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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联汽车特色小镇

促进产城融合发展

智能网联汽车是智慧城市建

设的基本单元。智慧城市以智能

交通为先导，智能交通以智能网

联汽车为载体，发展智能网联汽

车不仅是汽车产业路径转型升

级，更是打造智能交通系统和建

立智慧城市的关键基础。随着网

联化、智能化的加速推进，智能

网联汽车将发展成为具备能源交

互、信息交互等多功能的高度智

能移动空间。智能网联汽车就是

智慧城市的“细胞”，而智能网联

汽车特色小镇就是细胞赖以依附

的重要“组织”。

智能网联汽车特色小镇促进

汽车全产业链发展。特色小镇是

一种产业与城镇有机结合的空间

发展模式，需要具备较强的产业

基础，围绕特色产业形成聚集，

并不断延伸产业链。智能网联汽

车特色小镇，以产业创新要素集

聚与城市生活协同发展为特征，

围绕智能网联汽车上下游产业

链，可形成研发设计产业园、整

车制造与系统集成产业园、车载

智能硬件产业园、软件信息产业

园、高精度地图产业园、大数据

云计算产业园等各个功能型产业

园区，形成产业集群效应，促进

智能网联汽车全产业链、全产品

链、全生态链发展。

智能网联汽车特色小镇促进

产城融合。智能网联汽车特色小

镇，通过现有汽车产业和自动驾

驶封闭测试场辐射带动，规划多

场景城市形态和多功能承载空

间，实现科技创新、产城融合、

生态宜居等目的。可在城市实施

多个示范应用场景，包括智能物

流、智能环卫、共享出行、智慧

公交、自动驾驶摆渡接驳、无人

车配送等应用示范。总之，智能

网联汽车特色小镇可以促进汽车

产业集聚发展，实现汽车产业和

城市价值的双升级。

顺义区智能网联汽车

特色小镇的亮点

着力关键技术创新。顺义区

智能网联汽车特色小镇，聚焦

智能驾驶、智能网联关键技术和

核心能力的提升，严守生态保护

红线、严防房地产化倾向，支持

特色产业发展。智能驾驶注重自

动驾驶计算平台、高精度地图、

线控平台、电子电气架构、功能

安全等关键技术的研究；智能网

联主要着重安全网关、云控平

台、生物健全，AR 等关键技术

的研究，全力打造关键技术核心

竞争力。

推进全产业链集聚发展。顺

义区智能网联汽车小镇贯彻全产

业链推进和集聚发展的思路，以

北汽集团、北京现代、奔驰新能

源、宝马中国研发中心、滴滴出

行、车和家等为代表的传统汽

车、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

集聚发展，一批涉及芯片、电

子、材料、5G通信、高精地图的

重点企业加速集聚，有传感器、

控制器、计算平台、自动驾驶系

统、高精度地图等产业链相关配

套，致力于打造智能化、网联化

的智能网联汽车全产业链。

实现产城融合发展。顺义区

拥有的千亿元级汽车产业是发展

智能网联汽车的重要基础，空港

物流区是理想的自动驾驶应用场

景，多样化的路测场地和区内的

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北京中心

提供安全保障，创建智能网联汽

车创新生态示范区条件得天独

厚。为此，顺义区智能网联汽车

特色小镇，将通过现有汽车产业

和自动驾驶封闭测试场的辐射带

动，规划多场景城市形态和多功

能承载空间，实现科技创新、产

城融合、生态宜居。

促进我国智能网联汽车

特色小镇发展的建议

主体产业是特色小镇建设的

根基，目前，广东、浙江、山东

等省已将智能网联汽车作为当地

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并以

特色小镇作为转型载体，以求带

动当地经济实现新的增长。如何

营造配套的测试环境，结合当地

产业基础进行特色布局，与当地

经济共融实现发展，是小镇建设

和发展中需要关注的重点。

一是加强智能网联汽车全产

业链布局。小镇应突出智能网联

汽车产业特色，推动当地骨干汽

车企业在产业链优化方面采用最

先进的技术配置，加快建设整车

生产基地。规划布局汽车产业配

套园区，引入核心零部件及汽车

零部件企业，做强、做大零部件

企业，完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链。引入汽车技术研发中心或机

构，对重点产品和关键技术实施

重点攻关。

