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线建设——宏伟深远的超级战略工程

“三线建设”是党中央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作出的一项重

大战略决策，是一场从 1964 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

内地省份进行的以“备战备荒”为目的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

业、电力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它是在当时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

情况下，为加强战备，逐步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的一次由东向西

转移的战略大调整。

一、“三线”释义

三线建设，指的是自 1964 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

中西部地区的 13 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

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

所谓“三线”，是指当时经济相对发达且处于国防前线的沿

边沿海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的三道线。一线地区指位于沿边沿海

的前线地区；二线地区指一线地区与京广铁路之间的安徽、江西

及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的东半部；三线地区指长城以南、

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主

要包括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

等省区以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等省区

的部分地区，其中西南的云、贵、川和西北的陕、甘、宁、青俗

称为“大三线”，一、二线地区的腹地俗称为“小三线”。实际

上，三线建设的重点是八省一市，即：云南、四川、重庆、贵州、

陕西、甘肃全境以及河南、湖北、湖南的西部地区。

粗略从行政区划看，一线地区：北京、上海、天津、黑龙江、

吉林、辽宁、内蒙古、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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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三线地区：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

宁夏、青海 7 个省区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

省区的腹地部分，共涉及 13 个省区。介于一、三线地区之间的地

区，就是二线地区。

同时，地处一线二线的省份，各自建一批省属的“小三线地

方军工企业”，由省国防工办领导，生产半自动步枪、7.62 毫米

中间威力步枪弹、手榴弹、引信、迫击炮弹、重机枪、中小口径

迫击炮、火箭弹、火箭筒、高射机枪、无后座力炮，也就是步兵

营连级的火力。力争做到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省自为战”坚持

抵抗。黑龙江的小三线是阿城和尚志，吉林的小三线是辉南，辽

宁的小三线在朝阳凌源；河北的小三线沿太行山麓，山东的小三

线是沂源，河南的小三线是济源；湖北的小三线是襄阳，湖南的

小三线是娄底；广东小三线是连江，广西小三线是河池；安徽小

三线是六安，上海小三线是皖南，江西小三线是万载和安福；福

建小三线是三明，浙江小三线是云和与龙泉，江苏小三线是盱眙；

新疆的小三线是和静县阿拉沟，甘肃小三线是平凉。

总而言之，三线建设的核心地区在西北（包括现在的陕西，

甘肃，宁夏和青海）和西南（包括现在的四川，重庆，云南，贵

州）等。

二、时代背景

三线建设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一个带有战略性的决

策，它从决策形成到付诸实施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工业、国防工业等绝大部分都分布在

东北、华北一带。

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我国周边局势越发严峻。1956 年之后，

中苏由于在意识形态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分歧，引起了苏联极大不

满，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还抗美援朝时期购买军备所

欠下的债务，并且苏联还策动新疆分裂分子举行武装叛乱。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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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两国长达 7300 公里的边境线出现了空前

的紧张局势。与此同时，美国第七舰队公然进入我台湾海峡，并

又挟迫我周边国家签订条约，结成反华联盟，在这些国家建立军

事基地，对我国东、南部地区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印度、

日本、南朝鲜（韩国）等国对我国也持敌对态度。

1962 年后，美国在台湾海峡多次举行以入侵中国大陆为目标

的军事演习。1964 年，美国制定了绝密报告——《针对共产党中

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试图出动空军袭击中国即将进

行第一颗原子弹实验的核基地。

1964 年 8 月 2 日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

号挑起并夸大与北越的武装冲突，出动第七舰队125艘军舰和600

余架飞机。5 日，美国悍然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轰炸，开始全

面介入越南战争，导致越战全面升级，并将战火延烧到包括北部

湾和海南岛在内的中国南部地区。

1969 年，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 54 个师、近百万人，并与我

国在珍宝岛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要用外

科手术式核打击消灭中国核基地的计划，并打算联合美国进行。

国际形势的演变，导致我国“三五”计划从“解决吃穿用”

改为开展“三线建设”。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同志认为当时的国际

环境有可能爆发战争。而中国当时的工业布局过于集中，14 个一

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 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

