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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业颠覆期的机遇与传统车企
应对措施的战略思考
□ 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赵福全

本文摘自赵福全在2016中国汽
车人才研究会理事会十周年庆典暨
中国汽车人才高峰论坛的演讲。

首先要澄清的是，汽车产业“颠覆
期”并不是指汽车产业将被颠覆，而是指
这个产业将发生颠覆性的改变、革命性的
变化。现在有一种误区，认为IT企业一旦
进军汽车领域，传统汽车产业就没有未来
了。这是不对的，是认识的误区。
汽车的本质及其重要性不会改变，虽
然汽车产品形态会不断发生变化，但汽车
终归还是汽车。因此，汽车产业不会被颠
覆，只是会发生颠覆性的改变。当然，在
这个“颠覆期”，一些企业及企业家有可
能无法适应变化，致使企业倒闭、企业家
失业，甚至我们在座的各位也可能因此不
得不转换工作。因为，在如此剧烈的变革
期，按照以往应对持续性、渐进式变化那
样的按部就班，肯定无法适应未来发展的
需要。实际上，在“颠覆期”之所以出现
如此多的新来者，正是因为他们认为，颠

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
究院院长、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
会（FISITA）2018-2020主席 赵福全

覆性的变化带来了“淘金”的机会。从某
种意义上，这些新来者确实是来和传统汽
车企业“抢饭碗”的，而传统企业也不能
退缩，必须努力守住自己的“地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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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如何应对新的挑战？首先需要对

