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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8 日，中国（澳门）—亚太

汽车首脑峰会暨中国制造国际化论

坛在澳门威尼斯人金光会展中心隆

重举行。包括政府各级领导、国内外

汽车企业集团高层、汽车行业协会负

责人、新闻媒体等在内的各方嘉宾齐

聚一堂，以战略的视角、前瞻的思考，

共同探讨中国汽车产业的国际化发

展之路。

本次论坛由中国机械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南光（集团）有限公司、澳

门会议展览业协会共同主办，《中国

汽车报》社、中国汽车工业国际合作

总公司等机构联合承办。

此次论坛是迄今为止在澳门举

办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汽车界盛会。

作为首届中国（澳门）国际汽车博览

会最为重要的同期活动之一，本届

论坛得到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

络办公室、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工

信部）、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和中

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大力支持。工

信部副部长苏波、澳门特别行政区

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谭伯源等出席

论坛并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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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道澳港自由贸易区 加快国际化发展步伐

在本次论坛上，“国际化”是与会

嘉宾说得最多的一个词，也是讨论的

焦点。

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

下，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已经开始实施

“走出去”战略。据苏波副部长介绍，

近 10 年，我国汽车出口平均增幅达

到28%，出口国家和地区超过180个，

并已小批量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据不

完全统计，2004年至 2010年，我国汽

车行业进行了 19 种海外并购交易，

交易总额达到49亿美元。

另一方面，从国际环境看，我国

汽车产业发展未来将面临更激烈的

国际竞争，我国汽车制造业低成本

竞争优势正在逐步减弱。虽然我国

汽车产销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一，

但产业大而不强、关键核心技术缺

失、自主品牌汽车综合竞争力较弱、

关键零部件发展滞后、缺少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等问题依

然突出。

“十二五”时期，是中国汽车工

业由大变强，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

时期。苏波副部长透露，加快走出去

和实施国际化战略，是这一时期着

力抓好的六大重要任务之一。我国

政府将积极引导汽车与零部件企业

实施走出去的战略，鼓励企业在境

外设立研发机构，实现产品出口与

走出去相结合，技术出口和资本输

出相结合，在主要市场建立完善的

生产和销售网络。

一汽、东风、长安、广汽、北汽等

主流汽车集团的代表在论坛上也透

露，在其“十二五”规划中，实施国际

化战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是企业实

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内容。东风汽车

公司党委副书记范仲透露，预计到

“十二五”末，东风汽车公司海外销量

达到 20 万辆以上，海外销量占自主

品牌的比重将超过10%。

谭伯源司长在会上表

示，澳门拥有一国两制的制

度优势，实行自由港政策，

是中国汽车品牌进入东南

亚市场，迈入国际舞台的重

要通道。根据国家“十二五”

发展规划纲要，澳门将继续

加强发挥商贸服务平台的

作用，特别是为加强与葡语

国家的经贸合作提供服务。

此次论坛还迎来了一

批特殊客人，他们是来自安

哥拉、巴西、佛得角、几内亚

比绍、莫桑比克、葡萄牙和

东帝汶等葡语国家的数十

位代表。中国-葡语国家经

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

书处秘书长常和喜指出，推

动中国内地和葡语国家的

经贸交流与合作，澳门是最

理想的桥梁和纽带。葡语国

家与中国汽车业的合作空

间很大，比如说，巴西是中

国汽车在南美的重要市场；

安哥拉、莫桑比克等国家十

分欢迎中国企业前往投资；

葡萄牙非常重视电动汽车

的发展，也期待与中国企业

在这一领域展开合作。

香港的汽车经销商和零

部件企业，特别组织了一个

访问团来参加本次论坛。香

港汽车零部件工业协会会长

黄震表示，香港虽然没有整

车厂，但在汽车电子、汽车经

销等方面很活跃。香港政府

十分重视汽车相关产业发

展，2006 年投资 800 多亿港

币成立了汽车零部件研发中

心。此外，香港有较为健全的

法律、专利技术保证，在吸引

外资和国外核心技术方面有

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内地、香

港在汽车产业发展上具有很

强的互补性。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毛海指出，应充分

发挥港、澳自由贸易区在汽

车产业国际化中的作用。主

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

港、澳建立资本运作平台，

为完成必要的并购交易活

动创造便利条件；二是香

港、澳门是向东南亚、葡语

系国家展示中国汽车制造

水平的一个宣传窗口；三是

发挥港澳自由贸易区的作

用，使其成为中国汽车出口

的重要渠道。

政府和车企已经意识

到实施国际化战略的重要

性，但与会代表认为，中国

汽车国际化发展绝非一朝

一夕之事，任重而道远。

与会人士称，国际化对

大多数中国汽车企业来说，

是一门新课程，没有成熟的

教科书和范例可以效仿，还

缺乏系统深入的了解和分

析。中国汽车企业应尽快建

立一套适合中国汽车企业的

产品输出标准和流程体系，

探索技贸合作和国外投资模

式，变“走出去”为“走进去”。

范仲指出：“自主创新和

自主品牌是国际化的底气和

资本，是我们的话语权所在。”

