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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汽车强国建设是国家战略，需要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战略判断。从汽车产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步性，
发达国家历史参照，中国特有国情对汽车产业发展提出的要求，能源、环境和基础建设与汽车产业互动等角度论述了汽
车强国战略源自超前、全面、系统的判断，并对我国制定及实施正确、科学、有效的汽车强国战略提出了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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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Judgment on Building a Strong Automotive Industry in China
Zhao Fuquan，Liu Zongwei
（Tsinghua Automotive Strategy Research Institute，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building a strong automotive industry needs a high-level and long-term
strategic judgment. In this study, we elaborated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strong automotive industry in
terms of the synchronism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development in automotive industry, the comparison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necessity of developing the auto industry for China's specific conditions and
the interactions among energy, environmen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automotive industry. We also
proposed several suggestions on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China's strong automotive industry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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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强国建设是国家战略，应由国家推动实施，

就做、做不到的就不做”来规划，这不是战略，更

通过本土企业的做强来实现 [1]。而国家战略是一个

与国家战略顶层设计的历史使命相悖。就汽车产业

国家最顶层的设计，必须高屋建瓴、高瞻远瞩。

的国家战略而言，如果汽车产业对国民经济影响甚

高屋建瓴强调的是战略高度，即国家战略必须

微，于未来发展助力甚小，那么即使我们拥有做强

站在确保中国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汽车产业的条件和能力，也无需建设汽车强国，大

的最高目标上来进行判断和谋划，凭借国家智慧和

可顺其自然。反之，如果强大的汽车产业对国家经

民族勇气来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必须从需求出发，

济转型升级、国家产业安全、民族可持续发展作用

而不是从能力出发，其首要考虑的要素必须是应不

重大，意义深远，那么无论做强汽车产业需要面对

应该做，而非能不能够做。简单地按照“做得到的

多大的困难和挑战，我们都必须勇往直前，义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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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真正做到“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没有条件

做充分的准备。所谓“衣食住行”，这既是百姓生

创造条件，坚定“别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一定能

活所需的四项基本要素，也代表着一种逐步升级的

做到”的信心，这样才能使今日之“做不到”变成

刚性需求。腰包“厚实”起来的老百姓通过买车来

明日之“做得到”。

解决“行”的问题，迟早会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高瞻远瞩则强调战略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国家

在发达国家经济型轿车原本就不是什么特别的奢侈

战略绝不能仅仅立足于眼前，更要面向未来，要有

品，而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产品之一，拥有汽车

“谋万世之太平”的韬略。对于国家而言，相对具

只不过是“衣食住行”中“行”的消费升级而已。

体的短期小战略固然重要，而对本民族 20 年、50

然而，在过去的 20 年里，我们一方面对经济

年甚至 100 年都有深远影响力的长期大战略则更为

发展给出了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却没有充分考虑

关键。也只有在正确的长期大战略的指引下，短期

到国民收入急剧增加后，消费升级所带来的对汽车

小战略才能有的放矢、节次实现，最终成就本民族

产业发展的需求。国家在考虑如何快速发展经济的

长远的宏伟战略蓝图。国家战略需要大智慧，需要

同时，也理应考虑经济发展带来的国民消费能力的

从眼前的“迷雾”中发现未来方向的远见卓识，不

提升。要对国民消费升级进行预判、准备并有效引

仅要站得高，还要看得远，更要看得清，看得准。

导，这样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由此进入“增

从这个意义上看汽车产业的发展，虽然我们曾经长

长—消费—再增长”的良性循环。而对于汽车这种

期处于自行车时代，至今也还有很多贫困地区和人

大宗消费品，国家更应早做规划。

口，但这些都不能作为不谋划如何应对汽车时代到

此外，汽车产业的高速发展带来了自身及相关

来的借口。只着眼于目前及部分地区的状况，而不

产业巨大的产值增量，是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

预计未来的变化，对于国家而言要付出巨大代价，

重要因素 [2]。如果说我们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中原

对于民族而言将错失雄踞世界的历史发展机遇。
本文重点论述了对于中国汽车产业及汽车强国
建设，应该如何给予正确的战略判断。

 1

汽车强国战略源自超前、全面、系统的判断
过去很多年我们一直有一种想当然的思维倾

向，认为中国人均资源少、人民生活水平不高、道
路交通等基础条件差，汽车产业不会快速发展。这
种思想也导致我们忽视了很多支撑汽车产业强势发
展的基础和条件，而这些本是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汽
车强国战略必须充分考虑的因素。下面从 4 个方面
来展开分析。

