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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ve auto news

中国《汽车工程师能力标准》成全球标准并获多国国际互认

中国标准 走向世界
■本报记者 王 璞

喜事。”赵福全说。
工程师能力标准》互认国。
负责沟通《汽车工程师能力标准》国
“我们欣喜地看到，首批标准互认国
10 月 22 日，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际互认相关事宜的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
中，有德国、日本、法国、韩国等这样的
年会暨展览会开幕式现场，中国汽车工
秘书长张旭明向记者透露，
在中国科学技 ‘汽车强国’和‘标准强国’，也有诸如印
程学会与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
术协会的领导和支持下，
中国汽车工程学
度这样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这对中国汽
共同签署了《汽车工程师能力标准》互
会基于十几年来开展工程师水平评价工
车产业全球化人才的培养和交流、建立
认协议。通过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
作经验，通过对用人单位的深度调研，分
具备国际化水准和视野的工程师互认机
合会和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一年多的共
析工程师的成长规律、
职业特性和素质要
制，充分满足产业转型对创新人才的需
同努力，实现了中国标准走出中国，走
求，比较国内外工程师评价的特点和方
求等方面的不断完善，以及进一步推动
向世界。
法，研究制定了团体标准《汽车工程师能
中国汽车产业的国际化进程，都有实质
这一重磅协议的落地，以中国标准
力标准》，
并于 2018年 2月正式发布实施。 性帮助。标准的互认，也证明中国汽车
填补了全球汽车人才评价标准的空白，
中国标准何以
“打动”
世界汽车工程师
工程学会在中国汽车工程科技创新人才
与此同时，中国版本的汽车工程师工程
学会联合会？对此，
张旭明告诉记者，
标准
培育和国际标准互认两个方面取得了具
能力评价标准，也成为取得国际互认的
突出以能力为导向，从专业能力、工程伦
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进步。”中国汽车工
全球标准。这标志着中国工程师水平得
理、
职业道德、
项目管理能力、
领导力五个
程学会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李骏说。
到了国际上的认可，并真正与国际接轨。 重要维度构建了具有国际化特征的汽车工
据了解，
《汽车工程师能力标准》自
程师人才评价体系，
并通过设置见习工程
2018年 2月在国内正式发布实施以来，
受
填补全球汽车人才评价标准空白
师、
助理工程师、
中级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到了国内汽车工程师的广泛关注，
越来越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
资深工程师 5 个评级，
对汽车工程师的实
多的汽车工程师提交了评价申请。目前
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际水平和能力进行客观评价。
“经过十几年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已经受理了 5000 多人
于国家而言，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是
逐步完善的中国标准，
从评价维度到评级
递交的汽车工程师水平评价申请，
并有近
强国之根、兴邦之本。于汽车产业而言， 设置都得到了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
3000人取得了各级别汽车工程师证书。
一流的创新人才，是打造产业转型硬实
的高度认可。在汽车产业的全球化发展和
除了将中国标准向全球输出之外，
力和软实力的核心，更是中国汽车产业 ‘新四化’
转型发展的背景下，
全球对统一、 《汽车工程师能力标准》实现国际互认更
屹立全球汽车产业之林的关键。
科学、客观、完善的人才评价标准是一致
深远的意义在于，基于中国标准，营造和
随着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新
的、
迫切的，
而中国标准能够解决
‘全球难
共建了一个全球化工程师能力互认的浓
一轮技术革命的崛起，汽车产业已经进
题’
。
”
张旭明说，
“鉴于此前全球汽车人才
厚工程氛围和完善的科学机制。
入转型升级、变革重构的新时代，这对全
评价尚无统一的标准，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对此，赵福全认为，在全球化背景
球汽车工程师的能力水平及统一的评价
向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提出以中国
下，人才的流动更加活跃，中国不仅填补
标准都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实践为基础，
开展《汽车工程师能力标准》
了此前全球尚无统一的工程人才能力评
“《汽车工程师能力标准》国际互认
国际实质等效互认的动议，
得到了世界汽
价标准的空白，也与世界汽车工程师学
的签约，对中国汽车产业来说是历史性
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的积极响应。在世界
会联合会一起在世界工程师衡量标准领
的、里程碑式的大事件。一方面彰显了
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成员国范围内，
经
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而且随着互认机
中国汽车产业的标准实力，另一方面也
过一年多的多轮研讨和磋商，
一致认为该
制的常态化，互认国之间的工程师们将
推动了中国汽车产业在国际化之路、人
标准符合新时期对工程师能力的新要求， 在统一的标准下，有了国际通行的能力
才培养之路、未来发展之路的实践和探
决定在各成员国范围内推动签署互认协
认可，这将使中国企业在“走出去”和国
索。在标准引领未来的趋势下，中国的
议。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网上认证系统将
外企业在“引进来”中都获益匪浅。
汽车工程师工程能力标准成为全球标
于 2020 年初正式投入使用。未来经过中
“在全球标准、世界互认的机制下，
准，并在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成
国汽车工程学会认证的工程师将可以直接
中国工程师走向全球的路越来越宽，世
员国实现互认，为中国汽车产业迈向深
申请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工程师工
界工程师为中国汽车产业贡献智慧的机
度国际化增添了自信和活力、树立了新
程能力的认证并获颁相关证书。
”
会也越来越多，在统一标准和互认机制
的标杆。”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
下，人才和技术的输出与输入，将进入到
首批 14 个国家参与互认
付于武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良性互动循环。”张旭明说，
“合资企业外
此次国际互认签约后，
世界汽车工程
“为了应对全球汽车产业变革，服务
籍工程师的能力评价如何更加系统客
师学会联合会以《汽车工程师能力标准》为
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建立
观，中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和人才评
基础，制定国际汽车工程师能力认证标
一套符合未来发展需求的工程师工程能
价如何实现全球一体化，这些问题都能
准。中国标准的成功输出，
以及实现在世
力标准，推动世界工程师能力实质等效
通过全球化工程师能力互认机制的建立
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成员国之间的互
互认，促进工程师能力持续提升势在必
和实施迎刃而解。”
认，
填补了全球汽车人才评价标准的空白。
行。”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
为全球汽车标准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正如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主
兼秘书长张进华说。
席、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
事实上，
《汽车工程师能力标准》的
“《汽车工程师能力标准》从中国标准
院院长赵福全所言，此次国际互认协议
国际互认，也得到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
升至世界标准再到全球互认，
这绝不是中
的签署，是中国工程师认证标准第一次
联合会成员国的积极响应。截至互认签
文到英文的标准翻译，
世界汽车工程师学
获得世界认可。
“中国实现了向全球输出
约当天，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 37
会联合会为此专门成立了工程师能力国
汽车人才评价标准，并基于中国的标准
个会员国中已有包括中国、德国、日本、 际互认专家委员会来领导推动此项工作，
认证世界汽车工程师。这不仅是中国汽
韩国、法国、瑞典、澳大利亚、西班牙、印
专家委员会以中国标准为基础，
按国际标
车界的大事，也是整个中国工程界的大
度等在内的 14 个成员国成为首批《汽车
准要求、产业未来发展特点，以及来自于

