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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汽車行業的領軍人
物，首次當選全國人大代表的北
京汽車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徐和
誼在今年兩會成為中外媒體 「圍
追堵截」 的焦點。他談到的 「防
霾問題」 、 「電動汽車推廣」 、
「汽車經濟」 、 「自主品牌」 、
「通用航空」 等話題媒體廣為報
道與轉載。在接受大公報獨家專
訪時，徐和誼強調，自主品牌乘
用車與新能源汽車同步發展是北
汽自主品牌的核心競爭力，雖然
起步晚，但 「前面幾家兄弟企業
已經給咱趟了路」 ， 「晚有晚的
好處了」 。而赴港上市 「最快年
底，最慢明年初」 。

北汽集團整體實力
得到迅速增長的同時
，自主品牌建設方面卻
給人一種 「作為不大」
的感覺。相比奇瑞、一
汽的奔騰，東風的風神
，上汽的榮威，北汽的
自主品牌起步相對比較
晚。

徐和誼卻認為 「晚
有晚的好處，可以充分
吸收借鑒兄弟企業走過
的路。」徐和誼表示，
自主品牌要想在低迷的
市場環境中成功突圍，
必須 「高舉高打」， 「
慢慢來」！

2011年，中國汽車駛入了慢行區。其
中自主品牌乘用車下滑尤其厲害，幾個自
主品牌企業甚至出現了負增長與裁員的現
象。徐和誼認為這種低迷是自主品牌長期
以來低端起步積累到一定程度的結果。徐
和誼表示，只有通過走高端化這條路，才
有可能使自主品牌在未來的國際和國內技
術上佔一席地位。

北汽自主品牌要從中高端入手，後續
研發能力要 「慢慢來」，這樣的態度在當
前浮誇的汽車業顯得彌足珍貴。2009年底
，徐和誼帶回北京的2個1000G硬盤、重達3
噸半的紙質文件，裝百年薩博汽車最為
核心的技術資產。北汽以15億元人民幣的
代價獲得了至少價值幾十億人民幣的產品
開發成果，並節約了數年的研發時間。而
北汽在意大利都靈成立的造型辦公室已經
按照北京汽車研究院的產品規劃和樣車製
作，為北汽自主品牌提供前端的設計、造
型和樣車服務並將升級為一個初具規模的
設計研發中心。

「我覺得過去十年，是中國成為汽車
產業大國的十年，是國際汽車巨頭發展重
心加速向中國轉移的十年。汽車進入家庭
，誰也沒想到這十年發展這麼快」。

徐和誼說： 「而未來十年，中國汽車

工業是要由大變強，如今的市場和需求也
發生了重大變化。」他認為，十八大提出
的兩個翻一番（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
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加上城鎮化，它為中國汽車行業未來的發
展指明一個巨大的中端和低端市場。而隨
汽車社會的到來，帶來的環境、交通、
社會大城市等一系列社會問題矛盾。節能
、環保、輕量化、小型化、新能源等都給
中國的汽車行業帶來的巨大的挑戰。

談到未來的計劃，徐和誼充滿自信：
加強自主品牌研發，發展新能源計劃，不
僅造車還要造飛機，將涉足通用航空業務
領域，計劃年底赴香港上市……北汽正在
向新的高峰闊步前行。

以高起點以高起點、、高品質打造自主汽車品牌高品質打造自主汽車品牌

北汽搭起北汽搭起「「天地線天地線」」 汽車人進軍通用航空領域汽車人進軍通用航空領域
全國人大代表、北汽集團董事長徐和

誼在全國人大北京團開放日上透露，我國
將在5月前後全面開放低空領域，北汽將
全面進軍通用航空領域，計劃明年產生100
億元以上的貢獻。

北汽集團希望 「天上地上」雙線發展
，即汽車、航空業務兩手抓。徐和誼介紹
，今年5月前後，我國將正式頒布政策，
全面放開低空領域。北京市委市政府已經
明確把發展通用航空產業的重任交給北汽
集團，北汽集團正在組建相關團隊，預計
明年（首年）將產生100億元以上的貢獻。
據悉，北汽集團將通過子公司北京通用航
空集團有限公司進入航空業務領域。