的化学工业和 52%的国防工业；大城市人口过多且集中在沿海地

区，易遭空袭；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一般多在大中

城市及其附近；所有水库，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易遭破坏。三

线建设，就是试图改变这个面貌，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

地区（包括湘西，豫西，鄂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

系。

三、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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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有强敌，内有隐患，这引起了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同志的高

度重视。在 1964 年 5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明确

提出要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下决心搞三线建

设。之后，中共中央作出了一系列关于三线建设的决议。

1964 年 8 月，国家建委召开一、二线搬迁会议，提出要大分

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有的

还要进洞（简称山、散、洞）。三线建设宣告拉开帷幕。

1965 年 2 月 2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西南三线

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加强对三

线建设的领导。3 月 29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委

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同意以李井泉为主任，程子华、阎秀峰

为副主任。后来彭德怀、钱敏任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

三线建设最大的特点是国家投资向三线地区转移。1965 年 8

月 19 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呈送的

《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中提出，一

切新的项目不在第一线，特别是 15 个一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现

有续建项目，除了明年，后年可完工投产见效的以外，其余一律

要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尽早收尾。一线二线的现有企业，能一

分为二的，能搬迁的，要搬迁到一部分到三线去。根据 1965 年通

过的《汇报提纲》的安排，用在三线地区的投资比例占全国的

42.2%。在重工业、国防工业、交通运输业的投资占总投资的 74%。

出于国防的考虑，三线建设项目遵循“靠山，分散，隐蔽”

的选址原则。这个原则原本是“文化大革命”前由周恩来等人根

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来的，用以指导部分机密性高的军工企业选

址。但后来成为一切三线企业的选址要求。而且这个要求也在不

断朝着更加极端的方向发展。首先在“靠山，分散，隐蔽”的基

础上，提出对于某些敏感企业“必要时要进洞”。后来就直接变

成“靠山，分散，进洞”，即“山散洞”。大量项目被迫打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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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大量损失。比如贵阳一个电子元件厂建在山洞内，山洞阴暗

潮湿，造成生产的电子元件不能达到标准。部分企业过分强调分

散，对生产造成困难。如陕西汉中飞机工业基地，下属 28 个单位

分散在两个地区 7 个县的范围内，其中一个企业被分散在 6 个自

然村中，装配零部件需要汽车往返几十甚至上百公里运送，员工

上下班也非常不便。陕西新建的 400 多个三线项目，将近 90%远

离城市，分散在关中平原和陕南山区的 48 个县，多数是一厂一点，

有的甚至是一厂多点，其布局被讥讽为“羊拉屎”“瓜蔓式”“村

落式”。而且山区内信息闭塞，生产出来的产品往往无法跟上世

界潮流，显得过时落伍。有时山区内爆发山洪等自然灾害，企业

也往往损失惨重。冬季大雪封山后，工人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时人用“洞中方数月，世上已千年”来形容这些工厂的闭塞与环

境的恶劣艰苦。也因此，许多的厂矿单位里医院、商店、学校设

施一应俱全，成为一个封闭的社会。更有些企业，由于选址困难，

很多厂矿迟迟不能建成投产。更多的企业由于远离原材料或者处

于不利的地理坏境，导致效率低下。比如川东造船厂处于现在重

庆市涪陵区靠近长江的山区内，在 70 年代建成投产后负责生产常

规动力潜艇。潜艇生产出来后不能在附近江面下潜，需要有驳船

拖至 2000 多公里以外的上海长江口才能下潜。

由于时间仓促，很多三线企业遵循“边设计，边施工，边生

产”的原则。中苏交恶以后，苏联撤回援助的专家团，三线企业

不得不依赖于中国自己的技术。这些原因共同造成许多三线企业

出现设计缺陷。比如当时中国最大的葛洲坝水电站由于设计缺陷

不得不停工两年。80 年代以后，因为有“严重设计缺陷”，国家

又在成昆铁路线上花费了上千万资金来弥补这些缺陷。酒泉钢铁

基地直到 1980 年尚且不能产钢。如此问题不胜枚举。这些问题也

成为了 80 年代以来三线企业大量倒闭的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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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新建重点项目，大量三线企业来自于一二线地区企业的

拆分搬迁，称为“一分为二”。1965 年 12 月 1 日，国家经委发

出《关于搬厂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提出“一分为二”

