加美好”总目标，全

面加快吉林老工业基地振兴步伐，推

动全省经济连年实现稳增长。这其

中，汽车产业居功至伟。

作为全省汽车产业的顶梁柱，一汽

的发展备受省领导、市领导关注，对一

汽的生产运行、项目建设更是坚决支

持，点对点服务，全方位保障。

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稳增长的

重任，省委书记巴音朝鲁指出：“要围

绕转型升级，巩固壮大汽车等支柱优

势产业。当前，要针对重点企业、重点

行业、重点地区采取有效措施，搞好产

需衔接，保障生产要素供应，促进工业

稳定运行。”省长蒋超良强调：“要发挥

优势，聚合资源，扩大销路。大力发展

零部件配套，提升本地配套率。政府

部门要进一步改进服务，帮助企业解

决实际问题。”

围绕汽车产业发展，特别是在推进

一汽集团重大项目建设方面，长春市

上下拧成一股绳，形成一股劲，建机

制、给政策、创载体、优环境，全力以赴

支持一汽、服务一汽、保障一汽。

为支持一汽顺利完成“十二五”各

项目标任务，带动全市汽车产业转型

升级，实现大发展、快发展，省委常委、

长春市委书记高广滨对全市相关部门

提出要求：“我们不但要支持一汽、服

务一汽，还要在生产要素和基础配套

条件上保障一汽。千方百计为一汽发

展创造良好环境，帮助一汽解决好发

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为一汽提供

全方位的服务和支持，推动汽车产业

进一步做大做强。”长春市市长姜治莹

指出：“没有一汽的发展，就没有长春

的发展。我们要把支持一汽作为全市

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对一汽的发展

需求，就八个字：全力以赴，不遗余

力！”为快速解决一汽生产运行和项目

建设中的难题，长春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肖万民，副市长白绪贵等市领导

多次带队现场调研、现场办公，组织召

开座谈会、调度会、协调会，认真研究，

想方设法解决。市委、市政府还专门

建立保障一汽重点项目建设联席会议

制度，成立一汽重点项目建设协调服

务办公室，对一汽项目建设派专人点

对点对接，全天候跟踪服务。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面对一

汽项目建设急需解决的土地、道路、

水、电、气、热等一系列要素保障问题，

工信、发改、公安、国土、建委、规划、房

地、公用、交通、林业、环保、水务、供

电、通信等二十几个部门和单位，以及

相关城区、开发区、县（市）总是优先服

务，特事特办，一路绿灯。

谈起对一汽的支持和服务，一汽集

团领导和相关部门同志总是充满感

激。董事长徐建一说：“对长春市委、

市政府多年来对一汽发展的关心、支

持和呵护，光说感谢还不行，前面还

得加上‘万分’两个字。一汽这几年

发展得比较快，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在长春这块土壤上，总部在这，主要

的生产基地也在这，这里的环境比较

好。政府是打造环境的，我们企业就

是苗，环境好了，苗就能茁壮成长，就

能结果。”

为一汽发展服务，与一汽携手前

行。长春，汽车产业的“世界梦”正在

变成现实。

作为汽车城，长春的发展与一汽紧密相连，一汽的发展牵动着整
座城市的神经。

300万辆。这是长春“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整车产能目标。靠什么
实现？答案是明确而唯一的，靠一汽。

咬定这一目标，对一汽产品创新、产能扩增、项目建设的每一个环
节，长春上下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举全市之力给予支持、服务和保障，
推动全市、全省汽车产业在转型升级中不断实现新跃升。

产业支持，本地配套快速跟进

作为全国最大的汽车整车生产企业之一，一汽需要强大的零部件
供应体系做支撑。而本地配套率的提升，不仅能大大降低企业生产成
本，更是企业扩大产能，提升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的关键。这是一
汽的现实所需，也是近年来长春市汽车产业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

2014年，一汽在长春市汽车零部件配套额已达1400亿元，本地配
套率近40%，与长春市“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本地配套率50%的目标已
是触手可及。

几年来，长春市紧紧围绕一汽解放、一汽大众、一汽轿股、一汽丰
越等整车生产和发动机、变速箱等动力总成，大力引进国内外零部件
配套企业和项目，着力打造一汽供应商体系，推进零部件产业集群发
展。目前，全市仅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规上企业就已达到197户。

一汽丰越200万辆扩建项目的投产，凸显了长春市整车带动零部
件发展的“连动效应”，仅在配套零部件方面，就吸引带动了一批丰田
的合作伙伴在长投资建厂。目前，围绕一汽丰越，已有16个日系零部
件项目陆续建设或投产，预计配套零部件将新增产值200亿元。

