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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美国政府对军工企业给予了大量的支持，其中包括军品采购、科研拨款、税收优惠、贷款担保、信息技术支持

等，这些支持大大促进了美国军工企业的发展壮大。波音公司即是这样的例证，波音公司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从初创

到发展，到最后成为军工企业巨头，其中就离不开政府持续不断的支持。美国政府这些做法对我国军工企业发展也有着很

大的启示。我们可以在法律建设、军民融合、金融融资、科研体系、监管制度等方面加强政府对军工企业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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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S. government provides a lot of policy supports such as military procurement，funding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tax preference，information technology，which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merican military enterprises. For example，

the Boeing company have got a great deal of supports came from the U.S. government constantly，that help it grow quickly and be-

come a giant military company. These practices of the U.S. government should have great enlightenment to Chinese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enterprises.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policy  support  to  Chinese  military  enterprises， including  law making，

funding scientific projects，financing supports，regulation policy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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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工企业的基本体制尽管是市场化的私

有体制，但是由于军工企业的特殊性，美国政府与

军工企业同样保持了密切的互动，并给企业提供了

大力的支持。美国政府支持军工企业的目的在于保

证军工企业实现国家军事目标，同时维持其在全球

的战略性竞争地位。波音公司作为美国代表性的军

工企业之一，最能反映这一点。本文将以波音公司

为例来详细分析美国政府如何对军工企业实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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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支持以及支持所产生的效果。

一、波音公司的发展历程

美国波音公司作为美国的军工企业巨头，对美

国的军事科技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波音公司

具有百年历史，从一家工程师的私人作坊发展而

起，经历了创办—挫折—破产以及收购—重组整合

等曲折变化历程。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政府作为一

个间接调控者，在波音公司发展壮大过程中扮演着

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其发展过程可以综合概括为

表 1。

 （一）初创阶段（1916—1918 年）：工程师小作坊

到规模企业

1916 年威廉•爱德华•波音与人合作创办了太

平洋航空器材公司，1917 年正式更名为波音飞机

公司。1917 年，波音公司敏锐地抓住美国加入第一

次世界大战的商机，及时推出 C 型 (Model C) 水上

飞机，结果获得海军的 50 架订单，总合同金额

57.5 万美元。这是波音公司赚到的第一桶金。凭借

这笔订单，波音公司在西雅图建立起了沿用数十年

的波音 1 号工厂。到 1918 年底，波音公司的工资单

上有了 337 人，波音 1 号工厂也扩展成了包括一个

大型组装车间的建筑群。短短 2 年波音公司即实现

了由私人作坊到规模生产企业的跃进。

 （二）挫折发展阶段（1918—1932 年）：托拉斯化

一战结束导致军工产品需求迅速萎缩，军民用

飞机市场一片萧条，波音公司没有裁员收缩，而是

相反地通过收购公司股票方式来维持企业生存，挽

留人才队伍 [1](46)。直到 1925 年，美国国会公布的《航

空邮政法案》让波音公司走出了困境。该法案规定

几乎所有的航空邮政业务和邮递航线都由私人经

营。其后，波音公司通过研制 40 型 (Mode1 40) 邮

政飞机赢得了旧金山至芝加哥航线的营运权。1928

年，波音飞机公司与波音航空公司、太平洋航空公

司完成整合，更名为联合飞机与运输公司。两年内

陆续收购了普拉特•惠特尼公司等数家业内领先企

业，成为一家巨型航空托拉斯，业务包括飞机制

造、航空邮运、航空客运等。据 1929 年公司年度报

告，联合飞机与运输公司占有了 90% 的航线飞机

发动机市场、25% 的美国航空邮运市场、50% 的航

空出口市场。1929 年销售总额达到 3 100 万美元，

利润为 800 万美元[2]。

 （三）大萧条阶段（1933—1934 年）：政府拆分与

创始人出走

联合飞机与运输公司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凭借

生产商和运营商一体化的全产业链垄断能力实现

了飞速扩张，但是却遭遇了美国政府对其实行的强

力监管。1933 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实行所谓的

 “罗斯福新政”，颁布了《全国产业复兴法》，其核

心是“订立可免受托拉斯法案限制的公平竞争规

约”。这一法案对垄断企业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1934 年由布拉克起草的《空邮法案》获得通过，

