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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论文 10： 

临清轴承产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试论临清轴承产业的转型升级 

中国轴承工业协会  何加群 

对于临清轴承产业，社会上一些人避之不及，一些人趋之若鹜。谈论临清轴

承产业，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也是一个艰难的话题。我想，如何看待临清产业，

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的观点，一分为二的观点，发展的观点。 

一、临清轴承产业的过去 

（一）临清轴承产业生存发展的必然性合理性 

临清的轴承产业已有五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已成为临清的支柱产业和民生产

业。 

有位哲人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临清轴承产业所以能够生存、发展，

经久不衰，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有其必然性、合理性： 

1、市场需求是临清轴承产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 

市场对轴承的需求有不同层次，有高端的，有中端的，也有低端的。临清轴

承产业定位在量大面广的普通轴承，适应了中低端轴承市场、主要是低端轴承市

场的需求。 

2、贴近市场是临清轴承产业生存和发展的有利条件 

临清轴承产业兼具轴承生产业户集聚和轴承市场交易业户集聚的特点，已有

轴承生产业户 1000多家，轴承市场交易业户 3000多家，成为全国最大的轴承生

产和集散地之一。并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中，几乎都有临清轴承生产业户和市场

交易业户开的轴承经销门店，相对于其他大中型轴承企业，更加贴近市场，市场

信息更加灵通，对市场的反应更加迅速。这一特点是临清轴承产业发展的有利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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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3、惠及民生是临清轴承产业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临清轴承产业的发展适应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的需

求，符合国家“就业优先”的大战略。90 年代初，山东省党报《大众日报》曾

在头版头条刊登文件“农民致富的捷径”。在人口仅 76万人的临清市，轴承产业

从业人员达到 10万多人。 

（二）创业的艰辛历历在目 

临清的轴承产业已越过了艰苦创业、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进入了产业提

升的新的发展阶段。 

创业初期，有的创业者冒着酷热炎暑、天寒地冻，在大型企业废料堆里捡

废套圈，有时还要受人白眼。创业的艰辛，历历在目。 

在那个时期，有的人干了一些假冒伪劣，当然这不是一件光荣的事。资本

原始积累时期，不论是在中国、在世界，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是难免的。 

历史已经掀开了新的一页，过去的就让它过去。真正的企业家再也不会干

假冒伪劣了。 

我相信临清轴承业界的企业家，一定会振奋精神，向前看、向前进，通过

自我提升，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河北有一个小有成功的轴承经销商对我说：“刚开始，我什么都干，也卖了

不少假货。现在我要提升自己，不能再干那些鸡鸣狗盗的事了。”为了回报社会，

回报同行，他要在瓦房店办一个“中国爱国轴承研究院”，已完成工商注册，第

一期投资 1000万元，以后还要陆续投资。 

（三）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感人至深 

临清历届党委、政府几十年不动摇，一届接着一届干，不管国内外经济形

势如何变化，咬定轴承产业不放松，千方百计促进轴承产业发展。他们顶着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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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社会舆论对临清轴承产业诟病的压力，不怕遭白眼，坐冷板凳，到处为临清轴