工厂的“关键、专用设备，应当首先满足三线的需要，有两套的

搬走一套，只有一套的也坚决搬走。但是如果时间上来的及，可

以做一套支援三线”。“一分为二”的工厂，“应该挑选优秀的

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和生产工人成套输送，优先满足三线需要”。

搬迁地点的确定，一是战备需要，在比较分散的腹地和山区；二

是根据当地已有的生产条件，与相似企业合并；三是照顾到将来

当地的经济发展，填补一些空白。据统计，1964 年底到 1970 年

底“三五”计划结束，全国约有 380 个项目，14.5 万名员工，3.8

万台设备从沿海迁往内地。实际上，加上未统计在内的国防工业

科研单位和地方自行规划、计划外的迁移项目，及随同迁移的项

目和人数都远超过上述数字。这些企业大多来自上海、北京、沈

阳、大连、天津、南京等东北和东部沿海城市。比如西北铝加工

厂由哈尔滨 101 厂搬迁职工 1700 人、设备 3400 吨；兰州轴承厂

由北京轴承厂搬迁职工 800 人、设备 333 台；天水风动工具厂由

沈阳风动工具厂搬迁 734 人、设备 214 台；甘肃光学仪器厂由南

京、上海、陕西、哈尔滨的五家工厂和研究院所搬迁 1990 人。

除企业外，学校、科研机关也有计划地迁移了一部分。由原

校迁出部分专业到三线地区建立的学校有：北京大学分校、清华

大学分校、南京大学分校、华东化工学院分校、北京航空学院分

院、北京工业学院分院、甘肃工业大学等 7 所高校。

1973 年，国家正式发文将建设重点定在贵阳、重庆、安顺、

绵阳四个城市，后来这四个城市成为全国三线企业的核心。

贵州、四川东部山区、四川中部平原地区、汉中、秦岭北麓

等地区新建的项目数量多，规模大，迁入工业人口多。其中，四

川成都主要接收轻工业与电子工业，绵阳、广元接收核工业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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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工业，重庆为常规兵器制造基地，甚至包括第三个钚生产堆（816

工厂）和常规潜艇制造业（望江造船厂）；贵州贵阳主要接受光

电工业，安顺主要接受飞机工业。

需要注意的是三线建设并不都是沿海工业内迁，还有大量基

础工业如长庆油田、攀枝花冶金工业、六盘水煤炭工业以及大量

配套的铁路公路等新建项目。

四、大背景下的银川三线建设

宁夏的三线建设，脱离不了时代的大背景以及国家西北建设

思想的宏观背景。20 世纪 50 年代初至 70 年代，西北出现了两次

经济开发的高潮。第一次是 50 年代以“一五”计划为中心的新工

业基地建设，第二次是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进行的三线建设。

两次经济开发对包括宁夏银川在内的西北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

影响。而影响最大的当属三线建设。

（一）冶金工业

1974 年，上海市与宁夏合办铁合金厂，由上海提供资金和设

备发展硅铁生产。该项目于 1976 年开始建设，第一台矿热炉于

1978 年 9 月投产。1970 年建起了宁夏第一家独立的耐火材料厂—

—贺兰县耐火材料厂，于 1971 年 5 月建成投产，产品主要是黏土

耐火砖，年生产能力为 2.55 万吨。

（二）石化工业

1958 年至 1960 年国家和宁夏地方政府相继投资 570 万元，

先后在银川市建成了银川磷肥厂、宁夏农垦磷肥厂、银川橡胶厂

等化工企业，为自治区的石油化学工业发展打下了基础。1965 年，

三线建设时期，化学工业部所属青岛橡胶二厂和沈阳橡胶三厂部

分搬迁到宁夏，在原银川橡胶制品厂的基础上扩建，到 1966 年建

成西北地区最大的轮胎生产企业。同年银川氮肥厂建成投产，开

创了宁夏氮肥生产的历史。1970 年，银川化肥厂建成投产后，宁

夏陆续建成贺兰、灵武等 7 家小化肥厂和银川、贺兰等 6 家小磷



肥企业，为银川化肥生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66-1978 年间，银川胶带厂、银川长城橡胶厂、银川前进