本并没有涵盖汽车及其相关产业的巨大贡献，那么
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就无从谈起。如果说早已考虑
到了这种贡献，那么今日就不应该对汽车社会的到
来措手不及。这一方面反映了过去国家在制定战略
时，低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消费能力大幅提升，低
估了汽车在国民消费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也低估了
汽车社会到来将产生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
国家并没有前瞻性地策划好，如何充分利用国民对
汽车消费的渴求所产生的巨大市场潜力，把汽车产
业做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是一种国家战略的
误判。应该说在过去的 20 年，国家未能在汽车产
业上把握好“经济发展—民生需求—产业做强”之

1.1

汽车产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同步的

间的战略关系。

30 年来，改革红利不断释放，经济始终高速
发展，在国民收入不断激增的情况下，百姓会用越
来越高的收入做什么样的消费，中国居民的消费构
成会有怎样的变化，国家对此理应有充分的预见，

1.2 发达国家的历史轨迹是中国最好的参照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
的历程及其中方方面面的演变，虽然不能照搬照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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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始终是具有重要借鉴价值的参照系。进入现代社

对于汽车产业也有人提出了“跨越式发展”的

会以来，人类在解决“行”的问题上大致遵循着同

想法：一种观点认为未来可能会出现全新的交通工

样的规律，即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私人飞机，

具来取代汽车，所以直接发展下一代交通工具即可；

[3]

。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是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汽车技术领域可以实现某些跨

汽车高度普及的社会，包括很多地域狭小、人均资

越，而不必做强于眼前。其实这些看法似是而非，

源并不比中国富足的国家 [4]。可见，汽车既是现代

不能作为国家战略的依据。其一，作为具有一定承

文明的产物，也是现代文明的标志物之一。

载力和灵活移动能力的交通工具，汽车的基本功能

纵览全球，无一例外

国际上对汽车社会的到来早有定论。一般认为，

尚无可替代，未来即使出现全新的交通工具，也必

当人均 GDP 达到 4 000 ～ 5 000 美元时，就将进入

须具备这些基本功能，其实质等于“形态”发生变

大众消费的汽车时代 [5]。按这个标准衡量，2012 年

化的新一代汽车而已，汽车的发展绝不会因此失去

中国人均 GDP 超过 6 000 美元，全国已经达到了汽

意义。更重要的是，对于尚不明朗的下一代交通工

车全面普及的标准 [6]。而到 2020 年，中央既定的

具，不能以此作为依据来否定当下做强汽车产业的

目标是 GDP 和国民人均收入都要翻番。在这种情

紧要任务。其二，技术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

况下，可以判定中国正在全面进入汽车社会，中国

要耐心的积累和全面的提升。即使局部有可能“跨

成为“绑在车轮上的国家”将势不可挡。这是经济

越”，也不能因此放松全局持续的努力。如同新能

健康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百姓生活富足的具体体现，

源汽车也需要传统汽车技术一样，并不是把电池电

不是简单粗暴的“限“所能抑制的。国家理应为此

机的问题解决了，中国就能做出世界一流的电动汽

做好充分的准备，如不未雨绸缪，将在汽车产业发

车，车身、底盘、电子和集成等各方面的差距依然

展上再次出现战略误判。

是跨越不了的门槛。传统汽车相对薄弱也是我们新
能源汽车一直无法突破的症结之一。其三，所谓“跨

1.3

中国特有的国情对汽车产业的发展提出了特

殊的需求
汽车不仅仅是生活水平提升的标志，更是人类
追求更大自由度的象征。正如电报、电话再到网络，

越式发展”其实带有投机或者逃避的心理，是基于
对现有产业竞争力不强的一种变相放弃，国家战略
绝不可如此。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了提质增效的全新攻坚期，

为人类沟通交流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和便利一样，汽

要求不断发掘新的增长点，更要求资源和财富均匀

车也给人类的移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便利，

地分配，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打破城

这一点对于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地理复杂的大国而

乡二元结构，推动新一轮的城镇化进程。而在此进

言，意义尤为深远。如果说飞机实现了重要城市之

程中，汽车将发挥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因为城镇

间“点“的对接，高铁实现了横跨东西、纵跃南北

与城市之间、城镇之间、城乡之间的交通显然不可

的“线”的贯穿，那么汽车则实现了中国不同地理

能依赖空运或铁路，而没有基本流通保障的城镇化

环境下众多城市、城镇和乡村之间全“面”的联通。

战略是无法真正落实的。没有汽车，城市人群只能

物理距离的“缩短”既是现代化进程的结果，更是

选择集中居住，大城市病将愈演愈烈；农村人群也

实现现代化的前提。13 亿国人都能顺畅流动，将带

无法真正转变为城镇居民，城乡一体化只能停留在

来全新的资源配置和优化组合，这本身就是巨大的

概念层面。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汽车产业实际上是

生产力。因此，汽车是国家战略绝对不能小视的重

中国城镇化进程顺利前行，经济指标如期实现的重

要产业。

要战略支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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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做强汽车产业不仅仅是针对国

