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１５ 卷
２０１５ 年

第２期

中

４月

国

发

展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以城市群为依托

Ｖｏｌ.１５

Ａｐｒ.

Ｎｏ.２

２０１５

４１

实现长江经济带的产业一体化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汽车产业为例
赵

霞

(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所ꎬ湖北武昌 ４３００７７)
摘

要: 作为长江经济带上三大城市群之一的长江中游城市群ꎬ四省都将汽车产业确定为支柱产业ꎬ但汽车产

业发展状况不一ꎬ各具特色ꎮ 通过实施汽车产业一体化战略ꎬ不但可以避免区域内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问题ꎬ同
时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加快承接产业转移ꎬ有效促进汽车产业的快速稳定发展ꎬ尽快提升城市群汽车产业的整体竞
争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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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一体化的本质是一种高效率的生产组织方
式ꎬ它有效地结合了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优
势ꎬ有明显的产业特性、地域特性和聚集特性ꎬ能够

１

长江经济带汽车产业发展现状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ꎬ国务院作出建设长江经济带的重

产生集群效应ꎬ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式ꎮ 汽车

大决策部署ꎬ通过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经

产业是产业关联度非常高的产业ꎬ它的产业链长ꎬ对

济区三个 “ 板块” 的产业和基础设施连接、 要素 流

相关行业的依赖性和带动作用非常强ꎮ

动、市场统一ꎬ打造成中国经济新支撑带ꎮ 目前ꎬ长
江经济带汽车产业已基本形成了三大产业集群区
域ꎬ即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集群区ꎬ以武汉为中心
的长江中游集群区ꎬ以重庆为中心的成渝集群区ꎮ

长江
中游
地区

长江三角
洲地区

游地区

长江经济带三大汽车产业集群

武汉

东风集团、神龙、东风本田、东风

襄阳

乘用车、东风雷诺、上海通用、东

十堰

风日产

长株潭

广汽菲亚特、三菱、广汽、北汽、吉
利、比亚迪、陕汽

主要由湘鄂赣皖四省组成ꎮ 依托东风集团ꎬ湖北不仅把原有的商用车业务进
行深化ꎬ更吸引了标致雪铁龙、本田、日产等合资汽车企业ꎮ 安徽汽车产业凭
借后发优势ꎬ自主品牌江淮、奇瑞等汽车企业迅速崛起ꎮ 江西汽车产业依托江
铃、昌河品牌ꎬ在轻型货车方面占据优势ꎮ

合肥－芜湖

江淮、奇瑞

南昌－九江

江铃集团、昌河汽车、上饶客车

上海

上汽集团、上海大众、上海通用

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生产要素齐全ꎬ吸引了大众和通用两大汽车巨头落户ꎬ

南京菲亚特、春兰汽车、东风悦达

建立了中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ꎮ 江苏汽车工业发展迅速ꎮ 浙江随着配套江

起亚、上汽仪征

沪整车企业的零部件企业逐渐涌现ꎬ形成较为完整的配套体系ꎬ并由此催生了

吉利、吉奥、众泰

吉利、吉奥、众泰等中小型民营汽车企业ꎮ

南京
杭州

长江上

表１

重庆
成都

长安集团、长安福特、长安铃木、
力帆汽车
一汽大众、一汽丰田、沃尔沃、吉
利

以其雄厚的重工业基础ꎬ西南地区迅速成为国内汽车工业发展最为迅速的第
一梯队ꎮ 长安集团、一汽大众、一汽丰田、沃尔沃、吉利等一批整车企业聚集西
南地区ꎬ汽车产业快速壮大ꎮ
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汽车工业年鉴»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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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处长江流域和中部地区ꎬ不
仅策应了中部崛起战略ꎬ而且是衔接东部率先发展、

２

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汽车产业比较分析

西部大开发的东西战略主轴ꎻ不仅契合了全国主体

由于历史、区位等因素ꎬ湘鄂赣皖四省汽车产业

功能区战略规划ꎬ而且是国家新型城镇化“ 两纵三

发展状况不一ꎬ各具特色ꎮ 汽车产业一体化的关键

横” 格局中的一个主要空间载体ꎻ不仅是巨大的内

就是分析各省汽车产业的优势和不足ꎬ取长补短ꎬ求

需市场ꎬ而且是承接产业、资本战略转移的首选之

同存异ꎬ避免重复竞争ꎬ增强区域汽车产业竞争力ꎮ

地ꎮ 但在推进一体化发展过程中ꎬ还存在中心城市
的辐射带动能力不强ꎬ产业发展依然存在无序竞争

２.１

湘鄂赣皖四省汽车产业发展各具特色
湖北省汽车产业发展以武汉东风汽车为基地打

造合资品牌的乘用车型ꎻ安徽省全面发展自主品牌ꎬ

和重复建设等问题ꎮ
由三大集群中心城市的汽车产业发展现状( 表
２) ꎬ可以看出ꎬ２０１３ 年武汉市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

