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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福全
拥抱汽车文明变革的新时代

教授

——专访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学院院长赵福全教授
NAAP 记者 / 淳艺文化 Uta
赵福全教授现任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他是中国第一代汽车海归的代
表人物之一。2016 年 9 月 29 日，代表中国参选的赵福全教授战胜了强大的竞争对手，成功当
选世界汽车工程学会联合会（FISITA）2018—2020 主席，他用自己特有的个人风采和魅力征
服了所有 FISITA 的常务理事国。10 月，赵教授当选为中国汽车工程学会首期会士；12 月，
鉴于他归国后多年致力于自主汽车发展的卓越业绩，赵教授又被评为《中国汽车报》2016 年度
人物。本次《NAAP》会刊有幸专访赵福全教授。在采访过程中，赵教授围绕中国汽车工业的
发展、汽车文明的变革以及汽车行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分享了真知灼见。

N=NAAP 赵 = 赵福全教授

N：恭喜您当选了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 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时代，从事汽车这样伟大的
会（FISITA）主席，请和大家分享您的感受。 行业，这本身就是非常幸运的事情，更难得的是

NAAP 会刊

赵：首先是自豪，因为这是全球范围内一名汽车

我回国后赶上了中国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期，中

工程师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和认可。其次是压力，

国汽车产业在全球的地位早非昔日可比了。在此，

因为这意味着我必须肩负起更大的责任。实际上，

我特别要感谢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他们一直以来

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FISITA）主席的身

致力于推动中国汽车产业的国际化。同时也特别

份代表的不仅仅是我自己，更是整个中国汽车产

要感谢李骏院士，6 年前李院士担任 FISITA 主

业。作为中国的汽车人、学者和海归，我当选后

席期间，通过辛勤的努力和付出，让世界对中国

一定努力促进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不负大家的

汽车工业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可。这些都是我这

期待，这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最后是感恩，

次能够成功当选 FISITA 主席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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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29 日 韩国釜山 36th FISITA 闭幕式 - 当选 FISITA 主席 - 照片为前后四届主席合影

个全球化的共同趋势，而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事情。
在这个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尤其需要围绕新能源、
智能网联等新技术开展全球范围的深度合作，从
而使未来汽车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人类。我希望借
助 FISITA 这个世界级的平台，助力中国汽车产
业加快全球化的步伐，并在这个过程中，为全球
汽车工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新的力量。
2016 年 9 月 29 日 韩国釜山 36th FISITA 年会 - 宣布当选 FISITA 主席

N：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对于中国汽
车工业发展有着怎样的作用？

N：作为清华大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
院长，您对汽车产业的新生代年轻人有什么
期待？
赵：产业变革、技术进步最终都会落实在人的身

赵： FISITA 的基本宗旨，就是基于汽车技术交

上。展望未来，人才的培养、使用和保留将越来

流和工程师互动，推动全球汽车产业的合作与发

越重要。在“跨界成为常态、融合成为必然”的

展，我希望能够带领 FISITA 完成好这个使命。

新时代，将有各种不同的新兴力量进入汽车领域，

中国汽车产业规模全球第一，为 FISITA 发挥作

汽车产业的内涵和外延将完全不同，因此对于人

用提供了很好的舞台，而 FISITA 也为中国汽车

才的需求也将大不一样。我们原来常说的复合型

产业走向世界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在中国汽车产

人才，通常只是指在一个领域中接触面比较广或

业迈向国际化的征途中，我们这些具有较强国际

兼备不同才能的人才，比如懂底盘同时也懂动力

背景的海归，正可以立足中国、影响世界，做出

总成，搞技术同时也擅长管理。而未来的复合型

自己的贡献。

人才一定有新的定义，将是跨行业、跨领域的人才，

与此同时，汽车产业正处于转型重构期，能源革

比如对汽车和智能网联都有足够认识，对硬件和

命和智能网联革命将催生新的汽车文明。这是一

软件都很精通，甚至对商业模式都有深刻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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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这样的人才是未来最需要、也最有竞争力