二是完善智能交通综合测试

基地。在智能网联汽车特色小

镇，需要建设综合测试基地，基

于测试基地内封闭式和测试基地

外半开放式实际公共道路测试环

境，构建自动驾驶汽车运行安全

技术条件相关的实际道路测试场

景和管理平台。主要包括由多种

类型道路、障碍物、交通信号、

交通标志、特殊气象条件环境等

形成的综合实际道路测试场景。

封闭测试道路可分为公路测试

区、多功能测试区、城市街区、

环道测试区和高速测试区等。

三是建设智能网联汽车主

题文化公园。小镇内可以建设

主题文化公园，如尝试汽车历史

博物馆、汽车主题职业体验乐

园、赛车天地、改装车嘉年华等

各类与汽车主题有关的文化业

态。打造集汽车教育、休闲、娱

乐、运动、商务等功能于一体的

智能网联汽车主题综合体。还可

以组建汽车俱乐部，定期举办汽

车场地赛以及开展汽车主题游戏

等活动。还可以通过汽车主题文

化公园的建设，配套发展餐饮、

购物等服务业，延伸商业服务

网络。

四是培育发展衍生产业链。

特色小镇必定是智能网联汽车展

示、观光和体验基地，通过整合

汽车装饰、改装、创意等资源，

可发展汽车服务一条街，凸显汽

车个性文化特色。通过衍生产业

链，让人们感受到浓厚的智能网

联汽车文化、创业创新文化、互

联互通文化，享受智慧生活带来

的便利的同时，感受智能网联汽

车的产业特色和城市魅力。

在《关于自动网联驾驶领域合

作的联合意向声明》签署之前，中德

智能制造合作虽已涉及车联网技术

研发、检测认证和应用示范等方面，

但并不深入，也未建立起相应的长

效合作机制。

2018 年 7 月，中德双方签订的

《关于自动网联驾驶领域合作的联

合意向声明》，将车联网产业合作提

升为中德智能制造合作中最为重要

的环节之一。要确保车联网领域的

合作顺利进行，就需以建立完善的

长效合作机制为基础。

一是建立政府层面的长效对话

机制。一方面，中德两国的车联网

产业还都处于发展阶段，两国政府

在产业发展中涉及的技术、法律、道

德和国家安全等问题上的规范、引

导和监管体系建设，也并不是十分

系统全面。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合

作，更需要两国政府建立长效对话

机制、紧密合作，建立车联网领域的

政府工作小组，开展政策、产业和法

律法规等层面的沟通、协调、平台搭

建等 工 作 ，为 合 作 主 体（双 方 企

业）铺平道路，营造良好的合作环

境，保障各方利益。另一方面，建

立政府间的长效对话机制，在政

策衔接和实际操作方面保持密切

沟通，有助于及时了解两国车联网

产业合作的进程，快速协调和解决

合作中遇到的障碍与问题，提高合

作效率。

二是建立两国企业和机构间

的合作机制。车联网与汽车后市

场、媒体、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保险、金融等行业都高度相关，

产业合作涉及大量跨行业、多领域

的企业和机构，两国企业之间的对

接与合作面临巨大的信息不对称问

题，企业往往无从下手。仅依靠两

国政府力量，很难充分解决企业间

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就需要两国

相关领域的企业和机构共同建立

合作机制，通过搭建平台、联盟等

方式，增进企业家互访互识互信、

汇聚合作信息，帮助相关企业和机

构快速搜寻合适的合作伙伴。

车联网关键技术领域各有所长车联网关键技术领域各有所长

中德车联网产业合作需注重四个中德车联网产业合作需注重四个““提升提升””

特色小镇成智能网联汽车
加速发展新着力点

赛迪智库政策法规研究所王鶄峰 栾群

提升合作机制长效性，引领高质量合作
中德要确保车联网领域的合作

顺利进行，就需以建立完善的长效
合作机制为基础。

赛迪智库世界工业研究所 丁悦 秦海林

车联网是当前互联网在汽车产业领域的突破和应用，影响着人们未来的生活方式，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争相抢夺的产业高地，也
是中德智能制造合作的重要领域。2016年中德两国政府部门签署“中德智能网联汽车、车联网标准及测试验证”项目，开启了两国在
车联网领域的合作。2018年7月，中德签署《关于自动网联驾驶领域合作的联合意向声明》，从标准制定及应用、共性技术研究、数据
共享和法律法规建设方面，进一步加强车联网领域的合作。总体而言，中德车联网产业合作还需注重以下四个方面的“提升”。