２０１１ 年ꎬ奇瑞乘用车销量全国排名第六ꎬ江淮商用
车销量全国排名第五ꎬ安凯中型客车销量全国排名

产值１０３９４. ０７亿元ꎮ其中ꎬ汽车产业实现产值

第六ꎮ 湖南省依靠重工企业基础优势ꎬ在改装车方

汽车工业产值突破了 ２ ０００ 亿元大关ꎬ但是和上海、

产量较少ꎮ 江西省汽车产业发展以江铃、昌河为主ꎬ

较大提升空间ꎮ 作为长江经济带上三大城市群之一

市场ꎮ

２ ０６９.５８ 亿元ꎬ占比达 １９.９％ꎮ 虽然武汉市 ２０１３ 年

面发展较快ꎬ乘用车方面发展相对落后ꎬ规模较小ꎬ

重庆等城市相比ꎬ武汉汽车工业的产量和产值还有

重点抢占轻型客车、轻型载货车和越野型中档 ＳＵＶ

的长江中游城市群要抓住发展机遇ꎬ加速一体化发
展ꎬ努力在全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核心增长极作

２.２

形成以园区为依托的产业带
产业集群是汽车产业发展的趋势ꎬ四省汽车产

业发展基本形成以园区为依托的产业集群带ꎮ 湖北

用ꎮ

的两条汽车产业带十堰—襄阳—随州—武汉以及宜
表２

城市
上海
重庆
武汉

２０１３ 年沪汉渝三地汽车产业情况

单位:亿元、万辆

国内生产

规模以上

汽车工业

总值( ＧＤＰ)

工业总产值

总产值

１２６５６.６９

１５８２４.８６

占比

汽车
产量

昌—荆州—武汉—黄石相交于中心城市武汉ꎬ武汉
已经成为湖北汽车产业集群发展的中心ꎮ 安徽省汽
车工业沿合肥—马鞍山—芜湖形成产业带ꎬ省内 ５

家整车生产企业沿带布局ꎬ聚集 ２０ 多个汽车工业园

２１６０２.１２

３２０８８.８８

４８８４.０８ １５.２％ ２２６.８９

区ꎬ６００ 多家零部件生产企业ꎮ 湖南省四分之三以

９０５１.２７

１０３９４.０７

２０６９.５８ １９.９％

新区、湘潭九华工业园等园区中ꎬ行成了一条从零部

２９６９.３０ １８.８％ ２１５.０６
９５.３５

上的汽车及零部件企业集聚在长沙经开区、株洲高

数据来源:根据相关统计公报整理( 注:占比指汽车工业总产值占规

件到整车生产的完整产业链ꎮ 江西省汽车产业主要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ꎮ)

集中在赣北的九江—景德镇—南昌环鄱阳湖经济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ꎬ国务院颁布的« 关于大力实

内ꎬ同时小蓝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和抚州金巢汽车
零部件基地带动昌—抚汽车产业带发展ꎮ

施促进 中 部 地 区 崛 起 战 略 的 若 干 意 见 » ( 国 发

２.３

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开展战略合作ꎬ促

为中国汽车行业骨干企业ꎬ世界汽车行业知名企业ꎬ

进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ꎮ” 根据这一要求ꎬ目

全球最 大 合 资 汽 车 企 业ꎮ 近 年 来ꎬ 东 风 集 团 提 出

前长江中游城市群正在推进基础设施、市场、产业、

“ 大自主” 战略ꎬ从其中期自主品牌事业规划来看ꎬ

〔２０１２〕４３ 号) 明确指出:“ 鼓励和支持武汉城市圈、

城镇建设、生态文明和社会公共服务等六个方面的
一体化ꎬ而产业一体化既是重点ꎬ又是难点ꎮ
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湘鄂赣皖四省都将汽车产业

