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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军民融合发展为国家战略,廊坊因其地理位置及市场资源等优势,“民参军”有一定的基础,但
发展仍显缓慢。本文在分析廊坊民营企业在军民融合发展参与广度、参与深度、参与阻力及参与路径
等问题基础上,尝试提出廊坊市民营军工的融合之道,助推民营企业在廊坊军民融合中升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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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Measures of Langfang Private Enterprises in the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Anjie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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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s a national strategy. Due to its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market resources advantages of Langfang, "civilian military" has a certain foundation, but the development is still
slow.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scope of participation, depth, resistance and path of the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ries to put forward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the private military industry and
boost the upgrad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in the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of Lang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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