其中明确规定：飞机及飞机发动机制造商必须与航

空运输公司彻底分割。同年 9 月，联合飞机与运输

公司被正式分拆成波音飞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

联合飞机公司三大块。创始人威廉•爱德华•波音对

美国政府拆分公司极为不满，抛售自己持有的全部

公司股票，辞去公司所有职务。

 （四）大型公众公司阶段（1934—1991 年）：公司

上市和股份化

波音公司以此次变革为契机实现了大发展。

1934 年公司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标志着

它从一家私人公司正式向公众公司转型。1941 年

美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军方的庞大而紧迫

的需求，使波音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实现了从小规

模生产方式到机械化大规模生产的质和量的飞跃。

 
表 1   波音公司发展历程及表现

阶段 时间 特征

初创阶段 1916—1918年 工程师小作坊

挫折发展阶段 1918—1932年 托拉斯化

大萧条阶段 1933—1934年 政府拆分，创始人出走

大型公众公司阶段 1934—1991年 公司上市，股份化

军工企业巨头阶段 1991年至今 产业巨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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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1946 年间，波音公司共计向美国军方提供

了 12 731 架 B-17“飞行堡垒”轰炸机，3 970 架 B-

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同时，1936 年建立的波

音 2 号工厂也屡经扩展，形成了更大规模的生产体

系。从 1944 年 3 月开始，波音公司每个月的飞机生

产数量超过了 350 架 [1](49)。

 （五）军工企业巨头阶段（1991 年至今）：公司巨

型化与全球化

冷战结束后至今，波音公司继续快速发展和扩

张，并积极进行航空领域的并购，成为今日世界仅

有的两家巨型航空旗舰企业之一。1996 年波音公

司并购了罗克韦尔公司，1997 并购了麦道公司，2000

年又并购了休斯电子卫星公司和自动化测量公司。

至此，波音公司成为一家体系更加完备、技术更加

先进、具有高度垄断性的航空巨型企业。其后国际

形势的变化又使波音公司进一步巨型化。2011 年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军方从中总结出教训，积