术，低碳化就可以实现。当然，低

颠覆期有深刻的理解，必须清楚新

碳化的关键技术范围很广，像轻量

时期汽车产业变革的特点是什么，

化也是低碳化技术的一种，切不可

机遇在哪里，由此我们才能知道应

把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另外，电动

汽车产业全方位变化
孕育着历史性机遇

该如何进行应对。

化其实也是低碳化的技术手段之

在新变局下，汽车产业与汽

一。信息化，则主要指向产业发展

车产品的内涵与外延都在不断扩

的基础支撑，无论是交通实现信息

展。与一般的产业不同，汽车产业

管理，还是智能汽车实现全面网

面向智能化的升级将是智能汽车和

在新形势下，传统汽车企业

联，都需要信息基础设施，包括网

汽车智能制造的双向前行，两者互

将受到多方面的冲击。首先，国民

络环境及其相应的硬软件，来提供

相影响、互为促进。未来汽车产业

经济步入“新常态”，这是全球大

支撑。而智能化，则是汽车产业发

的空间将不断扩大，跨界将成为常

背景下的一个长期过程，在增长趋

展的最高境界，这已经不仅仅是简

态。无论从大交通、大能源、大环

缓、结构调整和驱动力转变的情况

单的技术，也不仅仅是简单的产品，

境，还是从出行、互联、共享、娱

下，传统汽车企业必须打造出更低

而是代表着一种全新的产业生态。

乐的角度，汽车产业都将迎来新的

传统汽车企业将受到
多方面的冲击

点对于本土企业是有利的。

成本、更高能效、更低排放的产

由此，汽车由谁来提供、谁来

机遇。实际上，这也意味着老汽车

品，并实现更高的资本效率，这些

使用、怎样使用、如何交互、如何

人的“重生”和新汽车人的“诞

原有的压力只会增大不会减少。其

管理等问题都将发生变化，这又涉

生”。

次，新的情况不断出现，必须有效

及到很多未来规划的事情。例如，

汽车产业的变化将是全方位

应对，V2X的互联互通、自动驾驶

无人驾驶的汽车出了事故怎么解

的、颠覆性的，由此也孕育了前所

的智能汽车等涉及到太多“软”的

决？谁来买保险？谁来赔付？如何

未有的机遇。一方面，传统由OEM

成分，在这方面传统车企并无优

确定责任？目前都很难得出明确的

主导的线性产业链，将向未来网状

势。最后，新兴力量正纷纷涌入，

答案。

的移动出行生态圈转变。前者主要

构成跨界竞争，它们没有传统内燃

所以，我认为，智能网联汽车

是O E M和零部件供应商之间的互

机汽车的历史包袱，新能源汽车的

带给汽车产业的机会，甚至要比新

动，而后者则是未来智能制造、无

技术门槛低，绕开了传统发动机、

能源汽车更大。因为新能源汽车只

人驾驶汽车、新能源以及实时信息

变速器等难度极大的核心零部件，

要解决“三电”的技术问题，就有

共享等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也决定

只需采购电池、电机等进行组装即

了成功的基础，而智能网联汽车必

了汽车产业将不再有明确的边界。

可，同时又没有油耗、排放方面的

须解决整个大能源、大交通和大环

另一方面，未来的产业格局将由

压力。而且这些新兴力量在新科技

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智能化

“互联网+汽车”向“互联网+移动

领域还往往具有系统优势、规模优

对于中国汽车产业凭借后发优势实现

出行”转变，汽车只是移动出行的

势、服务优势和速度优势，更具有

崛起，带来的机会之大超乎想象。

一部分，最终汽车产业要解决的不

特别是，我一直认为，无论中

是有没有汽车的问题，而是如何实

为了解决能源消耗、环境污

外企业，未来在中国销售的智能网

现人类的自由移动出行，以及汽车

染、交通拥堵和行车安全这四大汽

联汽车都必须在中国进行开发，否

在其中如何更好地发挥关键性的作

车社会问题，汽车产业必须向低碳

则肯定会“水土不服”。因为智能

用。这既需要建成运营平台和管理

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方向不断升

网联汽车必须与使用的生态环境紧

平台，也需要提供有价值的应用服

级。这“三化”是未来汽车产业发

密结合，而中国的路况和标准与国

务，如出行决策等，更需要适宜的

展的核心，但我认为，三者并不是

外是很不一样的，如果不是针对中

出行工具来实现移动，其中就包括

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其中，低碳化

国应用场景开发相关产品，就不可

未来充分网联和智能的汽车。而基

主要是技术问题，解决了关键技

能满足中国汽车生态的需要。这一

础设施，也就是未来移动出行的外

强大的融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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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环境，也必须同步发展，提供有

级、新兴产业培育中的巨大作用，

择。首先，必须真正认识到社会在

效的支撑。

很多工业强国都把汽车产业作为新

变、产业在变，应以健康积极的心

受此影响，新的机遇必将在多

兴产业发展的载体。相比之下，我

态来应对这种千载难逢的历史机

个方面涌现出来，无论建设基础设

们的很多专家和领导，甚至也包括

遇，而不是去应付。应付是被动

施，供应软/硬件，提供移动出行

一些汽车人自己，对于汽车产业未

的、消极的，而应对才是主动的、

服务，还是制造适应未来需要的新

来变化和关键作用的认知，都是不

积极的。其次，传统车企要重新考

型移动出行工具，这些环节都给了

够充分的。很多领域国外已经在行

虑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技能需求。

创新者以无穷的机会。在汽车诞生

动和尝试了，而我们仍处在探讨争

最后，转型要有认识，更要有行

以来的130年里，无论产品还是技

议阶段。例如，自动驾驶技术的研

动，特别是真正有效的行动，要敢

术，都一直在不断创新和发展，也

发与产业化将极大地推动5G通讯

于革自己的命。如果只有所谓的认

不断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历史上每

技术及北斗定位的商业化进程。显

识，而没有真正的行动，那就变成

一次科技革命都引发了汽车产业的

然，国家及行业在这些方面要有前

了自我“忽悠”。应该说，一些传

进步，但是，当前这一次变革所孕

瞻思考和系统布局。换个角度来

统车企已经在大刀阔斧地行动了。

育的机会是前所未有的。这不是简

看，汽车产业重构也为中国制造业

比如，有的跨国公司就在伦敦专门

单的由某个领域技术进步引发的变

转型升级创造了难得的契机，我们

拿出传统内燃机车和电动车，尝试

化，比如使用新材料或新工艺，又

必须紧紧把握并充分利用好新一轮

汽车共享，看看能有多大的发展空

如从化油器升级到进气道喷射、再

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

间，以及消费者到底更愿意共享哪

到缸内直喷的这种变化，而是产业

一类汽车。当然，在具体行动之前

传统车企的应对策略

明确方向是最关键的。要成为未来

实际上，全世界都认识到了汽

面对产业重构的机遇与挑战，

的王者，既要有正确的战略，更要

车产业在科技创新、制造业转型升

传统车企需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抉

自身与产业外延的全面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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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传统汽车企业的应对