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多做一些前瞻性的工作。

的人才。

目前中国汽车产销规模连年稳居世界第一，自主

“十年育树，百年育人”，对于未来社会和产业

品牌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产业重构期对后发者

需要的新型人才，我们现在就应该有针对性地进

更为有利，中国建设汽车强国具备了良好的基础，

行培养，这需要包括学校在内的整个育才体系的

也恰逢难得的历史契机，正需加紧行动。同时，

共同努力。同时，对于年轻人来说，我期望你们

汽车产业涉及面广、关联性强、影响力大，不是

要有意识地培养和历练自己，不要被眼前的小利

只有汽车人自己努力就能够做好的。因此，国家

益迷惑了双眼，而应该从社会和产业变革的需求

层面，更需要坚定的强国战略、系统的顶层设计、

出发，全面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在有所聚焦的

清晰的产业规划，科学的立法和严格的执法，并

前提下广泛涉猎相关领域的知识，特别是要培养

在鼓励和引导跨产业融合方面多做努力。企业层

大思路、大格局的宏观思维。

面上，既要解决生存问题，也要思考发展问题，
必须坚持走正规化、国际化之路，坚持自主研发、

N：如何理解在汽车领域里，可持续发展始
终是核心诉求？

掌控核心技术，注重培养及保留核心人才和跨界
人才，并寻求与行业内外各方力量的深度合作，
以收资源重组、优势互补之效。

赵：其实不只是汽车领域，整个国家、民族和社
会的终极目标都是追求可持续性发展。对于汽车

动，因此汽车必须也只有满足人类未来出行的需

N：智能网联、新能源的崛起对传统汽车产
业有什么影响？传统汽车产业的竞争力还
在吗？

求，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同时，能耗、污染、

赵：新能源革命、智能网联革命正在引发汽车产

拥堵和交通事故等汽车社会病也给产业带来严峻

业重构，但这是长期的发展趋势，不会一蹴而就。

的压力，唯有在节能环保的前提下汽车产业才能

在此过程中，外部新兴力量进入汽车产业将是很

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而新能源和智能网联等都

自然的事情，传统汽车企业的一些优势也确实可

是面向绿色环保方向迈进的重要趋势。

能减弱。例如新能源将使传统动力总成核心技术

来说，其本质是人类自由移动的一种重要手段。
未来的社会无论怎样变化，人类都需要顺畅的移

汽车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制造业中具有至
关重要的战略价值。中国必须认真思考和全力确
保未来汽车产业能够可持续发展，本土企业能够
具备核心竞争力。为此，无论国家还是企业，都

的地位下降，并要求传统车企掌握新的三电（电池、
电机、电控）核心技术；又如汽车共享可能使汽
车品牌的差异减小。但是，传统车企仍然保有独
特的优势，其对汽车的深刻理解是新入企业无法
比拟的。同时，产业重构将是此消彼长的漫长过
程，例如尽管新能源汽车的占比会逐年攀升，但
是传统动力总成可能仍然具有几十年的应用空间。
因此，传统汽车企业一方面必须居安思危，不要
盲目自信，认为跨界新入车企不懂车，不可能动
摇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不必妄自菲薄，新入
车企亦非具备未来所需的全部资源和优势。关键
在于，传统车企需要合理平衡“新”“旧”两方
面的投入，做到重点突出而又有效兼顾，为未来

2014 年 5 月 23 日 东京 - 日本 JSAE 年会中日韩论坛代表中方发表
主题演讲及参加互动讨论

NAAP 会刊

的转型升级做好充分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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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1 月 29 日 东京国际汽车论坛特邀主题演讲

N：面对变革，很多人说国外汽车大品牌
相对焦虑，而中国自主品牌更乐观，您怎
么看？
赵：感到焦虑往往是因为这些汽车企业看得更

N：关于您谈到的“汽车文明”，它原来是
指什么？现在又将被定义成什么？是什么原
因导致了汽车文明的变革？未来的汽车文明
将会呈现怎样的崭新姿态？

长远，深切感受到了产业重构对于其既有的传统

赵：文明，不是简单的产业、产品、技术，而是

优势，构成了非常严峻而现实的挑战。特别是国

涉及整个社会以及人类的生活模式。可以说文明

外汽车巨头的传统优势更为明显，相应的可能失

融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没有国界和边界。

去的也就更多。未来汽车文明究竟会是什么样，

对于汽车而言，作为改变了人类的移动半径和出

将会产生哪些影响？目前只能说方向明确，但具

行习惯的革命性交通工具，是文明重要的载体和

体路径和时间表都不清楚，这正是让国外汽车巨

影响因素之一。在本轮产业转型重构中，汽车本

头感到焦虑的地方。而国内车企相对而言，可以

身将会发生重大变化，由使用化石能源向使用电

失去的优势较少。同时很多企业的精力还聚焦于

能转变，由独立的信息孤岛向移动的智能终端转

如何生存上，没有意识和余力远望未来。因此，

变，由交通工具向出行服务转变，由传统制造向

国内企业远谈不上乐观，其实我们面临的挑战并

智能制造转变，由人驾驶汽车向汽车自驾驶转变，

不比国外车企少，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由拥有使用向共享使用转变，由此必然引发汽车

2017 年 1 月 / 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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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重新定义。举例来说，未来的汽车不需要