我国车联网产业起步较晚，与德

国的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要避免汽

车行业单一化合作模式，应从根本上

提升我国车联网产业的发展能力。

积极提升我国整车企业发展水

平。汽车是乘客和车联网的最终载

体，无论车联网技术能在多大程度

上提高汽车驾驶的安全性、便捷性

和娱乐性，但从根本上承担出行功

能、决定乘客行驶安全和舒适度的

还是汽车本身。所以，汽车制造商

在车联网产业链中处于基础和中心

地位，是互联网企业和网络运营商

不可取代的产业链核心。这也是全

球车联网产业由国际知名汽车企业

领跑，传统汽车强国也是如今的车

联网产业强国的根本原因。相比德

国汽车，我国自主品牌汽车以面向

中低层次的汽车消费为主，消费者

对车联网、高技术水平应用和车联

网付费服务的需求和消费能力有

限，客观上降低了自主品牌汽车涉

足车联网产业的需求与积极性，同

时也降低了德国汽车企业和互联网

企业与我国汽车企业进行合作的可

能性。因此，必须不断加强我国整

车企业的发展水平，增加中德双方

合作的可能性。

加快探索我国车联网产业发展

路径。德国知名汽车制造商在十几

年前就开始了在车联网领域的布

局，技术与人才积累较为丰富，通

常采用自主搭建车联网平台、在

自己的平台上吸引应用商的发展

模式。此种模式需要大量的资金和

人力投入前期研发，但好处是平台

数据和车企数据 （尤其是发动机）

属于同一个主体，不涉及接口和数

据开放问题，产业链在后期发展过

程中面临的障碍较小。与德国不

同，我国汽车企业涉足车联网晚于

互联网企业，在自主搭建平台方面

能力有限，而互联网企业的技术能

力却十分突出。为了节约时间和研

发成本，汽车企业通常通过签订协

议进行服务外包，由互联网企业进

行平台建设及软件开发。此种方式

虽然见效较快，但弊端也有不少。多

数汽车企业为保护企业核心机密，

不愿将核心元器件接口开放给互联

网企业，导致互联网企业缺乏核心

数据，在技术、开发以及推广等方

面存在困难。因此，一方面，我国要

加快弥补自主品牌汽车企业在车

联网平台搭建方面的短板；另一方

面，应积极探索在第三方搭建平台

的情况下，有效克服核心数据归属

问题带来的合作障碍，从而建立起

中德车企和互联网公司间的良好合

作关系。

以大企业为主的合作模式利

弊共存。车联网产业发展涉及汽

车制造商、信息服务提供商、电信

运营商，以及终端硬件提供商和

内容服务提供商等大量跨行业、

多领域的企业。

从中德车联网产业现有的合作

项目看，百度、华为、蔚来、宝马、博

世、戴姆勒和奥迪等大型企业是两

国开展合作的主体，而中小企业参

与度并不高。大企业间的合作具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经济实力雄

厚、技术优势显著、创新能力强，以

及分支机构广泛、管理水平高、市场

认可度高，可以迅速产生经济效益，

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对整个

合作体系而言，这种合作结构过于

单一，参与合作的企业数量有限，合

作模式较为脆弱，一旦其中几家企

业间的合作终止，两国整个车联网

领域的合作也会随之瓦解。

让中小企业参与到合作中，使合

作结构更趋合理。事实上，中德两国

都是以中小企业为市场主体的国家，

两国车联网产业领域活跃着大量的

中小企业。加强中小企业间的合作是

弥补目前合作模式脆弱性、提高合作

结构合理性的最佳方案。需要两国政

府和行业联盟等充当“红娘”，为中小

企业牵线搭桥，重点解决中小企业之

间信息不对称、相互不了解问题，建

立更广泛的合作关系。

在车联网关键技术领域，中德

两国各有所长。德国科隆经济研究

所通过对 2010—2017 年全球企业

和研究机构在车联网领域的专利持

有量的分析发现，全球掌握车联网

核心技术最多的企业和研究机构是

德国，在排名前10位的专利持有者

中，德国企业占了6家，这些企业在

推动德国和全球车联网技术产业发

展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这 6

家企业基本都是传统汽车厂商，其

车联网技术优势偏重于全自动驾驶

的底层核心技术。从《中国无人驾

驶领域科技企业40强》看，我国车联

网产业的技术优势集中在由主机厂

主导的ADAS和IT互联网巨头主导

的全自动驾驶两大方向上，但硬件

及软件算法融合集成和全自动驾驶

的底层技术等方面的核心技术发展

相对滞后。总体而言，中德两国在

车联网关键技术领域各有所长。

中德两国在车联网核心技术

上具有较好的互补性。我国的比

较优势集中于互联网企业和通信

企业的技术能力和服务经验方面，

德国则掌握了整车生产的全部技

术和完整供应链，同时在车联网硬

件和软件算法融合集成领域优势

突出，两国车联网核心技术具有较

强的互补性。通过合作取长补短，

可以有效提高两国车联网产业发展

水平，快速产生经济效益。但从长

期看，我国在一些关键领域的核心

技术缺失较多，尤其是整车制造和

车联网核心底层技术，如果长期依

靠德国，可能会让短板越来越短，进

而导致我国车联网产业对德国技术

和产品过度依赖。所以，我国在与

德国开展车联网产业合作的过程

中，一方面，要相互取长补短，在具

有技术互补性的领域开展合作，形

成一个更为强大的技术联合体，共

同进步。另一方面，要积极加强具

有战略重要性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

能力，提高关键技术的造血能力。

这样才能在中德两国的车联网产业

之间形成更加平等和可持续的合作

关系。

提升关键技术研发能力，突出互补性和平等性
在中德开展车联网产业合作的

过程中，要相互取长补短，加强自
主研发能力。

提升中小企业参与度，增强合作韧性
中德两国都是以中小企业为市

场主体的国家，两国车联网产业领
域活跃着大量的中小企业。

提升自主品牌汽车发展水平，构建多元合作模式
要避免汽车行业单一化合作模

式，应从根本上提升我国车联网产
业的发展能力。

2018年10月，在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闭幕式上，《顺
义区智能网联汽车创新生态示范区发展规划》发布。根据规
划，北小营智能网联汽车特色小镇正式进入实施阶段。2015
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特色小镇建设作出重要批示，
此后，相关部门进行了积极的贯彻落实，并于2017年12月
发布了《关于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
见》。与特色小镇建设相结合，成为智能网联汽车加速发展的
一大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