合资走向自主ꎬ自主寻找合资
湖北省的东风汽车集团经过 ４０ 多年的发展ꎬ成

东风汽车欲开足马力提升自主品牌发展ꎮ 安徽省奇
瑞汽车经过 ２０ 多年的发展ꎬ一直作为中国自主品牌
的领军企业ꎬ开始寻找自主品牌的合资突破ꎮ 奇瑞

确定为支柱产业ꎬ长江中游城市群要成为具有国际

与菲亚特集团将生产和销售菲亚特集团旗下的阿尔

竞争优势的汽车产业集群区ꎬ关键在于强化内部产

法罗密欧和菲亚特品牌汽车ꎬ与捷豹路虎公司联

业分工协作ꎬ着力构建一体化现代产业体系ꎮ

姻生产合资品牌汽车ꎮ 借助合资平台发展自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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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牌ꎬ寻求合资力量解决自主品牌难题是四省汽车产

江中游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将以四省会城市为

业发展的新特点ꎮ

枢纽ꎬ优化交通基础设施布局ꎮ 共同积极争取国家

２.４

大集团进军四省汽车产业

以武广、合武、京九、沪昆、昌吉赣等客运专线为主

广汽集团进军中部ꎬ先后在湖南成立广汽长丰、

体ꎬ加快推进四市间城际铁路等快速通道建设ꎬ尽快

广汽菲亚特、广汽三菱生产基地ꎬ在湖北宜昌联合河

研究建设武汉—九江、九江—合肥、长沙—南昌等城

北中兴成立乘用车生产基地ꎻ上海通用集团将自己

际铁路线路ꎮ 良好的区位、交通条件将为长江中游

的第四个生产基地建在武汉江夏金口ꎻ北汽集团成

汽车产业一体化融合奠定基础ꎮ

功收购江西昌河汽车ꎬ长安集团保全安徽合肥基地ꎮ

３.２

全国各大汽车集团进军湘鄂赣皖四省汽车产业ꎮ

３

长江中游城市群汽车产业一体化条件分

析
长江中游城市群涵盖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
群、环鄱阳湖经济圈、江淮城市群等中国中部经济发

产业基础条件
汽车产业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优势产业ꎬ具

有良好的产业基础ꎬ发展迅速ꎬ２０１２ 年的汽车整车
产量 ２７４.８ 万辆ꎬ占全国 １４.３％ꎬ位列长三角和京津
冀之后ꎮ 长江中游地区的汽车整车总产能为 ６１０ 万
辆ꎬ２０１５ 年规划产能将达 ７４０ 万ꎬ占全国总产能的
近五分之一ꎬ产能位居六大产业集群首位ꎮ 从城市

