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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
- 电动化、轻量化开发加快，不断强化的油耗标准和成本竞争考验供应商的应对能力 -

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
油耗限值标准不断强化、电动化和轻量化开发加快，在削减成本的压力下，供应商的收益状况备受关注

■分析中长期的中国政府零部件产业培育政策，以及新的增长方向

■剖析8家本土和8家外资汽车制造商的零部件采购战略和零部件自产体制

■汇总包括10家EV、HV零部件制造商在内的50家中国供应商的配套战略

■阐释50家欧美、日本、韩国等外资大型供应商的在华基地建设和事业战略

中国汽车产量连续2年增长450万辆，市场规模超过

1,800万辆，在中国汽车产业刷新世界纪录的同时，中国汽

车零部件产业也在快速增长。中国零部件产业对世界的影响

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世界上每生产4辆汽车中就有1辆在

中国生产，世界零部件产业的行业标准正向缺少中国就无法

制定的方向发展。

苦于发达国家市场长期停滞的外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面

对持续增长的中国市场，着手开发低成本零部件。另一方面，

中国本土零部件制造商在保持低成本优势的同时，积极提高产

品性能和品质、并通过强化产学研合作以掌握新技术，准备与

外资零部件制造商展开正面交锋。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在

鼓励低油耗发动机、多档手动变速器、DCT等重要零部件产

业进一步发展的同时，还积极培育EV、HV等发展所必需的电

动化零部件产业基础，力争在新一代技术领域确立中国汽车

零部件产业的竞争优势。

本调查报告书分析了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现状、面临

的课题，以及主要零部件制造商的经营动向，是一本了解相

关产业构成和竞争焦点所不可或缺的报告，相信会成为您在

日新月异的中国市场上制定事业战略的重要参考资料。

希望您通过此介绍对本书有所了解，欢迎订阅本报告。

【中国  汽车零部件产业的趋势分析】

趋势 目的 具体事例

中国汽车制造商加强零部件自制事业的重组、整合

中国汽车制造商收购海外零部件制造商的经营资产

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收购海外制造商

外资系供应商和中国汽车制造商成立合资事业

民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上市

成立EV等新能源汽车开发团体

风险资本进军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领域

大型零部件供应商进军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领域

贸易摩擦

外资系供应商针对中国市场投放低价格产品

外资系供应商和中国供应商成立合资事业

共同开发新材料

引进新的制造工艺

强化核心零部件的自制

强化核心零部件的自制

取得核心技术

提高核心零部件技术水平和获得配套渠道

强化融资能力

强化合作团体的产品开发能力

在潜力领域开拓商机

开拓新的事业领域

开拓海外市场

开拓中国市场

引进先进技术

新技术的应用·开发

提高产品附加价值

・上汽对旗下零部件事业进行重组，成立了华域汽车（2009年）
・东风汽车零部件收购了东风电子科技65%的股份（2010年）

・吉利收购了澳洲AT制造商DSI (2009年)
・比亚迪收购了荻原的馆林工厂 (2010年)
・北汽收购了瑞典的MT制造商WEIGL (2011年)

・太平洋世纪收购了转向系统制造商Nexteer (2010年)

・万都和吉利合资成立了底盘・制动器生产基地（2011年）

・万里扬变速器实现上市（2010年）
・兴民钢圈实现上市（2010年）
・中原内配实现上市 (2010年)

・北京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2009年成立。成员包括盟固利、采埃孚等）
・广东电动汽车产学研创新联盟（2009年成立｡成员包括博捷电机等）

・青岛海霸能源投建10亿规模的锂离子电池工厂 (2010年)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建设了日产20万Ah的锂离子电池工厂（2010年）

・万向集团与美国ENER1合资在浙江省建立了EV用锂离子电池的生产基地（2011年）

・美国对中国产轮胎提出了反倾销诉讼（2010年中国败诉）
・欧美对中国产铝合金轮毂征收反倾销税（2010年）

・采埃孚（ZF）针对中国的中型商用车开发出了低价格手动变速器（2007年）

・佛吉亚（Faurecia）与宁波华众塑料制品合资成立了塑料外饰零部件的生产基地（2011年）

・中石化和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就合作开发轻量化的树脂原材料达成一致（2010年）

・宝钢成立汽车零部件热冲压生产体制（2009年）
・Gestamp在华新建零部件的热冲压和锻造工厂。
・蒂森克虏伯（ThyssenKrupp）、宝钢加强激光焊接钢板事业。

（根据各种报道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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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南车时代电动车:拥有电动化零部件和新能源客车事业，
接受曙光集团增资以进一步扩大事业领域