在企业资源配置方面，传统车企的

在企业文化建设与人力资源

策略应当从三个维度来展开。企业

资源过去主要配置在硬件方面，未

保障方面，传统车企必须形成创新

应该以自身的思变、谋变、快变和

来软件分析与生态建设等资源将是

驱动的文化，消除障碍、释放创造

真变，来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首

不可或缺的。传统车企必须在这方

力。必须建立“既求所有、更求所

先，应以新的思维方式作为前提。

面投入更多的资源以适应产业链正

用”的新型人才机制，因为未来企

过去产业链条单一、层次分明、分

在发生的巨变。

业能否成功，不在于拥有多少资

工独立，形成了相对孤立、分散、

为此，在企业战略方面，传统

源，而在于能够协调、调动、使用

封闭的思维方式，未来这种思维方

车企必须开展动态的商业规划，以

多少资源。在这方面，投资或收购

式将严重阻碍企业的发展，面向生

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必须在跨界

初创型公司，是获取人才的捷径之

态混杂、彼此交融、协作共赢的产

发生的核心领域加快形成战略合作

一。同时，企业对于传统人才和新

业新局面，必须加快形成系统、整

伙伴关系。在与车辆使用端密切相

兴人才都不能忽视，要让他们各显

合、开放的思维方式。

关的技术及应用领域,收购、投资、

优势，有效配合。而对于富有创新

其次，应以新的战略决策方式

孵化平台及软件公司。要让自己的

精神的员工，则应积极提供内部孵

确保方向正确。过去汽车企业是以

产品和服务真正实现差异化，并与

化的机会，否则这些员工很可能会

产品为导向，利用技术提供单一的

核心的以及新型的商业模式相结

被其他企业挖走，或者自行创业。

解决方案，这种方式已经越来越不

合，逐步向提供一体化的移动出行

与其如此，为何不留下这些员工直

能满足消费的需求了，因为未来提

服务转变。

接在企业内部平台上“创业”呢？

供服务才是最核心的，这不仅需要

在产品规划与设计方面，传统

而这些都将对传统企业的文化和组

技术，更需要平台，以便为消费者

车企必须重新确定自主研发的重心

织机构带来巨大的挑战和极大的改

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

与关键合作的领域，哪些自己做，

善空间。

最后，传统企业应以新的创新

哪些直接买，要做出智慧的决策。

方式来提供转型的保障。过去汽车

同时必须重塑产品开发流程，提升

产业以业内创新为主，主要依托自

开发效率。例如，传统车企目前大

“软硬”兼顾、融合
创新才是未来的共赢之道

身资源，实现量的积累，而未来跨

多是同时开发硬件和软件的，但硬

尽管传统企业受到诸多冲击，

界创新将成为常态，传统车企必须

件的开发周期较长，前期就得固化

但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企业已经占

充分吸纳新兴力量，加快实现质的

相应的软件，而软件的变化快，等

据了上风。实际上，双方各有优劣

飞跃。

到了投产阶段，硬件准备好了，软

势，大家都面临如何应对挑战、把

同时，传统企业应通过以下几

件有改变又得重新匹配，或者就只

握机遇的问题。对于所有已经进入

种转变途径，引导企业成为新生态

能使用落后的软件。这在过去影响

或希望进入汽车产业的企业，我

中极富竞争力的参与者。首先提高

还不太显著，因为软件在汽车产品

有一个共性的“药方”：必须“软

企业的灵活性，从有形资产向以知

中的比重只占10%左右，但是未来有

硬”兼顾才能赢得未来。

识、互联软件以及服务为主的轻资

预测“软”的成分可能要在汽车产

未来，汽车产品将既要有卓越

产转变，从功能性封闭系统向公开

品中占到60%，因此为了提升开发

的硬件、也要有完善的软件，一定

合作竞争和增值的生态系统转变。

效率和灵活度，就必须分离软、硬

是硬件和软件的有机结合，未来汽

其次要更加重视用户体验，应从简

件的设计开发流程。同时，鉴于合

车产业的主导者需要以技术、质量

单的重视驾驶体验，向重视日常出

作开发模式越来越普遍,传统车企必

和成本为基础，以智和能为翅膀，

行的效率和便捷性方向转变。在企

须迅速构建起新型的知识产权管理

以极致的用户体验、创新的商业模

业流程重构方面，传统车企必须优

和风险管控模式，以便于与开放式

式和有效的金融支持为催化剂，最

化从开发到制造的全流程，让企业

的供应商建立起有效的合作伙伴关

终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和融合

创新紧贴汽车特性与技术的进步。

系，同时确保企业利益得到保障。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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