耗的小型车，提前推进传统动力技术的优化和新能

内市场的增长潜力，更是基于 13 亿泱泱大国如何做

源技术的攻关，鼓励不同地域根据各自特点发展替

强实体经济，做强制造业进而输出制造业，占领国

代燃料，更严更快地推动汽车节能减排法规的落实，

际市场的角度来认识的。这也是中国经济转型，提

特别是加快对老旧车辆的强制淘汰。从交通基建角

升国际竞争力的重中之重。即使中国汽车市场不能

度，我们可以系统规划城际、城乡间的交通模式，

再扩大了，我们也要努力做强汽车产业去争夺份额

可以采用全新理念的城市规划，如建设卫星城、广

高达 3/4 的国际汽车市场，这是我国提升制造业对外

建停车场、扩宽马路，同时完善城市轨道交通、公

出口增量的重要“突破口”。做强汽车产业是抢占

交运输和私人汽车的有效组合。试想，如果这些举

国际市场的前提。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市

措都列入此前的国家战略规划，并已变成现实，今

场需求，恰恰为汽车产业在“家边”上做强提供了

天我们就不会如此狼狈。这些问题未能从国家战略

强有力的支撑和后盾。事实上，所有汽车强国都是

层面有效规划和系统解决，却把一切统统归咎于汽

先立足于本土市场，再从本土出发，逐步“占领”

车产业发展太快，这既不公平，也不科学，更不利

世界的。韩国只相当于中国一个省的体量，却能跻

于汽车产业的做大做强，最终将影响国家经济的长

身世界汽车强国之列。相比之下，中国如果不能充

期健康发展。
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即使是“事后诸葛亮”的

分利用好本土市场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做强汽车
产业，并以此辐射国际市场，将成为中华民族的遗憾。
1.4

正确看待能源、环境和基础建设等对汽车产

业的制约

理性反思今天似乎也并不多见。如果说上述种种举
措未能及时采取已成事实，那么至少应该从现在就
行动起来，未来才有解决问题的希望。否则只是一
味地限购、限行，即便短期内能有些“治标”的功效，

当前汽车社会带来的诸多问题在中国已经显现
出来，比较严重的包括：能源、环境、基础建设滞

长期看却不可能真正“治本”，无法适应并推动汽
车产业的健康发展和走向强大。

后等问题 [7]。为此，全国不少城市陆续推出了限行、
限购等控制性措施 [8]，一时之间汽车产业几乎成了

 2

汽车强国需要正确的战略判断

“众矢之的”，似乎唯有限制发展这一条路了。然而，

正确的战略判断是中国最终做强汽车产业的前

这些制约因素变得如此尖锐，并非汽车产业的过错，

提和基本出发点，而制定及实施正确、科学、有效

解决这些问题也绝不应该“一限了之”

[9]

。

实际上这些汽车社会病并非新鲜事物，发达国
家的经验也证明并非无药可医，之所以在中国问题

的汽车强国战略应从以下 3 个方面着眼。
首先，我们要认认真真从曾经的战略误判中吸
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显得格外突出，表层的直接原因是我们的汽车产业

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前面提及的种种因素和

发展太快，以至于中国在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

依据，一再对汽车产业的发展速度做出过于保守的

下就跌跌撞撞迈进了汽车社会。但造成这种情况更

估计。“十五发展规划”提出 2005 年汽车产量达

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们对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毫无

到 320 万辆，其中轿车 110 万辆，实际上当年中国

预判，没有做基本的战略准备，从而未能解决或缓

生产汽车超过 570 万辆，其中乘用车突破了 300 万

解这些问题。倘若 20 年前我们就预估到了今天汽

辆。接下来的“十一五规划”，提出 2010 年汽车

车产业的规模，那么从能源环保角度，我们可以加

产销量达到 900 万辆，似乎比“十五”要“大胆”

大力度要求和刺激技术创新与升级，大力提倡低能

了许多，但最终实际数字是超过 1 800 万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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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预测差距，反映了国家严重低估了经济发展

施，建设汽车强国应该成为长远的国家战略，并通

带来的国民消费能力骤增以及百姓对拥有汽车的强

过多个五年计划稳步实施。另一方面，高高在上、

烈愿望，导致了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未能做好准备

[10]