J.D.Power 亚太公司中

国区汽车资讯服务总监汪

大明认为，中国正在成为战

略性的全球大国，持续改善

产品质量应作为中国主机

厂在全球竞争中树立品牌

形象的制胜法宝。

陕西法士特集团公司董

事长李大开认为，汽车业全球

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国际化是

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做强做

大的惟一出路。他在发言结

束时的一番话，代表了很多

与会代表的心声：“目前，中

国无论是零部件企业还是整

车企业，与国际先进水平都

有一定的差距，但是这不妨

碍我们树立坚定信心和决心。

中国汽车自主品牌一定会在

国际舞台上焕发异彩。”

■国际化是由大变强的重要途径

■澳、港是国际化重要通道

■变“走出去”为“走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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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8 日，国家工业和

信息化部副部长苏波在中国

（澳门）—亚太汽车首脑峰会

暨中国制造国际化论坛上致

辞时指出，2010 年，我国汽车

产销量双双突破 1800 万辆，

占全球汽车产量的比重达到

23.5%，汽车行业实现工业总

产值 4.34 万亿元，占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6.13%，实

现工业增加值近千亿元，占我

国 GDP 的 2.5%。汽车产业已

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重要支

柱产业。

在汽车工业不断腾飞的

同时，我国自主品牌汽车企业

得到了长足发展。苏波副部长

表示，如今，自主品牌车企已

经将业务从一般的整车开发

延伸至核心零部件的设计，产

品综合性能明显提高，品牌建

设取得突出成就，自主品牌汽

车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了

50%，整车出口呈现持续快速增

长态势。近十年来，自主品牌出

口平均增幅达 28%，出口的国

家和地区已超过180个，并已小

批量出口至发达国家市场。一

批企业走出国门，开展海外并

购，或在国外设立研发机构、投

资建厂。

坚定地推进节能与新能

源汽车稳步发展，是我国汽车

工业目前的主要任务之一。苏

波副部长表示，自 2010 年 6 月

节能汽车补贴政策实施以来，

节能汽车的市场占有率由推

广 前 的 22% 提 高 到 现 在 的

61%，极大地促进了技术进步

和产品结构调整。此外，我国

在新能源汽车的整车安全、技

术条件、试验方法、动力电池

以及充电系统等多个方面，已

发布实施了电动汽车安全要

求、动力电池规格尺寸等 56项

国家标准，实现与国际标准的

基本同步。

在肯定了近年来汽车工

业所取得的成绩后，苏波副

部长强调，虽然我国汽车年

产 销 规 模 已 经 位 居 世 界 第

一，但产业大而不强，自主品

牌 汽 车 的 综 合 竞 争 力 仍 较

弱，核心技术能力有待提升，

缺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

企业集团的问题依然突出。

他表示，“十二五”时期是我

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

时期，是推动科学发展，加快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时

期，也是我国工业转型升级

的攻坚时期。汽车工业作为

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要实

现由大变强，必须坚定不移

地转变发展方式，创新发展

路径，积极推动转型升级。

对于汽车工业“十二五”

时期的发展方向，苏波副部长

提出了六点要求：

一是要坚定不移地大力

推进创新能力的建设。提高创

新能力，实现我国从汽车大国

到汽车强国转变的基础和前

提，汽车工业要努力打破技术

瓶颈，基本实现关键技术的自

主研发，形成持续的创新能

力，掌握一批推进汽车产业发

展的关键技术。重要合资企业

要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

实现从组装生产向研发制造

的转变。

二是要加快培育和发展节

能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坚持节

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并举，进

一步提高传统能源汽车节能环

保和安全水平，加快新能源汽

车发展。掌握核心技术，逐步建

立和完善标准体系。稳步推进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实践示范，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新能