展地区ꎬ其面积是长三角的 ３ 倍ꎬ珠三角的 ５ 倍ꎮ 长

群内部来看ꎬ汽车产业都被四省定位为支柱产业ꎬ都

江中游城市群得天独厚、连南接北、承东启西ꎬ湘赣

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ꎬ但是四省汽车产业发展各具

鄂皖成为中国经济地理的“ 心脏” ꎮ 其丰富的水资

特色ꎮ 湖北汽车产业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ꎬ综合实

源ꎬ密集的人才和智力资源ꎬ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

力位居全国前三强ꎬ零部件产值和成本控制两项排

基础ꎬ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汽车产业一体化创造良好

名全国前两位ꎬ主要以武汉东风为基地生产合资品

的条件ꎮ

牌汽车和以随州为基地生产专用车ꎮ 安徽省初步形

３.１

区位、交通条件

成了完整的汽车产业体系ꎬ成为中国汽车产业的一

长江中游城市群以浙赣线、长江中下游交通走

个重要的组成部分ꎬ主要依靠奇瑞、江淮两大汽车集

廊为主轴ꎬ向东向南分别呼应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

团ꎬ全力打造自主品牌ꎮ 江西汽车产业发展一直较

角洲 ꎮ 城市群中四省沿江分布ꎬ相互呼应ꎬ其中武

为稳定ꎬ逐步打造汽车产业基地ꎬ以江铃、昌河为主ꎬ

里ꎮ 长江中游城市群向北ꎬ通过京广、京九两大通道

市场ꎮ 湖南汽车产业发展迅猛ꎬ创造了汽车产业发

汉距长沙 ３００ 公里、距合肥 ３２０ 公里、距南昌 ２６０ 公

重点抢占轻型客车、轻型载货车和越野型中档 ＳＵＶ

与中原经济区无缝对接ꎻ向南ꎬ长沙、南昌与珠三角

展的“ 湖南模式” ꎬ主要以重工为基础打造改装车和

联系紧密ꎻ向东ꎬ以长江水道、沪汉高铁、沪昆高铁为

依靠引进广汽品牌ꎮ 良好的基础优势ꎬ差异化的发

三条轴线ꎬ与长三角连为一体ꎮ 依托长江黄金水道ꎬ

展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汽车产业创造了融合条件ꎮ

长江中游城市群在水运方面拥有先天优势ꎮ 城市群

３.３

内部公路、铁路方面稍有欠缺ꎬ但是随着« 长江中游

汽车人才密集、科技实力雄厚
在汽车相关专业方面ꎬ长江中游城市群区集中

城市群一体化规划» 的实施ꎬ四省将建立完备的综

了全国众多的科技与教育力量ꎬ拥有雄厚的综合科

合交通运输体系ꎮ

技实力ꎬ综合科研与教育水平代表着全国一流水准ꎮ

公路方面: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ꎬ鄂湘赣皖四省交

武汉理工大学、湖南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高校在汽

通运输厅负责人齐聚湖北咸宁ꎬ签署了高速公路、港

车研究领域水平突出ꎮ 汽车工程学院是武汉理工大

航、运输重点项目合作协议ꎮ 按照协议ꎬ湖北与湘赣

学的特色学院ꎬ汽车学科是国家“２１１ 工程” 重点建

皖三省对接项目的重点项目共有 １６ 条高速公路、２

设的学科ꎻ合肥工业大学汽车学院拥有 １ 个国家重

将合力推进对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交通运输示

心ꎻ湖南大学拥有国家高效磨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座长江公路大桥ꎮ 四省交通部门负责人表示ꎬ四省
范区、提高区域运输效率、降低物流成本ꎮ
铁路方面: 据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３ 日签订的« 长江

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交通运输合作协议» 规定ꎬ长

点实验室、５ 个省级实验室和 ４ 个省级工程研究中
和汽车车身先进设计制造国家重点实验室ꎮ
同时ꎬ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地企业联合高校成立
研发中心ꎬ企业高校联盟ꎬ“ 产学研” 一体化在中部

４４

赵霞:以城市群为依托

实现长江经济带的产业一体化———以长江中游城市群汽车产业为例

集群区普及开来ꎮ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ꎬ总投资 ３０ 亿元、占

术人才之间的协同发展ꎬ构建一体化的汽车及零部

地 ５００ 亩的武汉新能源汽车工业技术研究院落户武

件产业链ꎮ

汉经济技术开发区ꎬ该研究院由武汉理工大学与武

整合四省现有零部件企业ꎬ共同打造完备的汽

汉开发区合资共建ꎬ未来将主要进行新能源汽车整

车零部件基地ꎬ提高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速度ꎮ 引

车及整车控制系统、动力系统等领域原创性科技成

进长三角等地区的先进零部件企业ꎬ培育龙头企业

果、专利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技术标准的研发ꎬ孵化一

串起产业 链ꎬ 同 时 与 长 江 中 游 整 车 生 产 企 业 采 取

批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核心企业ꎬ共建 ３ － ５ 个
国际一流水平的研发中心ꎬ汇聚 １０ 名世界级战略科

“ 订单式” 生产模式ꎬ真正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汽车
产业一体化发展ꎮ 围绕整车制造业发展ꎬ积极建设