橡胶厂等小型橡胶加工企业也相继建成投产。1979 年 11 月，银

川橡胶厂被国家有关部门确定为全国重点化工生产企业，橡胶类

50 个重点企业之一、轮胎类 15 个重点企业之一。

（三）仪器仪表工业

1965 年，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简称一机部）仪表局决定在

宁夏建立生产试验机的青山试验机厂、生产执行器调节阀的吴忠

仪表厂、生产工业自动化仪表的银河仪表厂和生产微型试验机的

吴忠微型试验仪器厂。这些建设项目分别由北京、上海、大连、

天津等仪器仪表基地抽调职工和设备支援青山试验机厂、吴忠仪

表厂、银河仪表厂、吴忠微型试验仪器厂，并担负包建、援建任

务。宁夏仪器仪表工业有计划、高起点的发展时期由此揭开序幕。

1968 年，自治区根据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简称四机部）会

议精神，由地方投资在银川市区建立生产电子测量仪器的宁夏电

子仪器厂。1970 年由天津电表厂内迁部分技术力量，在银川建设

西北地区开关板电表主导厂的银川电表仪器厂，相继开发生产出

测震仪器、农林气象和植物生理测试专用仪器。

（四）机械电子工业

青山试验机厂于 1965 年由北京仪器厂搬迁到宁夏青铜峡筹

建，隶属一机部管辖。1966 年 2 月建成投产，生产 10 个品种试

验机 340 台，完成工业总产值 137.4 万元，实现利润 7 万元。1990

年青山试验机厂由青铜峡市搬迁至银川市中山北街。

银川通用机械厂是银川起重机器厂的前身，最早起源于民国

时期兴办的兰鑫机械厂，始建于 1958 年。1965 年由大连起重机

器厂内迁职工和部分设备到银川机械修配厂支援宁夏建设，当年

形成生产能力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试制并生产了桥式起重机。

大河机床厂是 1965 年根据一机部的决定，将沈阳中捷友谊厂



搬迁到宁夏中卫建立的。搬迁当年就实现了“当年设计、当年施

工、当年搬迁、当年生产”的建厂方针。由于按时保质保量完成

各项任务，曾多次受到一机部的表扬。1970 年 9 月，一机部将大

河机床厂由部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1986 年，大河机床厂搬至银

川市。

长城机床厂是 1965 年根据国家一机部的决定，从大连机床厂

搬迁部分人员和设备到宁夏建厂。在边搬迁、边建设、边生产中，

当年装配成功 C720K 液压仿形半自动车床，这是建厂生产的第一

台机床。1966 年，该厂又设计生产出 CD7112 型仿形车床，这是

它的第一个定型产品。1970 年，一机部决定将长城机床厂由部属

企业下放宁夏地方管理。

长城机床铸造厂是根据一机部的决定，由沈阳中捷友谊厂和

大连机床厂派员于 1966 年 9 月在银川市新市区开工兴建。1970

年正式投产，向主机厂提供机床铸造毛坯。

西北轴承厂是按一机部的计划于 1965 年开始筹建，当时定名

为西北轴承总厂（总厂的概念包括西北地区 4 个厂，即兰州轴承

厂、天水海林轴承厂、西北轴承一厂和西北轴承二厂）。1966 年

6 月由辽宁瓦房店轴承厂包建并搬迁部分人员和设备，在平罗县

境内贺兰山大水沟动工建厂，隶属一机部管理。1969 年一机部撤

销西北轴承总厂筹建处，1 月 7 日正式改名为西北轴承厂，1970

年 9 月下放改为自治区区属企业，1971 年 8 月正式投产。1987

年西北轴承厂厂部由平罗大水沟迁到银川市新市区厂址。

宁夏标准件厂前身是一机部搬迁配套生产机床的机床一厂、

机床三厂、机床锻造厂，于 1971 年初改名银川机床附件厂。1972

年 4 月，根据国家计委、一机部通知，从天津标准件厂、材料改

制厂、螺纹工具厂、生活服务站等单位分迁部分设备和人员组建

宁夏标准件厂。1972 年，银川机床附件厂与宁夏标准件厂合并扩

建，厂名为宁夏标准件厂。



宁光电工厂于 1968 年 9 月根据国家计委、国防工办的决定，

将纺织部所属银川新立织造厂移交四机部改建半导体器件厂，定

名为宁光电工厂，初设计规定的产品大纲是为雷达、指挥仪、电

台和计算机配套。20 世纪 70 年代初，主要生产硅小功率晶体管、

硅小功率开关管等。

宁夏兴庆机器厂由宁夏计委批准筹建，1967年6月动工，1970

年 4 月落成，设在距银川市老城区 45 公里处的贺兰山榆树沟内。

是宁夏唯一的小三线军工厂，也是国家国防科工委 1984 年小三线

调整方案确定保留的全国 93 个地方军工企业之一，防步兵地雷定