源汽车的准入管理，建全汽车

产品节能管理制度。

三是要大力推动大型企

业发展。积极培育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自主品牌，坚持市场化

运作，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

动优势企业实施强强联合，跨

地区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

度。要强化汽车品质管理，完

善营销服务网络，坚持品牌建

设，积极支持形成拥有国际知

名品牌和核心竞争力的大型

汽车企业集团。

四是要加快零部件产业

发展。完善制造体系，积极引

导地方和社会投资，鼓励企业

开发和生产汽车关键零部件，

形成一批具有较强技术开发

能力的关键零部件供应商，积

极支持发展汽车电子和新能

源汽车零部件，鼓励汽车零部

件骨干企业进行跨地区兼并

重组，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展

汽车零部件产业。

五是要加快“走出去”和实

施国际化战略。支持国内外企

业加强合资合作，加强引进技

术消化吸收再创新，积极引导

汽车与零部件企业“走出去”，

鼓励企业在境外设立研发机

构，实现产品出口与“走出去”

相结合。技术出口和资本输出

相结合，在主要市场建立完善

的生产和销售体系。

六是要加强标准法规建

设和完善法治环境。要继续加

强和完善标准体系的建设，特

别是重要的基础领域相关标

准的修订工作。大力推动企业

标准体系建设，积极发挥标准

法规在汽车产业发展中的技

术引领和带动作用。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

财政司司长谭伯源表示，澳门

特别行政区拥有一国两制的制

度，在经济领域拥有多项政策支

持。澳门拥有宽松的税率政策，

是亚太区税率较低的地区之一。

各种基金可以自由进出澳门市

场，企业的经营环境较为自由

宽松。

在 谈 及 澳 门 特 别 行 政 区

未来的发展方向时，谭伯源指

出 ，近 年 来 澳 门 发 展 步 伐 加

快，取得了骄人成绩。未来澳

门将加快建设综合服务平台，

加强发挥服务作用，积极开展

对外金融合作和交流，推动经

济领域的重点产业转型。谭伯

源表示，根据中央政府的相关

指示，澳门将大力支持和发展

旅游、会展业务，欢迎内地汽

车企业来到澳门举办展会。

回顾澳门回归近 12年来的

历程，谭伯源司长指出，在中央

政府和内地省、市、区的大力支

持下，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发展

迅速。去年生产总值达到1999年

的四倍。去年，澳门经济基本摆

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重新迈

入较快发展的轨道，当年实际增

长率达到26%。

随着旅游娱乐业的快速发

展，澳门经济正朝着良好的方

向发展，今年上半年实际增长

率达 13%。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 谭伯源

澳门将加快建设综合服务平台

中汽国际总裁林海临在本

次论坛闭幕致辞中表示，本次论

坛作为澳门车展期间的重要活

动，为澳门车展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汽车工业是我国经济的

支柱型产业，而澳门又是我国两

大国际自由贸易区之一，举办此

次论坛，讨论汽车方面的话题，

对“十二五”期间中国汽车工业

的发展，对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发

展，都有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林海临总裁称，参加本届澳

门车展，对汽车行业来说是一条

“走出去”的捷径。澳门素来有开

放自由的贸易环境，在出口、物

流运输方面有着优于其他地区

的便利条件。澳门处在中国大陆

南端，与东南亚各国有着天然的

地域联系，澳门还是中国与葡语

国家的文化交汇之处，与葡语国

家有着特殊深厚的历史渊源。

在澳门举办国际性车展，正是看

中了澳门对中国汽车行业走向

全球市场的重要作用。中国（澳

门）国际汽车博览会将致力于推

动中国汽车工业走向国际化，以

“汽车聚会”的名义向全世界展

示、推广中国的自主汽车品牌，

同时为展示中国汽车工业所取

得的成就搭建一个重要的舞台。

在谈到中国汽车国际化时，

林海临总裁指出，从表面上看，

“国际化”是指把中国的汽车卖到

外国去，而真正走上国际化道路

的中国汽车企业必须具备国际化

的竞争力、生存力，国际化的管理

模式和人才储备，这并不是一件

可以一步到位的容易事，它需要

整个行业稳扎稳打，戒骄戒躁，积

极探索和开拓海外销售渠道，同

时坚持升级转型，苦练内功，提高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推动中国汽

车自主品牌走向世界。

林海临总裁强调，中汽国际

的基础定位是成为汽车行业的

综合服务商，致力于为汽车行业

提供全方位服务。多年来，中汽

国际始终重视可持续发展的业

务构架，形成了工程成套、国际

贸易、实业投资、国际展览、文化

传媒五大业务板块，在汽车、电

力、工业、农业、交通、环保、物流

等国民经济领域发挥了应有的

作用。中汽国际愿在中国汽车国

际化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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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苏波

从六方面推动我国汽车工业转型升级

论坛传真

中汽国际总裁 林海临

积极推动汽车行业国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