学家和领军人才ꎮ 可以说ꎬ众多重点汽车高校以及

与汽车产业配套的金融、保险、中介、物流等生产性

各大研发中心将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汽车产业一体化

服务业ꎬ实现以汽车服务业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增

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ꎮ

加值逐步增长ꎮ

３.４

４.２

其他条件
湖南与湖北隔湖相望ꎬ同流楚文化的血液ꎻ湖北

以大企业为核心ꎬ小企业围绕核心集群发展
要继续加强大型汽车集团的发展和竞争力ꎮ 在

与江西紧紧相连ꎬ一声“ 老俵” 道出深厚情感ꎻ安徽

中小型汽车企业的发展过程中ꎬ可以向大型汽车集

与江西从古至今交织紧密ꎮ 长江中游城市群各省份

团靠拢ꎬ大力发展相互之间的协作ꎬ逐渐形成汽车产

之间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必定有利于四省份之间融

业集群ꎬ实现规模效应ꎮ 这样不但能增强汽车集团

合ꎮ 长江中游地区ꎬ历史上本来就有较多联系ꎮ 如

的竞争力ꎬ还能使中小型汽车企业在大型汽车集团

近代史上著名的“ 汉冶萍” ( 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

的支持下得到良好的发展ꎮ 目前ꎬ武汉开发区正在

和江西萍乡煤矿组成ꎬ是中国第一代新式钢铁联合

以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服务型制造为方向ꎬ以建立

企业) ꎬ中国革命史上“ 湘鄂赣根据地” ꎬ新中国成立

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为抓手ꎬ依托东风汽车的现有

东、广西 ６ 省ꎬ驻地武汉市ꎬ１９５４ 年撤销) ꎮ 如今国

产业战略联盟” 的框架下ꎬ以东风等大企业为核心ꎬ

初期的“ 中南局” ( 下辖河南、 湖北、 湖南、 江西、 广

产业基础ꎬ做大做强汽车产业集群ꎮ 未来ꎬ在“ 汽车

家设在武汉的华中电网、长江水利委员会、人民银行

加快形成深度融合的汽车产业集群ꎬ构建面向长江

等机构ꎬ仍管辖湘鄂赣三省ꎬ外国驻汉总领事馆和外

中游城市群的一体化主导优势产业链ꎮ

资银行武汉分行ꎬ业务通常也覆盖这几个省ꎮ

４.３

随着长江中游城市群上升为国家战略ꎬ各省份

企业强强联手ꎬ合力拓展国际市场
目前ꎬ以安徽奇瑞、江淮两大汽车集团为代表ꎬ

之间积极会晤ꎬ为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提供各种

生产中低档车为主的长江中游汽车产业ꎬ在对外出

政策支持ꎮ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３ 日ꎬ« 长江中游城市群暨

口方面优势突出ꎮ 近期ꎬ总部设在武汉开发区的东

在汉签署ꎮ 协议提出:共建口岸大通关平台ꎬ推进工

( 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ꎬ欧洲第二大汽车制造商) ꎬ

长沙、合肥、南昌、武汉战略合作协议( 武汉共识) »

风汽车以 ２２ 年的深度合作为基础ꎬ主动入股 ＰＳＡ

业分工合作ꎬ加强商贸流通一体化ꎬ建立煤电保障合

拉开中国车企深度参与全球研发和产销运营的序

作机制 ꎬ建城际铁路“ 公交车” ꎬ打造四城“ 两小时

幕ꎮ 企业强强联手ꎬ合力拓展国际市场已经成为长

经济圈” ꎬ建设智慧城市群等ꎮ 政策支持将会给长

江中游城市群汽车企业的共识ꎮ 四省应充分发挥安

江中游城市群汽车产业一体化发展带来极大的便

徽奇瑞、江淮汽车出口的龙头作用ꎬ借助其海外优

利ꎮ

势ꎬ共同推动长江中游地区汽车出口ꎮ 在出口模式

４

４.１

长江中游城市群汽车产业合作路径分析

方面ꎬ可以采取在海外建厂、入股或并购当地企业以
及与当地政府合资生产等方式ꎻ另外ꎬ汽车企业应借

跨区域合作ꎬ延伸汽车产业链

助各级政府海外项目ꎬ特供自己品牌汽车ꎬ拓展国际

依托四 省 的 汽 车 产 业ꎬ 建 立 长 江 中 游 城 市 群

汽车市场ꎮ

“ 汽车产业战略联盟” ꎬ近期从打破行政分割ꎬ破除

４.４

入手ꎬ未来逐步实现在研发、采购、制造、劳动力与技

展前途光明ꎮ 湘鄂赣皖四省的汽车企业都已经开始

市场进入壁垒ꎬ共建四省汽车产品销售一体化市场

共同开拓新领域ꎬ开发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ꎬ发

赵霞:以城市群为依托

实现长江经济带的产业一体化———以长江中游城市群汽车产业为例

４５

尝试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和设计ꎮ 以四省部分地区获

强交流合作力度ꎬ加快科技项目转化ꎬ形成产学研合

批新能源汽车首批推广城市为契机ꎬ以东风、奇瑞等

理互动的良好局面ꎮ

公司为龙头ꎬ联合比亚迪公司、江铃汽车等汽车企
业ꎬ充分发挥湖北、安徽汽车基础优势、湖南电池系
统技术优势ꎬ江西资源优势ꎬ重点开发电动汽车、混
合动力汽车、清洁燃料汽车ꎮ 四省联手建成以主导
企业为核心的产业联盟ꎬ形成较为完整的长江中游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ꎮ
４.５

合力提升研发实力ꎬ构建技术支持体系
四省汽车企业与相关高校及研究机构要建立日

常联系ꎬ共同设立一些汽车技术研究中心ꎬ定期开展
汽车技术方面的论坛等ꎬ通过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
术交流带动汽车企业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ꎮ 以科技
项目合作为纽带ꎬ武汉理工大学、东风汽车研究中
心、湖南大学、长丰汽车技术中心、南昌大学、合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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