点生产厂。

1970 年 4 月，自治区筹建宁夏汽车配件厂，厂址选在银川市

贺兰山腊塔沟。1972 年 8 月，初步形成了一定生产能力。1976

年，改名为宁夏交通机械厂，1979 年迁到新市区。

1968 年，筹建银川汽车配件厂。

1972 年建设银川市电器厂，属集体所有制企业，是机械电子

工业部在西北地区生产高、低压电器和配电成套设备的专业制造

企业。

1966 年 7 月建设贺兰电机厂，1981 年 8 月改为宁夏电机厂。

主要生产中小型交流电动机、电力变压器。

1968 年建厂的银川市变压器厂是专业生产中小型电力变压

器及电炉、矿用、整流等特种变压器，是部定点生产变压器的重

点骨干企业。1975 年，正式生产变压器产品。

银川电器开关厂 1974 年 1 月建厂，为集体所有制企业。。

银川电线厂是 1971 年 2 月在自治区工业局工业护厂处基础

上，利用废旧的自制电线设备组建起来的国有企业，同年被列为

一机部规划定点厂。

银川电焊条厂，为集体所有制企业。1969 年由生产墨汁、皮

带蜡和矿蜡的三个街道集体小厂合并而成，于 1970 年正式生产电



焊条。1973 年被列为国家机械部定点生产电焊条的专业厂家之

一。

（五）建材工业

1972 年，在永宁鞋业社的基础上筹建宁夏玻璃厂，建成一条

制瓶生产线。1972 年 3 月建成投产。1976 年改建一条压花玻璃生

产线。

（六）造纸印刷工业

1963 年，自治区工业厅投资 47 万元，对贺兰造纸厂进行技

术改造。技改工程于 1964 年完成，改造后的贺兰造纸厂成为机械

化造纸厂。三线建设时期，银川的印刷包装工业也有发展。20 世

纪 60 年代中期，各印刷厂开始大量承印毛泽东同志著作，为了提

升装订能力和提高装订质量，各厂引进了折页机等，初步形成了

半机械化装订生产线。1971 年，银川市彩色印刷厂引进了胶印生

产线，灵武印刷厂、永宁印刷厂也购置了胶印机，使印刷技术实

现了从石印到胶印的突破。

（七）纺织工业

银川毛纺织厂原名宁夏省毛纺织厂，于 1952 年开始动工筹

建，1954 年建成投产。1965 年，纺纱车间从银川毛纺织厂分出，

在银川市新市区重新建立了银川市亚麻纺织印染厂。1970年9月，

自治区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决定将银川毛纺织厂绒线车间改建为灵

武绒线厂，交由灵武县管理，作为县办企业，实行区、县双重领

导，以县为主，厂址设在灵武县，于 1972 年 9 月建成投产。

1958 年，纺织工业部批准筹建银川棉纺织厂，这是宁夏兴建

的首个现代化的棉纺织企业。1964 年三线建设开始后，银川棉纺

织厂改建为军工企业，厂房移交第四机械部组建新立织造厂，生

产金属网。1965 年重新恢复建设银川棉纺织厂，1969 年建成投产。

银川亚麻纺织厂是 1966 年由地方财政投资 180 万元，以固原

并入银川棉纺织厂的原有技术力量和设备为基础，在银川市新市



区（现西夏区）筹建的。主要生产亚麻防水帆布和消防用水龙带。

（八）医药工业

银川医药工业始于 1958 年银川制药厂的投建，1963 年，因

为制剂质量问题而下马。1966 年初，化工部中国工业公司委托中

国医药工业公司西安分公司帮助宁夏在永宁县兴建宁夏制药厂。

1967 年 6 月动工建设。1969 年建厂设计方案基本完成。1970 年，

麻黄素生产车间建成投产。当年，兰州军区在灵武县城北门兴建

灵武制药厂，1971 年正式投产，主要生产麻黄素系列原料药。1974

年，产品首次出口美国。1973 年，宁夏制药厂的大输液生产车间

建成，1974 年正式投产。1975 年，宁夏制药厂的青霉素粉针车间

建成投产，填补了宁夏的空白。

（九）食品工业

1970 年 2 月，银川糖厂变更番号，由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生

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十三师糖厂”变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兰

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糖厂”。同年 3 月 18 日，成功生产出

首批“六盘山”牌白砂糖，计 320 吨。另外，还成功地试制出了

65 度糖蜜白酒。

五、结束与转型

1971 年“九一三事件”以后，之前所提倡的积极备战的方针

随之降温。同时，随着中美建交和中苏关系的缓和，国家开始逐

