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公司：

大山向大海的跨越
在秦巴山深处，有一个曾经名不见
经传的小城——湖北十堰。40 多年后的
今天，这里驶出了一艘“汽车航母”——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
公司”
）。
“2017 年，我们共计销售汽车 412.1
万辆，比 1978 年的 5000 辆增长了 800
倍；营业收入达到 6305.3 亿元，比 1978
年的 1.6 亿元增长了 3900 倍，跃居最新
《财富》世界 500 强第 65 位。”谈到改革开
放带来的变化，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管理部部长魏文清首先列举了这样
一组数字。
时间孕育奇迹，数字标刻实力，今天
的东风公司已经走出大山，奔向大海，成
为我国首家跨国国有汽车集团。

在改革中敢为人先
东风公司的前身是成立于 1969 年
的第二汽车制造厂。
“ 幼年”的二汽经历
过不少磨难，也没少在生死关前徘徊。
直至 1978 年，东风 5 吨民用车 EQ140 下
线，成功实现“军转民”，二汽也由此扭亏
为盈，
第一次向国家上缴利润 279 万元。
然而，就在二汽人满怀信心准备继
续前行时，
“ 二汽将要停缓建”的消息传
来。如何挽回危局？时任第二汽车制造
厂厂长的黄正夏提出了“自筹资金，量入
为出，续建二汽”的大胆设想。二汽就这
样顽强地
“活下来”了。
“活下来”的二汽没有止步不前，它
继续大胆探索，不仅与全国 8 家汽车制造
厂组建跨省区、跨部门的东风汽车工业
联营公司，实现生产协作，而且在全国创
造了“三个率先”。一是率先推行“以全
面质量管理为基础全面技术经济效益承
包”的“双全”责任制；二是率先实施“以
全面质量管理为基础、以全面技术进步
为核心、以全面经济效益为目标”的“三
全面”分层经营承包责任制；三是率先推
行厂长负责制。这“三个率先”有力提高
了产品质量，
壮大了企业实力。
1985 年，敢为人先的二汽人提前两
年达成了年产 10 万辆汽车的产能目标，
迎来了企业大发展的春天。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二汽在汽车产销量、上缴
国家利润和税收等方面连续数年占全国
汽车企业 60%以上，成为行业翘楚。
面对成绩，东风人并未满足。根据
当时中国汽车“缺重少轻无轿”的格局，
他们果敢决定，走出十堰，
“ 上马”轿车，
迁址武汉，企业发展实现“三级跳”。即
使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公司流动资金
几近枯竭，东风人也没有倒下。他们攻
坚克难，通过改革构建起“决策主体层、
生产经营主体层、经营基础单位层”三个
层次的公司体制，实现了由工厂到公司
的重要转型，使东风公司真正迈入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的轨道。此后数年间，东
风公司的经营收入均以 30%的速度增
长，并于 2005 年在香港上市，极大提升
了中国汽车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地位
和影响力。
“ 梳 理 东 风 公 司 40 多 年 的 发 展 历
程，每当我们面临关系生死存亡的关键
难题，总是能顺应大势、主动改革，不断
调整优化战略布局，突破瓶颈。”在东风
公司总部形如巨轮的办公大楼前，东风
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秦捷感慨
道：
“没有改革，就没有东风的成功。”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深化改革办
公室主任谭伟告诉记者，进入新世纪以
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东风公司加快
了以“主辅分离”为主线、
“ 主业国际化、
辅 业 市 场 化 ”为 目 标 的 体 制 改 革 。
2017 年，东风公司十堰基地纳入
全国“独立工矿区剥离办社会
职能综合改革试点”。前不
久，东风电力处、水务公
司、物业管理企业等
4 家单位分别移
交国网湖北
公 司 、北
京 首
创

上图 工作人员正在使用东风—移
动—华为基于 LTE/5G 远程驾驶系统联
合实验平台。
本报记者 杨忠阳摄

唯有创新最美丽

右图 1975 年 6 月份，二汽人自主
开发的第一个基本车型——两吨半越野
车投产。
（资料图片）

集团、华润集团等国有企业，公司“三供
一业”分离移交取得关键性突破。根据
计划，下一步东风公司将按照“完善治
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
求，聚焦解决重点难点实际问题，推进改
革攻坚突破，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
一流企业加快迈进。