承产业奔走呼号，为临清轴承产业正名。一连三次举办轴承产业高层论坛，宣传

临清轴承，引导临清轴承产业健康发展。对成长性好、诚实守信的企业重点扶持，

发挥其示范和带动作用。我们对临清市党委、政府对轴承产业的高度重视怀有深

深的敬意。 

二、临清轴承产业的现在 

一般人认为临清已是轴承产业集聚区，或称为轴承产业集群。 

企业扎堆不是集聚或产业集群。产业集群不是企业和产业组织的简单组

合，而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产业集群是某产业的相同、相近与相关企

业集聚在某一特定区域，进而吸引一些相关联的服务性机构进驻该地，从而形成

一个有效的经济群体。 

产业集群应具备以下条件：有特定的地理范围，在一定的空间区域内产业

高度集中；高度相关的企业或产业组织纵向一体化，形成产业链；有明显优势的

企业作为产业的龙头；生产性服务业（商务、信息、物流、咨询、金融、保险、

研发、培训和检测等）十分发达，为制造企业提供全方位的延伸服务；专业化分

工的倾向十分明显；企业间的兼间重组，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成为必然的趋势，

土地集约，节约利用，节能减排、绿色低碳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等等。 

（一）临清轴承产业集群已初具雏形 

1、临清轴承产业已初具规模 

现在临清已形成了以烟店、潘庄、唐园三个乡镇为中心，辐射全临清及周

边县区的高度集中的轴承产业集聚地，成为轴承产业集群的雏形。临清轴承产业

已有很大的规模，2011 年临清轴承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 215 亿元，其中，轴承

生产业务收入 105亿元，轴承市场交易额 115亿元。轴承生产业务收入占全国轴

承行业轴承主营业务收入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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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临清轴承产业转型升级初见端倪 

（1）提高产品档次，开发特色产品 

聊城中瑞的 CC型调心滚子轴承冲压保持架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 

山东宇捷为钢厂连铸生产线扇形段配套的轴承，正努力达到过钢量 60～80

万吨的先进水平。 

山东博特轻系列薄壁轴承为国内大型主机企业配套，并出口十几个国家和

地区。 

临清腾工的主导产品润滑型、自润滑型向心关节轴承为大型工程机械主机

企业配套。 

山东蓝宇的主导产品双列角接触球轴承和双列深沟球轴承已系列化，品种

覆盖面居全国民营企业之首。 

聊城神柱生产的滚子向瓦轴、洛轴、万向、天马等大型企业的供货量占其

总产量的 60%。 

山东瑞新的轴承产品主要用于矿山、油田、轧钢、水泥、工程机械等领域。 

（2）着力技术改造，提高工艺装备水平 

山东宇捷建立了检验实验室，购买了金相显微镜、轮廓仪、粗糙度仪、圆

度仪、测长机、探伤机等系列仪器，建立了酸洗室。购置了节能环保型热处理生

产线，数控车加工生产线、滚子生产线，并计划购置轴承疲劳寿命试验机。 

山东哈鲁引进十条国内最先进的轴承自动装配线。 

临清御龙购置了二条圆锥滚子轴承生产线。一条经济型，用于扩大生产能

力，扩展现有中低端市场；一条提高型，以国内高水平的设备为主，用于提高产

品质量，向中高端轴承市场进军，缩小与国内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 

山东凯美瑞 2011 年新上年产 300 万套精密轴承项目，建立 8000 米 2无尘

车间，购置先进设备 66台套，建设有先进检测手段的质量检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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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蓝宇组建了十余条轴承自动生产线。 

聊城鲁寰近三年投资 360万元，购买了数控车床、内圆磨床、滚道磨床和

超精机。 

聊在鲁润斥巨资引进托辊真空锁气退火炉。 

（3）增强质量意识、品牌意识 

市委市政府实施品牌建设示范工程。 

山东博特坚持“诚信、务实、创新、守纪”的经营理念，产品获山东名牌。

参加各种展会，大力宣传自己企业的品牌。提出“十二五”要以“质量为纲、创

新为魂、市场为先”。 

聊城中瑞积极推进与国际著名轴承企业合作，并寻求与国内大型轴承企业接

轨，力争进入国内外具有知名品牌的企业的产业链。 

山东蓝宇提出要牢固树立品牌意识，坚持质量第一、信誉至上、顾客满意的

方针，坚持诚信经营、奉献社会的宗旨。 

（二）临清轴承产业与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还有很大的差距 

1、产业结构亟待优化 

从组织结构上看，企业间的兼并重组，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还没有起步。专

业化分工还不明显，产业链的纵向一体化还未形成。还未培育出拥有自主核心技

术，具有规模效益和明显优势，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 

从产品结构上看，产品雷同，没有特色，基本上是大路货，处于产业链的低

端。 

2、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任务还很繁重 

商务、信息、物流、咨询、金融、保险、研发、培训和检测等中小企业公共

服务平台建设不齐备、不完善、不系统，还需要下大功夫进行建设。 

3、 诸多制约因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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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供应紧张、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越来越严的节能环保绿色低碳要求，将