渐撤出对三线地区的大力投资。1980 年后，三线建设由保密名词

逐渐见于报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建设再一次向东部沿海倾斜。

三线建设过程中由于错误的选址和建设，致使很多国有企业

由于各种原因效益不佳，三线企业效益尤其低下。同时，这段时

间国家的投入和支持同三线建设时期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

上。随着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1982 年，邓小平提出对国防工业

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军养民”。1984 年 11

月在成都召开会议，确定第一批调整 121 个单位，迁并 48 个，全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9D%E4%B8%80%E4%B8%89%E4%BA%8B%E4%BB%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7%BE%8E%E5%BB%BA%E4%BA%A4


部转产 15 个。其后一些三线企业陆续迁往邻近中小城市，如咸阳、

宝鸡、沙市、襄樊、汉中、广元、德阳、绵阳、天水附近。而技

术密集型企业和军工科技企业则移往成都、重庆、西安、兰州等

大城市。

1986 年至 1990 年的“七五”计划，国家对效益低下的三线

企业施行了“关、停、并、转、迁”等政策。按照“该关停的就

不要搬迁，能迁并的就不要迁建，能就近搬迁的就不要远距离搬

迁，能向中小城市搬迁的就不要向大城市集中”的原则进行调整。

国家允许部分效益特别低下的企业破产关停，将散布在各地的企

业并入到一个企业；部分在山里、洞中的企业迁出至附近的平地

或者附近地理条件相对较好的小城镇，将跨省的的小三线项目交

由当地政府管理；允许并鼓励三线企业转型，其中最重要的是军

工企业生产民用产品。1983 年 12 月，中国政府在成都设立国务

院三线办公室（1990 年代改为国家计委三线办公室，21 世纪后又

改名为国防科工委三线协调中心），指导三线企业改造。在此期

间，一部分企业成功进行了产品转化，比如制造包括坦克等军用

车辆在内的重庆嘉陵机器厂开始生产摩托车，迅速成为中国最大

的摩托车生产商，川东造船厂成功转型为一家生产江轮的企业，

绵阳的长虹电视机也是由一家军用电子元件厂改制而成的，十堰

的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改制为东风汽车公司，重庆兵器工业基地

改为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长安集团、嘉陵工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和建设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而一些未迁移的企业，则

逐步走向荒废关闭。也有部分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得以继续生存，

但生产门类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六、三线建设的时代意义

三线建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一个规模空前的重大经

济建设战略。由于鲜明的特定时代特点，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

界对三线建设褒贬不一，从宏观决策和微观效益方面都有很多专

http://baike.baidu.com/view/2041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83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7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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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论述。应该指出，三线建设建立在当时历史条件的基础上，是

