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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行业志编撰提纲》 

首语：根据实际情况作总结概括 

一、综合篇 

    第一章  概述 

第二章  工程机械行业规模 

政府支持与引导，国家战略规划。宏观概述 5 年来工程机械行业的发

展脉络、规模及企业的进步。行业协会管理水平的提高对促进行业发展的

作用等。 

第三章  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 

记述行业国内外地位的提升及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 

第四章  工程机械行业成长与进步。 

 

二、施工机械化篇 

第一章  概述。施工机械化水平提升的标志（到“十三五”末的水平）。

施工工艺、材料的发展促进施工机械的科技进步。承接国内外大型工程国

产工程机械的表现。 

第二章  5 年的主要成就 

  第一节  铁路建设 

  第二节  公路建设 

  第三节  桥梁工程 

  第四节  水利水电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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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施工新技术的发展 

(要点：施工工艺、工法的改变，施工设备的改变) 

  第一节  地基基础工程 

  第二节  地下工程施工 

  第三节  混凝土工程施工 

  第四节  钢结构工程施工 

  第五节  吊装工程施工 

第四章  典型工程施工实例。主要根据“十三五”期间实际情况，选

5～7个涉及能源、公路、铁路、建筑、采矿等多个领域建筑工程实例，分

别从工程概况、施工特点、所用设备等方面给予记述。 

  第一节  水电站建设 

  第二节  高铁新项目 

  第三节  新建高速公路 

  第四节  水利工程 

  第五节  大型采矿工程 

  第六节  大型公共建设（城市地铁、大型场馆建设等） 

 

三、专业篇 

第一章至第二十一章的各工程机械专业章中拟包括以下五节内容： 

  第一节  5 年发展的主要成就 

      第二节  生产发展。含生产规模、经济指标、新品市场占有率等。 

  第三节  技术进步。含研发的新品、技术中心、检测中心、专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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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专利率等汇总资料）。 

  第四节  国际化及进出口状况。包括国内企业向外发展，并购、建

厂，也包括主要产品外资企业进入国内投资、建厂、市场占率。 

  第五节  主要制造企业的发展。本专业主要企业变化情况。 

第一章  挖掘机械（含液压挖掘机、机械挖掘机、斗轮式挖掘机和轮

斗式挖掘机等） 

第二章  铲土运输机械（含装载机、推土机、平地机等） 

第三章  工程起重机（含轮式起重机、履带起重机等） 

第四章  工业车辆（含机动工业车辆、非机动工业车辆等） 

第五章  凿岩机械与气动工具 

第六章  停车设备 

第七章  筑养路机械 

第八章  建筑起重机械（含普通塔机、自升式塔机、桅杆式塔机等） 

第九章  桩工机械（含打桩机、压桩机、强夯机、旋挖钻机等） 

第十章 混凝土机械（混凝土搅拌机/站、搅拌运输车、输送泵/车等） 

第十一章  市政与环卫机械 

第十二章  路面与压实机械 

第十三章  装修与高空作业机械（含高空作业车、消防车等） 

第十四章  钢筋及预应力机械 

第十五章  工程建材制品机械 

第十六章  工程运输机械 

第十七章  掘进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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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停车设备 

第十九章  冰雪与应急救援装备 

第二十章  工程机械专用零部件（主要配套零部件） 

第二十一章  工业互联网 

 

四、企业篇 

注：本篇第一章为概述。后续各章为每个企业自成一章，每章至少包

括如下四节内容。 

第一节  企业发展简介 

1.企业改革创新发展状况：反映其规模变迁、组合、兼并、拆分；企

业治理模式（国营、家族式、股份制等）。 

2.经营状况：主要经济指标、主要产品市场占有率。 

3.管理状况：生产、财务、人事、技术、质量等管理制度改革。 

4.国际化成长: 1）投资规模扩张：国内企业对国外的企业兼并、海外

建厂；2）技术发展：建立海外研发中心与产品开发特点；为开拓国外市场，

如何应对必须跨过的技术标准门槛、民族风俗门槛、法律门槛，规避知识

产权风险; 3）市场成长：出口市场销售与服务网络分布；销售产品业绩；

涉外机构人员设置情况；国外直销；4）资本运作：国内上市、香港上市；

融资租赁的兴起。 

5.企业党建情况。 

第二节  产品、技术发展 

1.5 年内推出的新产品品种型号，及其性能特点。 

2.主要产品产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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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品出口与配套件进口状况。 