成为临清轴承产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三）对临清轴承产业具备产业集群条件的评价 

临清具备条件 
序号 基  本  条  件 

优 中 差 
备注 

1 有特定的地理范围，在一定的区域内产业高度集中 √    

2 产业规模大，在当地和全国同行业经济总量中占有较大

份额 
√   

 

3 产业特色鲜明，品牌形象优良   √  

4 创新引领，转型升级   √  

5 高度相关的企业纵向一体化  √   

6 横向整合，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   √  

7 专业化分工十分明显  √   

8 有明显优势的企业作为产业的龙头   √  

9 生产性服务业相当发达  √   

10 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  

11 节能环保、绿色低碳   √  

12 政府支持和服务力度大 √    

三、临清轴承产业的未来 

临清轴承产业这样的处于产业链低端，基本上靠拼资源、拼劳力、拼成本求

得生存空间的粗放式的产业，未来发展的唯一出路：转型升级、科学发展。 

希望在未来的 5～10年，临清轴承产业努力建成创新引领、内涵发展、规模

宏大、高度集聚、特色鲜明、绿色低碳、政策支持、服务配套的国家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 

（一）创新引领发展 

1、100 多家规模以上企业建立与企业规模相适应的企业技术中心，成为企

业自主创新的核心。力争 1 家通过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2～3 家企业技术

中心通过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3～5 家通过山东省中小企业研发中心认定，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3家。 

2、按《全国轴承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和能力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推动不同规



 7 

模的企业从不同层次上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建设。 

3、加大技术投入。优势企业技术投入要达到主营业务收入 3%以上，一般企

业技术投入要达到主营业务收入 1%以上。 

4、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展“产、学、研”联合，取得外部智

力支持。 

5、发挥企业的创新活力，鼓励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逐步由模仿创新向自

主创新发展。 

6、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提升知识产权的创造、应用、保护和管理能力。引

导企业积极申报专利，积极申报国家、省、市级科技奖，激发企业通过自主创新，

创建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意识。 

7、把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工程纳入企业发展战略。形成尊重劳动、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人才氛围。完善吸纳人才、留住人才、激励人

才、培养人才的新型用人机制。建立有利于人才队伍建设的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

体系和薪酬分配制度。加强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三支队伍建

设，尤其是开拓型经营管理人才、创新型专业技术人才和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培养，

为企业的自主创新和快速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 

（二）优化产业结构 

1、组织结构 

（1）优化发展环境，推动兼并重组、企业整合，促进生产要素和资源向优势

企业集中，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支持高成长性优势企业做强做大，扶持 3～5 家

优势企业成为主业突出、拥有自主核心技术、具有规模效益、带动力强的龙头企

业。 

（2）引导中小企业走专业化发展道路，成为大企业或龙头企业协作配套产

业链中的骨干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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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持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之路。 