极推进军事上的改革，强调能力对能力的竞争、体

系对体系的对抗。军方迫切需要军工企业从单一武

器装备供应商向作战能力与作战体系提供商转变。

波音公司适应其需要，经过不断地并购重组改变了

单一武器生产商的模式，完成了向作战体系供应商

转变的任务，成为今日美国高度垄断化和体系化的

巨型国防军工企业。据波音官方数据 2016 年波音

公司诞生 100 年时，已经成为拥有员工 161 400 人，

营业收入 961 亿美元的世界 500 强企业。

二、美国政府对波音公司的支持政策

军工产业作为确保国家安全和发展方面的重

要基础和依靠力量,与政府之间存在或明或暗、错

综复杂的特殊关系。美国政府经常通过各种法规、

政策、财政、项目或计划等众多渠道或明或暗地支

持军工企业。波音公司即是其中一个典型的实例。

他们主要通过军品采购、研发项目拨款（如国防部

研究与发展计划、国家航空航天局研究与发展计

划）、税收政策、贷款与担保，以及技术与信息支持

等多种渠道来支持波音公司的发展。具体见表 2。

 （一）军品采购

美国对军工企业的支持方式之一就是对美国

企业的军品采购，这一点是通过包括《国家安全

法》《武装部队采购法》和《购买美国货法》等

特定的法律来予以规定的。例如《购买美国货法》

中规定了要优先采购美国国产武器，武器承包商只

需提交国产武器成品即可。但以下情况则可以作为

例外来处理：该产品仅仅在美国境外使用；经过政

府认定的不能按照美国规定的合理商用批量和合

格质量要求来采掘和制造的产品；经过政府认定的

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要求而在国内采购的产品；经

过政府认定的国内采购该产品的费用不合算。

以波音公司为例，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美国

国防部经常通过政府采购的形式来对军工企业提

供支持。最著名的一个案例就是 KC-X 加油机项

目。KC-X 加油机项目是美国空军的优先采办项

目，其目的是替换其 179 架 KC-135 加油机，其价

值高达 350 亿美元。当时主要竞标方案为 2 个−

诺斯罗普•格鲁门/EADS 团队的 A330MRTT 和波

音公司的 KC-767。经过多次竞标，2011 年 2 月美

国空军最终选择了 KC-767，并命名为 KC-46A。而

且，根据著名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的一项研究报

告，签订波音 767 空中加油机的采购合同，美国国

防部给波音公司开出了不菲的价格，这一价格将使

其平常仅为 6% 的利润率提高到 15%。这相当于给

波音公司白白赠送了 16～23 亿美元的福利 [3](44)。

 
表 2   美国政府对波音公司的主要支持方式和内容

支持方式 支持内容

军品采购 高价军购合同；投标方案补偿金等。

研发项目拨款
项目预付款；研发项目成果和专利的免费使用

或转让等。

税收优惠
税收减免；延期纳税；出口退税；加速折旧退

税等。

贷款与担保
国家财务代办的身份担保，为企业提供长期低

息贷款；成立进出口银行等。

技术和信息支持

1986年《联邦技术转移法》、1988年实施的制

造推广合作伙伴计划，提供技术信息支持，免费

使用或转让研发项目成果和专利，享有相关数

据和商业秘密的访问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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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公司竞标过程中还传出行贿的“丑闻”，

但最终竞标结果却没有改变。按照《购买美国货

法》的要求，美国优先采购国产的产品，只有特殊

情况才例外处理。KC-46 花落波音公司，对其发展

促进作用显而易见。这不仅增强了波音公司技术水

平和管理能力，也拯救了波音 767 生产线，而且还

扶持了波音公司防务业务。如果按照平均每年 15

架的生产速度的话，179 架 KC-46 的生产时间将持

续到 2028 年  [1](171)。波音公司因此也成为其后 50

年内唯一可以向美国空军提供加油机的供应商。

 （二）研发项目拨款

美国政府还为军工企业提供研发项目拨款，以

此来资助军工企业的发展。预付款就是其中的手段

之一。预付款作为军工企业研发项目前期的重要支

持之一，可以起到降低研制风险的作用。例如，在

F-35 研发项目中，美国国防部先从多个公司提供

的方案中选出了两个方案−X-32(波音公司) 和

X-35(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继而决定给两家公司各

预先拨款 7.5 亿美元专门用于开发验证机，并从中

选择最终获胜者 [1](166)。这种手段鼓励企业开展前

期研究工作，帮他们承担了一大部分项目风险。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美国国防部也通过研