随着整车产能的扩增，长春市的汽车零部件产业也随之不断壮
大。目前，仅汽开区内的零部件配套产品种类5000余个，产值510
亿元。形成了以麦格纳、纳铁福、日本电装、一汽四环股份、杰克赛尔
空调、伟巴斯特、劳士领等一批国内、国际知名企业为核心的零部件
制造企业集群。

按照长春市工业转型升级的目标，未来几年，长春市还将以汽开
区、经开区、高新区三个国家级开发区为主，以长春朝阳经济开发区、
绿园西新工业集中区两个省级开发区（工业集中区）为辅，打造“三主
两辅”环长春核心零部件配套核心区域。推进富奥工业园、富维工业
园、一汽集团模具铸造园区、轴齿制造中心、欧美汽车零部件工业园、
日系汽车零部件工业园等特色产业园区建设，形成围绕整车7大系统
的产业集群。

同时，围绕技术含量高、消费者关注、资本密集、价值大，对整车可

靠性、安全性、舒适性和节能、环保有重要影响的乘用车64种核心产
品、商用车48种核心产品，建设“长春的核心供应商体系”，实现一汽集
团整车国内采购50%的零部件产品由长春市供货。

载体支撑，发展空间更加广阔

作为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的重要载体，长春汽开、经开、高新、净
月等四大国家级开发区，朝阳经开、绿园西新等众多省级开发区和工
业集中区，以及吉通德国工业园、启明软件园、长春专用车产业园等一
大批特色园区的开发建设，为以一汽为核心的长春汽车产业发展提供
了广阔的空间和优越的发展环境。

围绕一汽集团发展，长春市规划建设了全国唯一由政府与企业联
建的国家级开发区——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并被国家工信部确
定为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为一汽集团发展和项目建设提供了强
大支撑。一汽集团总部，一汽解放、一汽大众、一汽丰越等一汽集团的
全资和控股整车制造企业及多数高端整车生产项目均坐落于此。目
前，全区已经形成“中、重、轿”三大系列多个车型的产品格局，整车产
能已达140万辆。继2012年一汽丰越20万辆扩建项目投产之后，一
汽又一高端项目奥迪Q工厂项目也于今年11月开工建设。围绕一汽
整车发展，汽开区还重点打造了动力总成园、轴齿工业园、模具工业
园、日系工业园等一批特色汽车产业集群，集聚了富维—江森、丰田发
动机、采埃孚汽车底盘等83家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生产7大系列数
千种汽车零部件产品。占地65万平方米的动力总成园区内主要包括
一汽大众MQ200、MQ250传动器项目、一汽大众EA211发动机项
目、大众一汽EA888发动机项目、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ET3、4GB、
4GC发动机项目。园区已具备180万台发动机、60万台套变速箱的生
产能力。同时，汽开区还建立了10家研发中心。

通过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长春经开区在发展一汽通用、一汽客
车、一汽专用车等差异化整车项目的同时，聚集了一汽丰田（长春）发
动机、福斯汽车电线、李尔汽车内饰件系统、索菲玛汽车滤清器、采埃
孚富奥底盘技术、法雷奥压缩机、蒂森克虏伯汽车转向柱、富维-江森
自控汽车饰件、奥托立夫汽车安全系统、奥托立夫汽车安全系统、福斯

汽车电线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零部件企业。
长春高新区在天合汽车安全系统、大众一汽平台零部件等34户汽

车零部件企业基础上，吸引了中科院北京微电子研究所“汽车电子公
共技术研发平台”项目，目前已确定入驻长东北科技创新中心。

作为全球顶级的集汽车电子生产、动力系统研发和汽车高端配套
产品设计制造于一体的高新制造企业，德国大陆集团把目光投向了长
春净月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区。2012年12月6日，大陆汽车电子（长
春）有限公司净月分公司开业，净月高新区在汽车电子领域向百亿元
级产业基地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与国家级开发区同步，以汽车零部件为主导产业的朝阳经开区和
绿园西新工业集中区的发展，也为长春汽车产业发展壮大搭建了平台。

与此同时，吉通德国工业园、长春专用车产业园区、启明软件园等
一大批特色产业园区也纷纷崛起，为提高一汽零部件本地配套率的提
高和新项目的上马打下了良好基础，为全市汽车产业，特别是更多零
部件项目的落位开辟出更大的空间。

政策扶持，发展环境更加优越

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自身的努力，更离不开政策的扶持。
为了更好地支持一汽项目落位，积极应对汽车市场变化，有力推