徐和誼表示，通用航空市場潛力十分
巨大，年產銷收入將達到千億元級。面對
「造汽車的，為何去造飛機」的質問，北

汽集團不以為然。在他們看來，不少跨國
汽車集團涉足航空業務，如德國的戴姆

勒和寶馬汽車、日本的斯巴魯和本田、瑞
典的薩博等進入航空領域很長時間。徐和
誼認為，汽車業打下的底子，有利於北汽
集團進入通用航空業。汽車產業在研發、
製造、管理、質量控制、供應鏈管理等多
個方面的成熟經驗和基礎資源，將為發展
通用航空產業提供支撐；通過發展通用航
空產業，汽車產業將獲得航空技術的反哺
，提高創新能力。

徐和誼表示，進入通用航空
產業，是北汽提升競爭力
的戰略選擇，並對
北汽發展通用
航空產業充
滿信心。

作為國內為數不多尚未登陸資本市場
的汽車集團，北汽的上市進程一直備受關
注。全國人大代表、北汽集團董事長徐和
誼在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明確表示，快則
年底，慢則明年，北汽將以 「北汽股份」
赴港上市， 「預計 『北汽股份』將是北京
在港融資規模最大的企業。」

現在談起上市話題，徐和誼一臉輕鬆
。然而上市問題足足縈繞了北汽集團近10
年之久。北汽從最初的集團整體上市到乘
用車板塊分拆上市，從07年首選H股到08
年棄H從A再到目前的A+H選擇，變數不
斷，北汽上市之路可謂 「九曲十八彎」。

徘徊的上市之路
2004年8月，時任北京現代董事長的徐

和誼首次透露北京現代所屬的北汽投資正在
籌劃上市。2006年，徐和誼執掌北京汽車工
業控股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稱 「北汽控股）
」，上市步伐加快。2007年，時任北京市國
資委主任熊大新表示，當年將爭取完成京能
集團和北汽控股兩家大型一級企業的上市工
作。同年5月北汽控股計劃在香港首次公開發
行（IPO），籌集資金10億美元。

2008年初，北京市政府原則通過組建北
京汽車集團股份公司，實現北汽整體上市的
方案。同年3月，徐和誼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透
露，北汽已確定不再選擇香港主板上市，也
不選擇兩地同時上市，而是選擇先在內地A
股上市。此後，北汽一直在致力於理順旗下
複雜而龐大的資產，全力股改。

但北汽整體上市的進程卻一拖再拖。
隨資產重組的完成以及股份公司的掛牌
，北汽整體上市進入加速期。2010年9月28
日，北汽集團的上市平台─北汽股份正
式掛牌成立。同時，北汽控股更名為北汽
集團。此舉標誌北汽集團股改已順利完
成，上市近在眼前。

然而，事隔不到一年，上市再出變數
。2011年6月，北汽集團高層透露，北汽集
團下屬的汽車部件公司將單獨上市，且上

市時間不受北汽股份上市時間限制。這意
味，北汽集團一直致力進行的整體上市
目標發生根本轉向，將採取將乘用車資產
打包的新方式加快上市步伐。

「北戴合」 加速上市進度
去年天津夏季達沃斯論壇上，徐和誼

明確表示，北汽股份將於2013年赴香港上
市H股，籌資規模約為100億元人民幣，將
用於發展自主品牌轎車業務。

這是北汽在籌備A股四年後重新決定
「香港上市」。徐和誼表示，香港上市更

快，對於北汽自主品牌乘用車集中推向市
場的大業，融資問題刻不容緩。

有分析師指出，無論集團上市，還是
股份公司單獨上市，北汽上市的難點在於
其自主品牌乘用車業務剛起步，正是投資
階段，無法成為企業盈利支柱。北京現代
以及北京奔馳這兩家合資車企雖然盈利可
觀，卻屬於 「股權投資收益」。

而今次談及上市融資，徐和誼信心滿
滿，並稱 「北汽股份」將是北京在港融資
規模最大的企業。這份信心與淡定緣於他
開創了跨國車企直接入股中國本土汽車製
造商的先例── 「北戴合」模式。

「北戴合」協議中，德國戴姆勒收購北
汽集團旗下北京汽車股份有限公司12%股份
；北汽集團和戴姆勒分別增持北京奔馳和北
京奔馳銷售公司股權。其中，北汽股份在雙
方合資企業北京平治汽車有限公司的股權將
增至51%；而戴姆勒股份公司在雙方合資銷
售服務公司北京梅賽德斯─奔馳銷售服務有
限公司的股份將增至51%。