新中国基本建设史的重要内容。因此，必然有着深刻而丰富的时

代意义。

首先，以爱国主义为根基。三线建设是以新中国的国家安全

为目标，因此爱国主义成为三线建设的内在诉求。具体体现在：

第一，保卫民族独立、国家安全。三线建设就是在保卫新中国胜

利果实的历史情境中开始的，对于普通的三线建设者，三线建设

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三线建设则与这种爱国情绪相伴生，在

建设中逐步深化。第二，对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不懈

追求。1966 年，毛泽东将“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概括为“备战、

备荒、为人民”。由于历史的原因，60 年代初，新中国虽然历经

了数次成功的经济调整，但国民经济的实力仍然较弱，工业布局

存在着东重西轻的严重不合理局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三线建

设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百年来摆脱落后状况，追求国家繁荣、人民

幸福的爱国梦想的实施。

其次，以社会主义为导向。在当时计划经济和对外封闭的条

件下，三线建设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工业生产能力向西部地区的

一次大规模的传播，东部先进的工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向西部地区

扩散，如此浩大的工程，必须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

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政府必

然要承担起工业化初始生产性投资的主体作用，而不能仅仅依靠

市场利益导向的投资。西部地区工业化过程艰难，全国支援三线，

短期内集中大量的社会资源向三线地区大幅度倾斜，共同建设三

线。正是依靠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为三线建设

展开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再次，以党的领导为灵魂。中国共产党是三线建设的核心领

导力量，三线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其形成和延拓离不

开党的领导、推动和协调。可以说，党的坚强组织和积极领导是



三线建设的灵魂。正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精神力量，

提升了三线建设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在三线建设中，基层党组织

和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哪里最艰苦，哪里最危险，哪里就

有共产党员。三线建设具备良好的外延性，体现了党的光荣革命

传统，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当今时代仍有

其生命力。

七、结语

三线建设是一场出于国防军事背景的区域工业化过程，是中

国经济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其规模远超于国民党

政府在八年抗战时期（1937-1945）的沿海工业内迁以及本世纪初

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始于 2001 年）。在 1964 至 1980 年，国

家在三线地区所在的 13 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了

2052.6 亿元，占同期全国基础建设总投资的 39.01%。

三线建设是一项巨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国史中的一件

重大历史事件。要想对它作出准确、客观的评价，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但是，三线建设成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重要助推器，

并有效地缩小了东西差距，加快了西部地区的发展则是一个不争

的事实。1963 年，西部云、贵、川、陕、甘、宁、青七省的工业

总产值占全中国的 10.5%，到 1978 年上升到全国的 13.26%。三线

建设改变了很多落后地区的面貌，许多交通不便甚至与世隔绝的

地区通过大三线建设得以与外界联系了起来，开始步入工业化时

代。三线建设提高了西部主要城市如西安、兰州、重庆、成都、

贵阳等的竞争力。四川绵阳、攀枝花，湖北十堰等地从农业占主

导到建立现代化工业，更是直接得益于三线建设。几百万工人、

干部、知识分子、军人和上千万人次的民工建设者，在“备战备

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口号的号召下，建起了 1100

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基础设施，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三线建

设改变了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工业经济落后的面貌，建设了成昆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B%E5%B9%B4%E6%8A%97%E6%88%9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9%83%A8%E5%A4%A7%E5%BC%80%E5%8F%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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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攀枝花钢铁基地，中国二汽等重点项目，将绵阳、德阳、

贵阳等地从小城市甚至乡镇建设成为具有大量现代制造业和科研

机构的城市。

搞三线不单是军工，军工也要配套，像钢铁厂、机械厂、配

套的企业也要搬进去。当时参加三线很光荣，所以最好的设备，

好多重点企业都搬到西部，形成新的工业布局。三线建设在改革

开放，国家政策再次向东部沿海倾斜之际，对内地地区的经济发

展起到了带动促进作用。三线建设对与促进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与

内地的交流，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三线建设

集中于军工业和重工业，有力促进了中国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

发展，也保护了国家的安全。三线时期积累的物资和工业设施、

基础设施，也为后来的西部大开发打下一定的基础。

2017 年 10 月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8%90%E6%98%86%E9%93%81%E8%B7%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4%80%E9%92%A2%E9%9B%86%E5%9B%A2%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9%A3%8E%E6%B1%BD%E8%BD%A6%E5%85%AC%E5%8F%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B%B5%E9%98%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9%98%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4%B5%E9%98%B3

	一、“三线”释义
	二、时代背景
	三线建设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一个带有战略性的决策，它从决策形成到付诸实施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
	四、大背景下的银川三线建设
	五、结束与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