发拨款等方式给波音公司提供支持，具体有以下几

种形式：1）签订责任合同，波音公司负责项目研

发，并可以使用这些研发项目的研究成果；2）波音

公司的一部分研发项目经费可以以报销的形式要

求返还；3）两个部门的研究人员协助波音公司的

研发工作，波音公司不需要向他们支付任何费用；

4）波音公司可以无偿使用两个部门的研发设备和

场地。根据欧盟的估计，在 2004 年前 20 年间，美国

政府通过研发项目对波音公司的补助高达 166 亿

美元 [3](44)。

美国政府还提供额外的科研资助，这些资助对

企业开展科研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利益。承担军

品研制任务的企业完成任务之后，可以从美国政府

那里获得总研制费用 1%～3% 的特别资助，该笔

经费由该企业自主使用 [3](44)。因为这些优惠政策，

军工企业在参与国家科研项目时，即便竞标不成

功，照样可以获得不小的利益。例如波音公司的 X-32

虽然竞标失败，但其利用政府拨款研发获得的关键

技术却用到了 F/A-18E/F 和其他的飞机项目之中。

 （三）税收优惠

美国政府对军工企业的支持还体现在税收优

惠方面，如基于《国内税收法》《海外账户纳税法

案》等给予国外销售公司 (FSC) 特殊的税收待遇；

基于《就业机会创造法》给予企业减税、免税、退

税等优惠政策。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1）税收减免。

美国各州对承担某一任务的军工企业免征其

销售税，只需要缴纳另外两种税：联邦所得税和州

所得税。例如，2003 年华盛顿州与波音公司签署了

关于民用客机总装设备税收减免的协议。另外，华

盛顿州还颁布了 2294 号法案给波音公司民用客机

生产予以极大的税收优惠。该项法案的实施至少帮

助波音公司减免了 32 亿美元  [4]。这种税收减免方

式在各个企业中都普遍存在，通过税收减免，较大

地减轻了企业的负担，鼓励企业加大投入，以求更

加持续地增长和进步。

2）延期纳税。

为了照顾大型民用客机产业，美国政府还实行

了所谓的“全部完成合同征税方法”[5]，即当民用客

机公司全部完成了合同任务时才对其总收入进行

计税。这种征税方法就是所谓的延期纳税的形式之

一，其实质上就是给予纳税人一定的无息贷款。延

期纳税对政府来说仅仅是推迟了一点缴纳税款的

时间。但是对大飞机厂商则意义不小，这样做不仅

可以增加其收益，还能帮助企业降低产业发展过程

中因为高投入和高成本而带来的风险，以及帮助解

决企业在财务上的临时困难，并大力促进军工产业

的良性发展。

3）出口退税。

对于军工企业的出口销售，政府也采取了鼓励

性的税收补贴措施，即出口退税。美国政府出台了

一系列的法律政策为军工企业税收优惠提供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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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的支持。早在 2004 年，美国政府颁布了《就业