专—专业化发展。提高专业化水平，成为产业链某一环节的强者，为大企业

和龙头企业配套的“配套专家”。 

精—精细化发展。走差异化成长道路，开展精细管理，生产精良产品，提供

精致服务。 

特—特色化发展。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特，形成自己的特色产品、特色服

务。 

新—新颖化发展。技术、工艺创新，产品、服务创新，以“新”取胜。 

（4）发展轴承钢球、滚子、保持架等零件专业化，锻造、车加工、热处理

等工艺专业化生产。 

（5）推动轴承保持架企业以产权为纽带，横向联合。在保留各自法人地位

的前提下，互相参股，市场、品牌、技术、管理优势互补，增强市场竞争力。 

2、产品和市场结构 

产品档次由低端向中高端提升，达到高端、中端、低端产品合理配置的格局。

比如，高端产品：中端产品：低端产品=1:3:6。 

产品市场由主要面向维修市场，向全面覆盖配套、维修和服务三个市场发展。

尤其要下功夫开拓主机配套市场。 

要努力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重大装备配套领域— 

高速度高精度数控机床轴承和电主轴 

大功率风力发电机组轴承 

长寿命高可靠性汽车轴承和轴承单元 

高速度高精度冶金轧机轴承 

城市轨道交通轴承 

大功率工程机械轴承（包括盾构机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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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井超深井石油钻机轴承 

水泥立磨机轴承 

高速度长寿命纺织机械轴承 

我们要将假冒伪劣和产品的不同档次区别开来。只要是按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和在质监部门备案的企业标准生产的，按用户在订货合同中注明的技术要求

生产的，使用自己的商标出售的产品，就不是假冒假劣。 

我们的轴承企业，有干高档轴承的，有干中档轴承的，更多的是干普通轴

承的，甚至还有干碳钢轴承、非磨轴承的，不同的市场定位、产品定位的企业，

都要做好做精自己的产品。在做好做精现有档次产品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产品升

级，低档向中档，中档向高档的升级。 

有的国家把中国轴承当作地摊货，这是我们中国轴承业界的奇耻大辱。我

们临清轴承企业一定要把产品内在质量干好一点，外观好看一点，包装漂亮一点。

决不能让中国和国际市场把临清轴承当作地摊货。 

（三）建设服务平台 

1、通过引进专业服务机构或依托山东省、聊城市专业服务机构等多种渠道、

多种形式，构建技术（产品研发、检测检验、技术推广、节能减排、再循环和安

全生产等）、信息、融资、担保，人才培训、市场开拓、管理咨询、对外合作等

专业服务。 

2、与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对接。市政府设立开放式服务大厅，在专

业服务机构实体服务的支撑下，开展虚拟服务，为中小企业提供找得到、用得起、

有保证的服务。 

3、政府出资建设一个十年、二十年不落后的“产业发展基地”大楼，为面

向轴承产业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机构提供场所条件，“筑巢引凤”，吸引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机构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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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支持省主管部门在临清设立“山东省轴承保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采取多

方面措施促进其提高服务能力，充分发挥作用。 

5、依托洛阳轴承研究所建立轴承研发中心，以项目为载体，为中小企业提

供轴承研发设计咨询服务。 

6、依托河南科技大学、洛阳轴承研究所和洛轴高级技校建立轴承技术培训

中心，对轴承企业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进行脱产和不脱产的在职培

训。 

（四）拓展配套业务 

临清轴承应“走出去、引进来”，为国内轴承行业的优势企业和国际跨国轴

承公司代工生产轴承零配件和进行套圈锻造、车加工等前工序加工，以至贴牌生

产成品轴承。 

“十五”、“十一五”期间，全国轴承行业通过持续实施大集团、“小巨人”

战略，培育了一批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新型工业化道路，成长性好，综合进步

快的大集团、“小巨人”企业。这些行业骨干企业，对专业化配套有旺盛的需求。 

工业发达国家的轴承企业出于其资源和市场优化配置的需要，加速向我国

进行产业转移，已先后在我国建立了 40 多家独资或合资轴承企业。几家跨国轴

承公司都制订了在中国生产和销售轴承的“倍增”计划，宣示了要在中国轴承市

场拔取头筹的雄心。 

为了降低制造成本，跨国轴承公司在华企业加紧实现本土化，员工从我国

国内雇用，原材料和零配件从我国国内采购。 

跨国轴承公司这种产业转移，无疑对我国轴承成品企业将形成巨大的竞争压

力。但对于我国轴承行业锻造加工、车加工企业，钢球、滚子、保持架和其他轴

承零配件制造企业，却是扩大市场份额的契机。一定要抓住国际轴承产业转移的

机遇，积极参与国际轴承产业新一轮的结构调整，努力进入跨国轴承公司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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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在新一轮的国际分工中占据一席之地，取得较大的市场份额。 