在开放中合作双赢
北京时间 2018 年 6 月 24 日 23 时 25
分，经过长达 9 个月、45000 海里的航行，
悬挂着“双飞燕”LOGO 的东风队率先冲
过位于荷兰海牙的终点线，成为沃尔沃
环球帆船赛历史上首支获得总冠军的中
国船队。
“沃尔沃环球帆船赛有 45 年的历史，
代表着世界顶级远洋航海竞技实力。”东
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竺延风说：
“ 尽管东风公司诞生在大山
里，但我们不想‘蹲在山沟里’想问题，要
站在山巅、面向大海思考未来。我们希
望通过参加这一全球顶级赛事，进一步
推动东风对外开放，为东风国际化战略
开辟一条新航线。”
从大山奔向大海，东风蹄疾步稳。
早在 1975 年前后，东风公司就从德国奥
芙柯公司引进了设备热模锻压机。1987
年 8 月 7 日，中美合资的东风汤姆森有限
公司成立，这是东风公司成立的第一家
中外合资企业；1992 年东风与法国雪铁
龙公司共同打造的“神龙”，则成为当时
中国乘用车行业最大的合资项目。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对全
球跨国汽车巨头鱼贯而入，有人惊呼“狼
来了”。但在东风人眼中，这些跨国汽车
巨头不仅是“狼”，更是“浪”，全球化浪潮
袭来了。
进入新世纪，刚刚从亏损中爬起来
的东风公司制定了“开放合作，自主发
展，做强做大，优先做强”的发展战略，多
种合资合作模式被开创性地探索出来。
“坚持开放发展，坚持主动主导，推
动世界范围内核心资源流动，是东风公
司合资合作的一大特色
作的一大特色。
。”东风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战略规划部部长黄刚给记者举

了一个例子 。 2013 年 ，东风公司与沃尔
了一个例子。
沃集团签署战略联盟协议，
沃集团签署战略联盟协议
，中外双方以
55∶45 的股比组建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
的股比组建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
，
共同致力于发展东风品牌商用车，
共同致力于发展东风品牌商用车
，真正
实现
“以我为主
以我为主”
”的合资合作
的合资合作。
。
推进央企间战略协同、
推进央企间战略协同
、资源共享是
东风公司开放合作的又一创举。
东风公司开放合作的又一创举
。秦捷告
诉记者，
诉记者
，继去年 12 月份与一汽
月份与一汽、
、长安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后，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后
，今年 7 月份
月份，
，东风
公司又与各相关企业签订了 T3 物流战
略合作协议、
略合作协议
、移动出行意
移动出行意向协议书等，众
多合作项目正在加速落地。
如果说改革解决的是束缚自身发展
的问题，那么开放合作不仅迅速壮大了
东风公司的实力，而且为其带来了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2014 年 3 月 26 日，在中
法两国最高领导人的见证下，东风公司
与标致雪铁龙（PSA）集团在巴黎共同签
署协议。根据协议，东风公司向 PSA 定
向增发股份投资 8 亿欧元，占股 14.1%，
正式成为与法国政府、标致家族并列的
第一大股东。东风公司也由此成为中国
汽车行业首家跨国国有汽车集团，开创
出中国汽车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全新模
式，为其进一步深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全
价值链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竞争铺平了
道路。

在创新中迈向一流
对着视频画面，在操作器上松手刹、
踩油门、打方向……在东风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技术中心，记者坐在室内远程驾
驶舱里，通过 5G 网络操控远在 3 公里外
的东风无人驾驶汽车。屏幕画面显示，
无人驾驶汽车可同步完成加速、转向等
操作，
完全感觉不到延迟。
“这是我们正在加速推动的东风—
移动—华为基于 LTE/5G 远程驾驶系统
联合试验平台。”技术中心自动驾驶团队
工程师邬小鲁告诉记者，东风 5G 自动驾
驶样车以东风风神 AX7 为基础车型，采
用 6 路高清摄像头，可利用大带宽、低时
延的 5G 技术实时回传现场画面，实现稳
定精准的远程控制。
“目前我们的自动驾
驶技术全国领先。”邬小鲁说。