不同会员国的专家代表们的本国实践经
验进行了系统的完善和升华，
并最终获得
理事会的通过，
才有了在会员国间推动互
认的开始，并实现了首批 14 国的互认参
与。通过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的
全球平台，
实现跨国家、
跨区域、
跨文化的
工程师认证，
这是世界人才认证工作的里
程碑事件。
”
赵福全说。
不可否认，
“中国方案”
、
“中国标准”
在全球汽车产业链中的渗透越来越多、
越
来越深已是大势所趋。全球汽车产业正
加速重构，
同样处于由大到强转型关键节
点的中国汽车产业，
将为全球汽车业贡献
更多
“中国智慧”
，
而这些
“中国智慧”
一定
具备全球化的创新视角和思维。
赵福全向记者透露，
《汽车工程师能力
标准》实现互认，
并不意味着标准评价内容
和相关规范
“一成不变”
，
而是根据全球汽
车产业在
“新四化”
转型下对汽车工程师能
力的新需求对互认工作持续完善，
目前计
划每三年对《汽车工程师能力标准》更新一
次，
以满足全球汽车产业发展对汽车工程
师前瞻性、
系统性能力的需求，
确保共性工
程师能力评价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未来，全球汽车产业对前瞻技术标
准化的认证需求越来越高，因此中国的
标准尽管被全球认可并且实现了国际互
认，但仍要有持续创新的动力。认证标
准不能成为束缚创新的牵绊，而应该成
为鼓励创新的动力，这个火候的把握和
尺度的拿捏，是对标准制定国综合实力
的检验。”张旭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