机会创造法》，法律规定给予军工企业出口销售一

年的减税期。具体来说就是，军工企业只要在一年

期内把所获得的海外利润准时汇回美国国内，那么

这部分利润就可以不用按照现行税率 35% 而是

5.25% 的税率来计税 [6]。2017 年末，美国《减税和

就业法案》获得通过，其中规定：对境内企业出口

收入（FDII）给予税收优惠待遇；境外利润汇回免税

等。这给波音这类全球公司带来了很大的优惠。

4）加速折旧计税。

通过加速计算设备、厂房的折旧，实际上减少

了公司应缴的所得税数额。按照加速折旧法的规

则，固定资产在最开始产生的折旧额会较高，用这

种折旧额来抵减应纳税额，就可以减少最先年限的

税收额度，从而延迟了企业的纳税时间，这相当于

获得了政府所提供的无息贷款的支持。波音公司采

用加速折旧方法使其早期固定资产净值维持在较

低水平，在税收上得到这方面的帮助，享受了较大

的优惠。

 （四）贷款与担保

美国国会授权联邦储备银行以国家财务代办

的身份，为需要流动资金来完成军品研制与生产而

向私人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企业实行担保，并且为

企业技术开发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另外，美国还有

成立了进出口银行，该银行主要负责向国外买家提

供低息贷款，或者向国外买家货款提供担保。其目

的主要是帮助美国出口商获得更多的军工外贸订

单。正因为这一点，一直以来人们把美国进出口银

行称之为“波音银行”。2011 年，进出口银行为出口

企业提供的贷款、贷款担保和信用额度融资总计

约 320 亿美元，而波音公司则独享其中约 110 亿美

元用来支持向外销售大型商用飞机。1998—2004

年进出口银行为飞机外贸提供的贷款或为飞机外

贸私人贷款所提供的长期担保总金额达到 530 亿

美元 [7](3)。2012 年 5 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

项法令，把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营业权延长了 3 年，

并将其贷款能力提高了 400 亿美元，从而使其总贷

款能力达到了 1 400 亿美元。奥巴马当天在白宫发

表讲话说，依靠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支持，波音公司

达成了一笔巨额交易，销售了 200 多架飞机 [8]。

 （五）技术与信息支持

1986 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技术转移法》，

规定政府建立的实验室可以同大学和企业开展

R&D 合作；政府实验室的负责人被允许与企业订

立契约，共同成立合资公司，共同推广实验结果

等。双方合作过程中，实验室可以接受合作公司提

供的资金、人员以及其他资产等。另外，政府还会

给予开展项目所需的主要是人员费用的管理费用。

如果技术成果是由实验室人员发明创造的，那么他

有权优先将其提供给共同合作的企业、大学或者其

他联合体，还可以免掉政府对合作研究成果所享有

的所有权份额 [9]。波音公司作为一个依靠先进技术

的军工企业，历来与高校和科研院所有着密切的联

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自然要在技术和信息上提供

各种支持了。

以上所列举的各种手段在实际中都是混合在

一起使用的，这种方式帮助企业获得了更大的帮

助。例如美国州和地方政府中对波音公司提供补贴

最突出的是华盛顿州和堪萨斯州。2004 年华盛顿

州政府和波音公司达成了“梦幻协议”，波音公司

研制的 7E7 新型飞机在华盛顿州制造和销售，华盛

顿州政府将给予 32 亿美元的支持。波音公司在华

盛顿、堪萨斯等州的工厂给各州带来了巨大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尤其是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为此，波音公司向各州提出 3.5 亿美元补贴的要

求，以帮助销售和改装 B747 飞机。2013 年华盛顿

州立法机关通过了从 2013 年至 2040 年累计奖励

波音公司 82 亿美元的提案，奖励的理由是波音公

司在波音 777 机型的基础上研制出了新型 777X

喷气式飞机。同样，堪萨斯州也以税收豁免和“波

音债券”的形式给波音公司提供了高达 9 亿美元的

补助 [3](46)。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各级政府对波音公

司的补贴和支持是非常全面而且力度很大的。

根据欧盟的数据，自 1992 年以来，美国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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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及地方政府通过多种项目向波音公司总共提供

了约 230 亿美元的间接补贴，其中仅 2003 年波音

的大型民机业务就获得了高达 27.4 亿美元的补

贴。在波音 787 项目上，波音公司更是接受了多项

政府补贴，其额度占到项目启动资金的 41.6% [7](3)。

三、美国政府支持军工企业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对军工企业的支持带给我们很有益的启