领先的自动驾驶技术是东风公司着
力推动自主创新的一个缩影。
“东风公司
的 40 年是一部改革史，更是一部创新
史。”秦捷说，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就是东
风人的
“传家宝”
。
作为东风公司自主创新的主阵地，
东风公司技术中心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
风而生。技术中心副主任周剑光告诉记
者，早在 1983 年 4 月份，东风公司就在二
汽产品设计处、工艺研究所等基础上成
立公司技术中心。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目前已形成以集团技术中心为主体，各
子公司研发机构协同运行的复合式研发
体系。
更让东风人自豪的是，由集团技术
中心研制的 1.5 吨级高机动性越野汽车
东风“猛士”是我国首次开发成功的系列
化、多用途，完全自主创新的高科技机动
作战平台，2008 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此外，
“东风混合动力电动城市
客车的开发”获得中国汽车工业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在 2017 年度“中国汽车工
业科学技术奖”共计 55 项获奖项目中，东
风公司独占 12 项，获奖数量连续 6 年位
居行业第一。
“目前，东风公司的产品和技术实力
均位居国内前列，部分处于领先水平。
在乘用车领域，已形成东风风神、东风风
行、东风风光、东风启辰等品牌及轿车、
SUV、MPV 全系列，具备完全自主开发
能力和健全的产业链体系；商用车领域
实现了‘重、中、轻’全面发展；新能源汽
车‘三电’技术优势明显。”东风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科技工程部处长徐新平说。
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加速，汽车正从传统机电产品和交通
工具转变为大型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
元和数字空间。对此，东风公司前瞻性
地提出了“轻量化、电动化、智能化、网联
化、共享化”的“五化”发展方向，并加快
了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的探索。
“科技创造卓越，创新成就一流。”竺
延风表示：
“ 在这个技术奇点来临的时
代，东风公司将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强化创新，奋力实现‘三个领先、一个
率先’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加快建设具有
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2003 年 9 月 28 日 ，东风汽车总部
迁往武汉。图为公司新总部大楼
迁往武汉。
图为公司新总部大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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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忠阳摄
摄

到东风公司采访过很多次，每一次都能发现新
变化。
比如，
在新建的东风新能源汽车产业园，
面对东
风时代电池系统有限公司先进的生产线和产品，车
间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今年 4 月份才成立的公
司，
其发展速度之快，
完全出乎人们的想象。
又如，
在东风公司技术中心，
记者见到了很多以
个人名字命名的公司级创新工作室。东风公司技术
中心副主任周剑光透露，目前公司共有 30 多个公司
级创新工作室。在这里，
研发团队可以自由组队、选
择课题，
可以得到充分授权，
同时还可以享受到弹性
管理和多元激励的机制
“红利”
。
再如，
在东风公司深化改革办公室，
谭伟告诉记
者，目前东风乘用车公司等 9 家单位已启动高管人
员岗位契约化管理，高管人员“上有凭、下有据”，任
期结束自动免职。此举打破了以前干部“能上不能
下”的问题，
实现了公司高管人员从身份管理到岗位
管理的转变。
40 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
于企业来说却是不短的征程。东风公司是我国第一
家自主设计、自主建设的汽车制造厂，
它的每一步都
备受同行和社会关注。
作为一家数次濒临倒闭的老牌国企，东风公司
为何总是能够“触底反弹”，强势崛起？为何能够实
现
“以我为主”的合资合作？为何能够率先成为中国
跨国国有汽车集团？在改革开放 40 年之际，追问这
些
“为什么”无疑更具时代意义。
按照东风人自己的说法，东风公司的成长壮大
离不开 5 种力量。一是面向市场塑造持续生命力；
二是深化改革激发蓬勃创造力；三是精益专注构建
强大竞争力；
四是开放合作形成广阔发展力；
五是自
主创新打造主动主导力。
仅从记者个人角度来看，复盘东风公司 40 年的
变迁，
更离不开内、外两个维度。
从内部因素来看，
如果自我创新动力不足，
就不
可能有东风今天的成功。汽车是竞争性很强的产
业，
一家企业和品牌要做大做强，
既需要强大的创新
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也需要强大的渠道和产品营
销能力。40 年来，东风公司通过一系列脱胎换骨的
体制机制改革，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
代企业制度，通过创新驱动、自主发展，使企业焕发
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从外部环境来看，如果没有国家层面的改革开
放，同样不可能有东风今天的成功。汽车是一个全
球化程度很高的产业，发达国家在汽车制造领域已
经有近百年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积累，其在发展理
念、管理制度、人才培养等方面有很多先进经验。后
来者如果
“从零开始”
、闭门造车，
很难在短时间内追
赶上来。40 年来，东风公司借由一系列开放合作，
积极向日产、本田等跨国巨头学习，并与华为、宁德
时代等联手，
实现了快步前行，
不断超越。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全球汽车产业发展日新月异、行
业版图和生态开始重构，
企业发展面临机遇大、挑战
多、实践难的复杂局面。东风公司要进一步赢得未
来，必须坚持“以我为主，开放合作”的创新发展战
略，基于自身定位，明确需要掌控的核心技术，努力
做专做精。同时，要与拥有其他技术的各类企业紧
密合作，
融合发展，
共同构建基于未来社会发展需求
的移动出行新生态。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推动我
国从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迈进。

本版撰文 杨忠阳
本版编辑 韩 叙
美
编 高 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