赵：实际上，新能源、人工智能、互联网都已经

人来驾驶也能移动，这就意味着没有驾驶能力的

离消费者非常接近了。像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取得

人也可以享受汽车生活，利用汽车移动期间人们

了显著提升；汽车的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一些

可以把时间用于驾驶以外的其他很多工作，无人

企业已经开始测试或推进初级的自动驾驶汽车，

驾驶带来停车基础设施也将大不相同。可见，这

车载信息娱乐系统的功能不断优化……这些都正

种变革将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各个细节，因此我称

在我们身边发生，只是各家企业的推进速度有所

为全新的汽车文明。

不同而已。

汽车文明变革的根本原因在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将
会引发全球产业的全面升级与社会的深刻变革，
受此影响，汽车的产品、技术、用户体验、应用
场景及商业模式都会发生巨变，最终导致汽车文
明随之发生改变。当然，文明的变迁不是“今天”
或“明天”的事情，当前的汽车文明是经过 100
多年的发展才形成的，未来汽车文明的重塑也不
会一步到位。实际上，我们现在甚至无法确切描
述未来汽车文明的具体形态，因为一切都还在变
化和未定之中。但可以肯定的是，新能源、全面
网联、人工智能、无人驾驶以及新的基础设施等，
将构成未来汽车文明的骨架与基石。

N：对于国内车企，在未来会将面临什么局
面？如何应对这些改变呢？
赵：如前所述，汽车产业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这是我们曾经非常熟悉的产业，但又将是完全不
同的产业。尽管产业重构的过程是渐进的，但总
有一天会发展到由量变到质变的突破点。而且对
于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技术，变化
的速度有所不同，最终质变的时机也会存在差异。
“山雨欲来风满楼”，关键在于我们对于时间节
点能否准确地预判。
对于国内车企，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工程师，我觉
得都必须自问——我是谁？我在哪儿？我所在的

N：目前这么多新的技术，哪一个新的技术
能更快的和消费者见面呢？

2012 年 12 月 1 日 北京 - 吉利汽车安全技术项目荣获汽车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 在赵总主持下 GX7 获
得自主品牌迄今唯一的 C-NCAP 五星 + 成绩，另有多款车型接连获得五星并不断刷新自主品牌最好成绩

NAAP 会刊

领域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我需要什么样的能力来
应对？而未来整个产业又会有什么变化？我要如

2010 年 8 月 2 日 伦敦 - 吉利收购沃尔沃正式签约 - 赵总面前数以千份的知识产权相关文件 赵总是收购沃
尔沃的知识产权谈判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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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做好准备，适应这些变化，甚至以此为赶超的

作用。尤其在近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汽车海归

契机。为此，国内企业需要全面考虑产业、产品、

们一方面帮助国内企业取得了产品和技术进步，

技术、市场以及商业模式的变化，根据自身的实

另一方面更把国外的先进理念和方法、认真扎实

际情况，来制定转型升级战略和特色差异化战略，

做事的精神以及宝贵的经验带回了国内。我认为，

并实时调整、积极推进。

建立正规的体系、流程与标准，形成核心的自主
开发能力，以及营造“按规矩做事”的企业文化，

N：恰逢中国汽车产业的变革期，这对汽车
业海归来说意味着什么？

才是海归们最大的贡献，它将持续影响中国汽车
产业的未来发展。

赵：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良机千载难逢，天时地
更应该感到幸运和珍惜，不要辜负这个伟大的时

N：作为北美汽车人协会的老朋友，请谈谈
您的感受？

代，不要浪费伟大产业中孕育的伟大机会。未来

赵：海归有独特的经历，但我们不是另类，这一

的产业升级，要求本土企业在正规化、国际化方

点北美汽车人协会的朋友们一定深有体会。我们

面加快提升，而海归由于独特优势恰可更好地发

因为曾经有过的类似经历和梦想相聚在一起，通

挥作用。为此，我们海归一定不能盲目跟风，必

过协会的平台，互相勉励和支持，从而更好地发

须坚持科学、坚持真理，引领企业按客观规律踏

挥合力，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这是非常难得的。

踏实实努力，从而不断取得进步。总之，我认为

未来，希望协会可以坚持不断完善和突破，形成

在产业变革期，海归施展才华的舞台将更为宽广。

共同的声音，影响产业的发展，为中国乃至世界

利人和兼备，对于我们这群回国发展的海归来说，

的汽车产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N：您认为汽车业海归主要的贡献有哪些？
赵：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和进步是全体汽车人共
同努力的结果，这其中海归发挥了生力军的重要

2016 年 12 月 14 日 北京 - 荣获中国汽车报评选的年度人物大奖

2008 年 6 月 9 日 意大利都灵 - 进行造型评审 - 照片中分别是大小乔治亚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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