发，尽管美国军工企业和我国军工企业在产权体制

上有着根本的不同，一者属于私有产权体制，一者

属于国有产权模式，但是在具体的经营方式和策略

上还是存在很多可以借鉴和学习的地方。我们具体

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

 （一）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军工支持政策

法制化

美国在支持军工企业方面采取的依法而行的

模式，他们首先是制定了包括《国内税收法》《武装

部队采购法》《购买美国货法》等在内的大量法

律法规，规范其包括军品采购到税收优惠以及各种

形式的补贴在内的支持行为。这是保证他们有序操

作、公平有效的主要原因。与美国相比，我国军工

产品采购、支持方面的法律法规更侧重于对军工产

业产品质量的要求以及对保密原则的贯彻，而缺少

管理、市场以及金融等方面的规定。这固然是因为

军工企业的国有属性决定，但是面对复杂的经济社

会形势，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得军工企业

的支持法制化是未来的大势所趋。必须对现有的法

律法规进行必要的梳理，淘汰过时的法律法规，从

税收、科研拨款、军品采购、技术转移等方面着手修

订并完善现有法律法规体系。尤其是党中央大力推

行军民融合战略的背景下，新的法律法规就显得迫

切需要。要尽快建立健全军民融合法规体系，以保

障和推动军工企业选择合适的军民融合道路，实现

有效的军转民和民参军，大力增强其军事科技能力。

 （二）实行军民融合大战略，将大部分非核心业务

市场化

与美国相比较，我国军工企业几乎都是国有控

股企业，企业习惯性地等待军方高层管理机构的任

务分配和对其项目的支持，缺乏市场化竞争带来的

压力。长期以来这样做实际上并没有发挥激励企业

积极开展技术研发和产品市场运营的作用，反而因

为国家这种大量的投入导致军工企业认为这是一

种稳定的资源保障而不思变革。这种模式严重制约

了军工企业的运营效率。结合中央大力推行的军民

融合战略，在军工产品的技术研发和产品销售方面

要有所区别，注意将军工企业的非核心业务转为民

用，引入市场竞争力量参与军工产品的研发和制

造，这是未来的必然发展路向。军工企业实行市场

化变革将能吸引大量的市场资本快速流入军工领

域，从而不断激发出更加蓬勃的创新和创造活力。

 （三）加强军工企业与金融产业的联系，推进军工

产业高效合理融资

推行军民融合战略，通过引入市场力量和社会

资本来激活军工企业活力，改变其技术研发现状，

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和水平是当务之急。在推行军民

融合战略的过程中，特别要加强军工企业与金融产

业的密切联系，一边实行非核心业务的市场化军转

民，另一方面又吸引社会资本以合法的方式大量进

入军工企业，参与大量军工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制

造。融资贷款方面可以向美国学习，借鉴其经验和

做法，例如灵活融资体制和开放融资渠道，设立专

门的军民融合发展银行（类似美国的进出口银

行），为参军民企提供低息和免息贷款，以给军工

企业提供强有力的融资保障。

 （四）加强对军工企业监管力度，完善市场监管体系

美国对军工企业有一套严密的监管体系，其

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通过了系列监管法律，对军工

企业技术研发、转移、销售、质量，尤其海外贸易等

给予了严格的监管。我们也应该建立健全相关监

管法律法规，对军工企业在内部管理、技术开发、

产品销售、对外交往等都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

以保障军工企业既能高效发展，又能为国家提供

其特有的国防保障和技术贡献。除了相关法律体

系，美国军工企业监管还有驻厂代表制度。这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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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类似于我国的驻厂军代表办公室。美国这一机

构是国防部下属的军品合同管理部门的最基层组

织，主要负责对项目的质量、进度和经费使用，以

及对政府提供的科研生产设备等资产的使用、监

管和维护  [10]。我国军工企业虽然已有类似机构，

但是受到国有企业自身管理体系的影响需要在制

度细节上和管理效率上继续改进提升，明确军代

表职责，加强内部监管，完善责任制，真正让这一

制度产生更好的效果。

 （五）建立健全完备的科研体系，为军工企业提供

技术和人才支撑

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经验建立健全完整发达的

科研体系，包括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最基

本的工业技术和最前沿的先进技术；还可以学习美

国军工企业与高校及科研院所建立良好关系，互相

开展资金、人才、平台等方面的深度合作，建立高

水平的军事科技类研究室或者实验室，不断研发制

造出新的军工科技产品。同时还要建立相应的科研

转化体系，使得军工领域研发出来的先进技术能够

最快地转化到民用项目，通过民用项目来检验科研

的成果，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还要给予军工企业

较大科研资源支配自由权，允许企业免费使用或转

让相关研发项目成果和专利，以及向企业提供相关

数据和商业秘密的访问权等。

结　论

综上所述，美国军工企业的发展，除了自身的

有效管理和技术创新推动以外，也离不开美国政府

的大力支持。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军品采

购、研发项目拨款、税收优惠、贷款担保等，明补和

暗补军工企业。这种做法既推动了企业的发展壮

大，也促进了国家经济与军事的发展进步，保障了

国家的安全。我们可以借鉴学习美国的经验，基于

特殊国情积极变革相关制度，建立健全有关军工企

业技术研发和制造的法律支持与保障体系，完善对

军工企业相关方面的监管，推进军工企业的军民融

合，从而实现军工企业与民营经济的互相推进与大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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