「1%股權一增一減」意義非凡。此次
北汽股份憑藉在北京奔馳增加的1%股權獲
得絕對控股地位，而實現控股之後，北京
奔馳成了北汽股份的 「主營業務」。

徐和誼坦言，這並不僅僅是股權比例
的調整，而是要實現北汽股份對於北京奔
馳的會計報表合併，這將極大地有利於北
汽股份上市。

2013兩會聚焦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代表、、北汽集團董事長徐和誼北汽集團董事長徐和誼
（（左一左一））與大公報社長助理與大公報社長助理、、北京分社社北京分社社
長王文韜長王文韜（（右一右一））合影合影

本報記者李銳攝本報記者李銳攝

臨危受命臨危受命 率領北汽創造奇率領北汽創造奇
北汽及其前身企業伴隨新中國的汽

車工業的發展曾經擁有無限風光。包括50
年代新中國第一輛轎車 「井岡山」；70年
代212越野車、130輕型卡車；80年代中國
汽車工業首個中外合資企業。然而，當時
間年輪邁向90年代，北汽的發展逐漸迷失
了方向，企業跌落到谷底。直到2002年，
徐和誼臨危受命來到當時行業排名已跌出
前10名的北汽，開始調轉和修補這條載
北京人汽車夢的大船駛回航向。

時間回溯到11年前的2002年4月，北汽
控股與韓國現代株式會社戰略合作協議書
在北京正式簽署。同年6月，徐和誼擔任北
汽控股公司黨委副書記、副董事長，負責
北京現代項目。 「這個當時不被大多數人
看好的項目，是中國入世以後汽車整車產
業第一個合資項目，成敗與否事關北京市
振興首都現代製造業的大局。」對於徐和
誼、對於北京市而言，都是 「絕地反擊」
的最後機會。

此後，就有了汽車江湖中至今還在傳
頌的 「500把鐮刀搞創業」、北京現代 「
當年籌建、當年出車」，創造了從
雙方正式接觸到正式簽約僅用
224天、到公司正式揭
牌僅用371天、到
第一輛轎車下線
僅用436天等一

系列很難複製的中國汽車工業傳奇故事。
2006年10月，徐和誼升任北汽集團董

事長。他面對的是北汽集團內部複雜的股
權和人事關係、外界盛傳的幾十億的巨額
債務和看上去積重難返的管理結構。危局
之下的徐和誼快刀斬亂麻，通過直接持股
北汽福田、增資北汽有限，實現了對集團
內整車公司的直接持股和控股權、不斷理
順產權關係，持續完善集團管控制度體系
。同時連同北京現代與北京奔馳的中方資
產都放到股份公司，打造了一個大的乘用
車平台，從集團層面為自主品牌乘用車發
展提供最好的環境。

如今北汽福田成為中國商用車製造業
的龍頭老大，北京現代的異軍突起已逐漸
威脅到大眾和豐田的市場份額。2012年，
北汽集團汽車銷量170.1萬輛，營業收入
2100億元，全國行業第四，各項主要經濟
指標位居北京市國企首位。

從2002年到2012年，中國汽車產量、產
值、出口額增長近十倍，成為世界第一大
汽車市場，而徐和誼率領的北汽集團在這
十年間的成長軌跡，也生動地折射出中國
汽車工業蓬勃發展的路徑，成為中國汽車
工業發展的縮影。作為領軍人物，徐和誼
的經歷頗富傳奇。這10年間，他創造了中

國汽車工業史上的 「現代」奇、領導 「
北汽福田」成長為全球最大的商用車企業
、與戴姆勒合作開創了跨國公司入股中國
本土汽車製造商的先河。如今，他已準備
以一貫的魄力與 「狠勁」帶領北汽進入中
國汽車前三強。

北汽集團
董事長 徐和誼

北汽赴港上市年底或成正果北汽赴港上市年底或成正果

北汽北汽「「紳寶紳寶」」創創
領自主品牌領自主品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日前日前，，戴姆勒股份公戴姆勒股份公
司和北京汽車集團有限司和北京汽車集團有限
公司在斯圖加特簽署了公司在斯圖加特簽署了
一項戴姆勒股份公司入一項戴姆勒股份公司入
資北京汽車股份有限公資北京汽車股份有限公
司的戰略合作協議司的戰略合作協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北汽將進軍通北汽將進軍通
用航空領域用航空領域

▲▲20102010年年99月月2828日日，，北汽股份公司正式成立北汽股份公司正式成立，，北汽自主品牌全北汽自主品牌全
面提速面提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北汽自主概念北汽自主概念SUVSUV
BB9090 HYBRIDHYBRID是款定位是款定位
高端的城市高端的城市SUVSUV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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