进汽车产业发展，进一步带动地方经济，省政府、市政府结合长春市实
际，对一汽集团投资的项目在土地、配套费上给予多项优惠政策。

对一汽轿股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免，对一汽丰越扩建项目补
贴，落实一汽集团项目建设补助资金，落实一汽轿股企业发展扶持资
金……在一汽重大项目建设上，长春市委、市政府通过采取一事一议
的方式，给予资金扶持。

近3年来，长春市通过担保、债权、股权、贴息、无偿支持、事后奖补
等方式，给予65户汽车零部件企业提供了12.8亿元的资金支持。

为一汽提供相应资金扶持的同时，长春市还出台了《工业、科技与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提出通过无偿资
助、贷款贴息、资本金投资三种方式，重点支持先进装备制造业的高端
整车、核心汽车零部件、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项目；汽车
工业的整车设备、汽车零部件及配件设备等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项
目；先进装备制造业的汽车及关键零部件、新能源汽车等技术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先进装备制造业的汽车及关键零部
件、新能源汽车等领域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此外，2014年出台的《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长春市突出发展
民营经济综合配套改革示范区试点的若干意见》提出，打造世界级汽
车产业基地，推进长春市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试点，着力建设汽车产
业等七大协同创新基地，并由省级专项资金给予扶持。随后出台的
《长春市突出发展民营经济综合配套改革示范区试点工作方案》提出，
对形成特色主导产业集群的园区，加大专项资金支持力度，依托特色
产业园区发展主导产业，重点打造形成汽车零部件等特色产业集群。
2014年，省、市还相继出台了加快推进开发区转型升级意见，对推进汽
车等产业集群给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一系列扶持政策的实施和引导政策的密集出台，不仅给一汽的项
目落位、开工、建设提供了支持，同时，也给全省汽车产业的发展注入
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组织保障，服务机制更加长效

为确保一汽集团“十二五”期间重点项目建设平稳顺利，进一步加
强沟通与交流，做到渠道畅通、信息对称，更好地支持和服务一汽又好
又快发展，长春市建立保障一汽集团重点项目建设联席会议制度，主
要研究解决一汽在重点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联席会议由
长春市副市长、一汽集团副总经理、市发改委、工信局、公安局、国土
局、建委、规划局、市政公用局、交通局、汽车办、汽开区和市供电公司、
天然气公司、水务集团等共同组成。联席会议实行定期例会制，每季
度第一个月前10日内召开。如遇紧急问题需要研究，立即召开会议。

2014年10月22日，联席会议第四次会议召开。在长春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肖万民的调度下，一汽—大众二次变线路的建设问题
得以顺利解决，目前已正式投运。从水电气热到征地拆迁，联系会议
制度建立以来，长春市先后解决了一大批制约一汽重大项目建设的问
题。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的同时，长春市成立了一汽重点项目建设协调
服务办公室，设在市工信局，指定专人为一汽项目建设服务。同时，建
立定期的要素保障联席会议制度，通过高位统筹、积极协调、有效服
务，极大地推动了一汽重点项目建设的顺利实施。

在一汽重点项目建设协调服务办公室，记者看到了数不清的关于
解决一汽重大项目建设难题的协调函与复函。

——市规划局：铸造二次变是我省“十二五”重点项目一汽铸造一
厂搬迁配套专用二次变。按照项目总体进度计划，铸造一厂搬迁项目
将于今年10月投产，铸造二次变务必于2014年10月建成投运。

——汽开区：一汽集团来函，反映铸造一厂搬迁项目二期用地存
在用地拆迁、区域周边道路及污雨水管网建设等问题，如不解决，将导
致大型设备到货后因道路问题不能进场，可能造成重大损失及工期拖

延。请对一汽提出的5项问题高度重视，妥善解决，并将完成计划、时
限等情况于4月14日下班前反馈。

在协调办的统筹调度下，全市各相关部门间形成了服务一汽的强
大合力，一批制约一汽重大项目建设的难题得以有效破解。2014年，
截至目前，协调办参与了9次省调度会，参与组织了1次联席会议预备
会议，29次Q工厂建设及供电等专题会议，3次现场会，通过采取与一
汽随时会商，与相关单位19次对接，38次点对点督办，9次深入工程现
场，专题研究解决专项问题，有效地推动了一汽集团重点项目建设。
在供水、供电、物流等方面，已完工项目或已解决问题85项。

要素供给，让一汽发展后顾无忧

土地、物流、交通、水电气热等生产要素是决定一个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直接影响项目的落位、建设和投产达效的速度。