。

孤立存在的汽车强国战略也没有意义。要让正确的

也许有人会讲，当时的情况下即使最乐观的估

战略判断转换为有效的战术执行，在层级上必须构

计者也很难预料到 1 800 万辆这样惊人的数字。如

建合理的战略阶梯金字塔，即由汽车强国战略，自

果是商业误判也在情理之中，但从国家战略的角度，

上而下，到地方战略、产业战略、能源战略、人才

连续的误判的确应该反思。第一，国家战略必须高

战略、技术战略等，再到城市战略、企业战略、本

瞻远瞩，否则就不可能把握全局、掌控未来。第二，

土战略、海外战略等，逐次分解，直抵战术。在时

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国家战略必须“赌赢不赌输”，

间上必须形成循序渐进的长远谋划，即由眼前的五

就算 2010 年没有这样高的产业规模，但汽车社会

年规划，前后相接，到后续的下一个规划，环环相扣，

的到来显然是不可避免的，国家理应早作准备，提

逐步落实。唯有如此，汽车强国建设才有可能真正

前布局能源需求、城市规划和交通模式。即使汽车

实现。

社会晚到几年，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也不浪费，而
变成了战略储备，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最后，正确的汽车强国战略指向前瞻性、全局
性、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第三，我们不仅对国民购买力的增长估计不足，也

汽车强国战略绝不仅仅是汽车产业自己的事

没有站在必须建设汽车强国来实现制造强国的国家

情，而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这是由汽车

高度上来看待汽车产业。如果我们充分认识到中国

产业极强的关联性和复杂性决定的，也是将其确定

市场的潜力，充分认识到做强汽车产业的战略意义，

为国家战略的原因之一。因此，正确的汽车强国战

并充分利用好快速增长的本土市场来发展自主品

略必须涵盖做强汽车产业所需的各方面要素，包括

牌，而非单纯的“市场换技术”，那么中国汽车产

但不限于：对汽车产业发展的预测及评估，对汽车

业的现状远非如此。第四，我们更要自问，是否已

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认识和肯定；面向未来的

经清醒地认识到了曾经的误判及其危害，并下定决

汽车产业应具备的特点和优势；能源问题的全面梳

心“亡羊补牢”，重新制定正确的战略，彻底扭转

理及解决方案；环保问题的系统研究及应对措施；

之前的被动局面。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只能看到，对

全新的城市规划及城镇布局；多种交通方式的有效

汽车产业战略定位的模糊，对做强自主品牌态度不

分工及合理分配；本土企业做强的制约因素以及解

明，对合资企业何去何从争议不断，对汽车不断地

决方案，等等。任何环节都不能轻易忽略，每个问

“限”和“制”。这种状态如果持续太久，做强汽

题都必须通盘思考。这也正是汽车强国建设的关键

车产业可能会错失最后的“良机”，而中国永远只

所在。总之，正确的汽车强国战略，不仅是一种判

能是别国汽车的“加工厂”和“大卖场”。

断和预见，还应是前瞻性、全局性、系统性的综合

其次，汽车强国战略必须能够细化分解，成为
可操作、能落实的战略。
战略必须具有可操作性，以确保最终实施到位，
这集中体现在战略能否与战术实现有效结合。战略
指导着战术，战术支撑着战略，两者互为依存，相

解决方案，也只有在这样的战略指引下，我们才能
向着最终做强汽车产业的目标不断迈进。

 3

总结
战略必须与时俱进，汽车强国战略也是应运而

辅相成。一方面我们不能将战略和战术混为一谈。

生的。过去中国可以通过卖服装、卖家电发展经济，

五年规划其实只是国家长期战略的阶段性战术实

赚取外汇，这在当时是有效的战略，因而也是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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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但是未来我们如果继续如此恐将难以为继，

“往事不可追，来者尤可鉴”，汽车强国战略

新形势下的竞争要求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地谋求产业

应建立在对历史的反思和总结，而非对历史的否定

升级，通过卖汽车、卖飞机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这

与抱怨之上。曾经的战略误判固然令人遗憾，但只

正是实施战略转型的意义所在。在中国汽车产业尚

要能从中吸取教训，那就不是包袱，而是新的起点。

无足轻重之时，我们当然提不出汽车强国战略，但

“未雨绸缪”尤其难能可贵，“亡羊补牢”更须坚

当今天中国坐拥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时，我们必须

决及时。我们呼唤清晰科学的汽车强国战略，我们

下定决心，让中国像美、德、日、韩等汽车强国那样，

坚信在正确的汽车强国战略指引下，中国汽车产业

让本土汽车企业的产品行销全球。

一定能继往开来，大有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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