4.国家及省部级技术中心：架构、规模、科研试验设备、研究能力。 

5.企业投资技术进步：研发投入；生产设备条件、工艺技术条件等技

术提高改造投入（指非重复性规模投资）；改进实验室试验条件投入；增强

研发技术队伍等。 

6.科研成果：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发展基金项目及完成状况；研

发的新技术、新工艺（获专利）；采用的新材料、新结构；引进再创新的专

有技术；专利统计。 

第三节  企业文化与社会责任 

1.企业文化：发展愿景、价值观，丰富多彩的企业文化建设活动。 

2.企业社会责任：发表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情况。 

3.企业可持续发展：创新、文化、制度、核心竞争力、要素（人力、

知识、信息、技术、领导、资金、营销）可持续发展战略。 

4.危机处置：企业针对国家重大事件、重大灾难，针对世界范围内的

金融经济危机采取的企业策略与对职工及社会的责任。 

5.重大事故处理与警示：5 年内企业及产品市场中发生的，涉及到环

境保护、人身安全、员工与企业关系等事件。 

第四节  企业人才队伍 

1.企业领导层：正副董事长、正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党委书记等事

迹。 

2.突出贡献者：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人物传记；企业

在 5 年内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



12 
 

章获得者名单（出生年、工作单位、职务、所获荣誉、简述事迹）。 

3.人才培养：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本土人才和国际化人才的吸引与

培养；参与（协会组织）行业技术员工培训与能力等级考核。 

 

五、市场篇 

    第一章  国内外市场综述 

  第一节  “十三五”期间工程机械市场特点 

  第二节  从工程机械保有量的增加看市场发展 

  第三节  国外市场状况及对我国的影响 

第二章  国内市场 

第三章  进出口市场 

  第一节  进出口基本情况 

  第二节  进出口贸易方式及情况分析 

第四章  产权交易市场 

第五章  现代制造服务业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代理商网络的形成和发展（数量、作用） 

  第三节  中国工程机械代理制存在问题及展望 

  第四节  工程机械的经营性租赁 

  第五节  工程机械的资本运作及融资租赁 

  第六节  工程机械产品市场评价 

  第七节  “十三五”期间维修与技术服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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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节  后市场的发展 

      第九节  工业互联网。工程机械行业企业融合“互联网+”，应用电

子商务等情况。 

          

六、技术篇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技术发展的特点。以企业为中心的科技创新体系。工程机

械技术 5年发展特点：国际化、生产管理及产品技术信息化、新材料应用；

产学研合作发展。 

  第二节  科技成果。5年中行业企业获得国家、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第二章 工程机械科研机构 

  第一节  面向行业的专业研究机构。市场经济中运行的技术科研工

作者；面对全行业的国家级的专业机构：试验场、检测中心；国家 5 年中

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高校有关专业科研力量与重点实验室。

科研方向与科研项目的确立。共性技术研发短板现状。 

  第二节  以企业为中心的科技创新体系。企业技术中心的发展：架

构、规模、科研试验设备、研究能力。 

    第三章 工程机械行业技术进步 

  第一节  高新技术推动新产品研发。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签约科研

项目；新产品开发项目；基础科研项目。获得国家、省部级奖项目。涉及

范围：信息化、智能化、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 

  第二节  科研创新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十三五”期间高新技术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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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成果及获奖。 

      第三节  信息化和智能化技术的推广应用。 

  第四节  行业信息交流。行业信息工作发展状态；工程机械专业的

各报刊、杂志、网站等媒介的发展情况。 

    第四章 知识产权与标准化工作 

  第一节  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工作的发展；维权情况。 

  第二节  标准化工作。标准制定与修订；协会推动行业标准化工作。 

     

七、教育篇 

    第一章  工程机械高等教育 

    第二章  工程机械类专业科研成果与业绩 

第三章  继续教育 

第四章  职业教育 

第五章  技能培训 

     

八、协会篇 

    第一章  组织建设与基本职能 

      第一节  组织建设 

      第二节  协会分支机构 

      第三节  2016 年以后协会、各分支机构历届主要负责人 

    第二章  行业服务与主要业绩 

      第一节  行业管理工作 



15 
 

      第二节  向政府反映行业诉求 

      第三节  对外交流活动 

      第四节  统计与信息交流等工作 

     

九、人物篇 

    第一章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终身成就奖 

    第二章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十、会展篇 

    第一章  概述 

第二章  国内外专业展会 

     

十一、国际化篇 

    第一章  概述 

    第二章  国际化发展情况 

      第一节  合资企业的发展 

      第二节  进出口贸易情况 

    第三章  对外兼并与海外建厂，建立海外研发中心 

    第四章  国外市场销售与服务网络分布 

 

十二、企业文化与社会责任篇 

第一章 工程机械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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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行业与企业的社会责任 

 

附录 

A. 统计表（2016—2020） 

B.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发展大事记（2016—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