“十二五”时期是一汽转型升级的关键期，也是重大项目建设最
多，投资规模最大的时期。特别是2014年，面对经济新常态，一汽遇
到很多项目建设难题。对此，长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省委常委、
长春市委书记高广滨年初便带领相关部门来到一汽现场办公，逐一对
接项目建设难题，现场研究解决方案。

项目落位的首要问题便是土地。面对一汽提出的项目用地问题，
市国土局相关负责人当即表示，只要能做到的，一定做好服务，确保投
资项目又好又快地完成。在市国土局的大力支持下，好消息不断传来
——富维华威模具有限公司工业项目完成土地摘牌，黑色铸造厂二期
项目完成土地征收顺利落位，解放专用通道项目完成房屋征收……年
初以来，事关一汽未来发展的一批大项目顺利落位。

水电气热等要素供应是一汽大项目建设中遇到的最多的问题。
“‘十二五’期间，一汽集团公司新增用电需求总计83万千伏安。”

在一汽集团、长春供电公司“十二五”规划与用电需求对接会上，长春
供电公司副总经理林涛对一汽集团各项用电需求给予明确答复：“根
据公司电网建设规划，‘十二五’期间将有4座220千伏变电站直接为
一汽集团本部及汽车产业开发区供电，总变电容量将达到156万千伏
安，220千伏电网共新增变电容量102万千伏安，且220千伏电网供电
能力及供电可靠性将显著提高，完全能够满足一汽负荷发展需求。”

在供水方面，长春第三水厂主管线已经铺进汽车区，自来水供应
已到达一汽丰越增能扩建项目。今年，水厂将继续延伸管线，服务驻
区企业，基本解决新区供水问题。计划将续建丰越供水主干线工程，
完成甲二街（永春河至一汽轴齿中心工业园段）供水主干线，乙六路、
乙三街、丙四十二街等供水支线将随项目落位情况跟建。

在供气方面，长春天然气公司已完成接收一汽居民用户1.5万户，
改造老旧管网43公里。冬季运行开始后，城区管道天然气日均需求量
将达到300万立方米以上，为确保极端天气情况下，天然气正常供应，
长春市供气企业已提前做好应急准备。

在供热方面，市公用局、汽开区主动协调，经一汽努力，一汽轴齿
工业园供热及管网建设顺利推进，轴齿中心采用临时供热过渡方案，
从三热供一汽动能管网接引，甲二街至A区已建正式管网并实现供
热；轴齿工业园B、C区供暖问题，管网敷设已经完成并投入使用。

如果把一汽比作人的心脏，那么围绕一汽服务的路网就是它的动
脉。保障一汽健康快速发展，就要保障路网动脉的畅通。

为畅通一汽物流通道，仅今年以来，长春市便投资10亿元，重点续
建长春绕城高速腾飞互通立交改造、硅谷大街与绕城高速互通式立交
桥、解放公司物流专用高架桥、开运街跨飞跃路立交桥、东风大街拓
宽、一汽-大众物流专用通道等六项建设工程。工程全部完工后，对于
进一步完善一汽道路交通基础设施条件，扩大绕城高速公路出入口通
行能力，有效解决一汽对外物流局部瓶颈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目前，各项工程已全部按序时进度完成建设任务。今年5月末，长
春一汽高架物流通道工程顺利进场施工，年内完成桥梁道路排水项目
8项、通道项目4项；开运街上跨飞跃路立交桥主体已完工，正在进行
辅道及引道施工。

一汽大众整车及零配件运输的专用通道主线长8.2公里，全程高
架，起点为拟建物流园区存车场，终点为一汽大众厂区整车发送中
心。截至2014年底，桥梁完成工程主体65%，道路(下穿哈大铁路部分
除外)及排水部分完成，2015年计划完成剩余全部工程。

为推进一汽“四供一基”接收工作，长春市政府成立了由市长姜治
莹任组长、副市长孙亚明和白绪贵任副组长，各有关部门参加的领导
小组，紧锣密鼓地推进“四供”接收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目前，民
用燃气设施移交工作已经先期启动，长春天然气公司已完成接收一汽
居民用户1.5万户，改造老旧管网43公里。确定了供热接收主体为宇
光能源和大唐三热，供电接收主体为长春供电公司，供水接收主体为
长春水务集团。

在长春市委、市政府的统筹部署下，在全市各相关部门的通力配
合下，制约一汽重大项目建设的难题一个个得以破解，水电气热等生
产要素得到充足供应，道路基础设施和物流通道建设快速推进……

走近收官之年，一汽“十二五”的规划目标已是近在咫尺，长春世
界级汽车产业基地宏伟蓝图也正变得更加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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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物流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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