在为国内外大型企业贴牌生产，或作套圈前工序加工和生产零配件时，要从

对方的订货条件、现场认证、质量验收、工艺指导等环节，汲取“技术溢出”。

如五洲新春，为几大跨国轴承公司代工，从代工锻造，到代工车加工，进而代工

热处理，一步一步地学习和掌握了跨国轴承公司的制造技术。又如大连瑞谷科技，

为 SKF加工铜保持架，学习了 SKF铜保持架的成套设计和加工技术。 

（五）塑造品牌形象 

临清轴承业界应搞好行业自律，做到制造厂生产无假货，市场经营无假货。

要使假冒伪劣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打击假冒伪劣，维护临西轴承品牌，是

全体临清轴承企业共同利益之所在。对于少数害群之马，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谁

砸我们的锅，我们就砸他的碗。”打击假冒伪劣不能只是每年的“315”打，搞专

项治理行动时打，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年年打、月月打、天天打。 

温州的企业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改革开放初期,温州的产品就是假冒假劣

的代名词。温州的企业家感到切肤之痛。他们痛定思痛，下决心打翻身仗。硬是

化了二十年时间，整整一代人的努力，彻底改变了社会对温州产品的不良印象。

他们把鞋、打火机、箱包这些日用品干成了精品，其中不乏高档名牌产品。温州

这个品牌已享誉中国和世界。 

我们临清轴承业界的企业家应向温州企业家学习，以卧薪尝胆、愚公移山

的精神，化他五到十年的时间，以至整整一代人的不懈努力，打造“临清轴承”

这个品牌，让“临清轴承”和“哈瓦洛轴承”并驾齐驱。 

（六） 政策支持引导 

1、争取国家专项资金项目政策支持 

国家发改委系统 

（1）专项技术改造（产业振兴、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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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高技术产业化发展项目 

（3）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4）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认定 

（5）国家工程实验室认定 

（6）国家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项目 

国家科技部系统 

（1）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2）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3）国家重点实验室认定 

（4）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认定 

（5）86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规划） 

（6）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7）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 

（8）火炬计划 

（9）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 

（10）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11）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2）科技兴贸行动计划 

（13）国家技术创新工程 

国家工信部系统 

（1）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2）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国家商务部系统 

（1）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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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技术产品出口技改项目 

（3）优化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结构资金 

国家环保部系统 

（1）中央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2）中央财政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 

国家财政部系统 

（1）国家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2）节能技术改造财政奖励资金 

（3）风力发电设备产业化专项资金 

（4）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 

（5）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 

2、贯彻落实国家支持中小企业的各项政策措施 

（1）贯彻落实国家工信部《“十二五”中小企业成长规划》 

按国家工信部《“十二五”中小企业成长规划》的要求—围绕促进中小企业

发展的五个方面中心任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施两个关键工程和四个行动计

划。 

（2）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用好用足各项政策 

①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的八

个方面的措施。 

②积极申报国家工信部通知的四个方面 14项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3）破解小型和微型企业融资难题 

①贯彻“国九条”《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措施》。 

②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多项支持小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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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贯彻落实地方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 

为了支持轴承产业的发展，临清市开展了“百强民营企业”、“轴承、棉纺

织双十强企业”、“重点中小企业培育”三大工程，出台优惠政策，对入选企业重

点扶持，促进其做强做大。今后，还将出台一系列支持轴承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需要我们认真贯彻落实。 

盼望临清轴承产业转型升级，科学发展，做强做大，早日建成国家新型工

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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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务委员，国家科技奖评审专家、评审委员，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