湖南南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车时代电动车)是由中国铁路车辆制造商·南车集

团成立的汽车电动化关键零部件制造商。公司除了

利用在铁路交通领域积累的技术生产电机等关键零

部件外，还生产混合动力公交等整车产品。

南车时代电动车于2008年建成了年产混合动力

公交3,000辆、电机等关键零部件1万套的产能之

后，相继从北京奥运、地方政府·湖南省、国家电

网等处获得整车、电机相关零部件等的订单。截至

2010年末，公司除在湖南省长沙市、株洲市、湘潭

市、云南省昆明市、天津市等地销售800余辆节能和

新能源客车外，还向整车制造商提供电机和充电器

等关键零部件2,000台(套)。2011年1月从辽宁曙光集

团股份获得增资之后，新能源客车的年产能力提高

至1万辆以上，电机等关键零部件的年产能力提高至

2万套，并宣布计划到2015年营业收入达到50亿元。

【南车时代电动车　公司概要】

(根据南车时代电动车公布资料等制作)

公 司 名 湖南南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Nunan CSR Times Electric Vehicle Co., Ltd.)

所 在 地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粟雨工业园 成立时间 2007年7月 注册资本 3.4亿元

出资比率 中国南车集团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50.36%、丹东黄海(曙光集团旗下企业) 35.71%

员工人数 截至2010年6月，员工数325人，其中，研究生学历占6.2%。35岁以下占77.9%、36～45岁占20.6%、45～50岁占1.5%。高管成员7人。

主要产品
电动汽车(并联式/串联式混合动力城市客车、无轨电车、纯电动客车、插电式电动客车)、核心零部件(永磁电机、异步牵引电机、电机控制
器、智能充电机、减速箱、DC/DC变换器、整车控制器、电池管理系统等)

核心技术
电动客车整车集成技术、②大、中型车辆的纯电动、无轨电车、混合动力电气系统集成技术、③串/并联混合动力系统技术、④车用驱动电机
系统技术、⑤车载能源（锂电池、镍氢电池、超级电容等）应用技术、⑥电动汽车网络控制技术、⑦电动汽车车载和地面充电机技术、⑧电
动汽车辅助系统（转向系、制动系、高低压转换电源等）集成技术 。

配套厂商 宇通汽车、中通客车、安凯汽车、青年客车、扬州亚星、丹东黄河等

备 注
2002年初将在轨道交通领域长期积累的核心技术（电机及其控制技术、变流技术、网络控制技术等），拓展到电动汽车领域，先后承担了国家 
863电动汽车重大专项课题十余项。
2009年12月末总资产为3亿7,314万元，净资产为1亿6,685万元。 

【南车时代电动车　事业动向(2008年5月以后)】

概要 详情

产
能

产能建设

2008年5月，年产混合动力公交客车3,000辆、电机等关键零部件1万套的新基地1期工程投产。 
建筑面积3.2万 - ㎡，其中整车厂房2.5万㎡、综合实验室和零部件车间7,000㎡。

该基地总投资7.2亿元，2007年8月开工。占地面积19.2万 - ㎡。

2011年1月，接受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增资，并宣布计划在2011年内将客车年产能力提高至5,000辆。 -

将来，3期工程计划将新能源客车整车年产能力提高至1万辆以上，电机驱动系统等关键零部件年产能力提高至2万套。预计2015年营业 -

收入可达50亿元。

产
品

新产品

发布

2010年11月，在第25届国际电动车大会上展出5款客车、12种电动化关键零部件。 
5款客车整车产品为12m串联混合动力客车“金色时代”TEG 6129 SHEV、12ｍ并联AMT混合动力客车“绿动华夏”TEG  -

6127PHEV、10m串并联混合动力客车“梦幻湘江”TEG 6102PHEV、12m纯电动客车“浴火凤凰”TEG 6120EV、7.5m纯电动商务客车

“和谐中华”TEG 6750EV。

业
绩

业绩增长
2010年4月，有报道预计2010年营业收入为5.8亿元、利润为5,800万元。 

同时有报道说，预计2011年营业收入7.6亿元、利润8,000万元、2012年营业收入9.2亿元、利润1亿元。 -

配
套

实际销量

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供应50套在奥运村中心区域运行的纯电动客车和燃料电池客车等电气系统、50套电池管理系统、240台充电机。 
在北京奥运期间，为北京公交公司提供420套无轨电车用电机驱动系统。 -

2008年6月，与湖南省株洲市公交总公司签订了140辆混合动力公交车(串并联式)采购协议。 
2009年4月，与湖南省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公交公司签订了500辆混合动力客车采购协议。 
2010年12月，向国家电网宁夏电力公司提供电力服务用电动轻型客车，有报道说公司的电动轻型客车产品在国家电网市场的占有率近90%， 
销售收入累计达到3,700万元。

2010年12月，接到天津市公交公司的5辆混合动力客车“TEG6102PHEV”的订单。 

2010年11月，为广州亚运会提供20套纯电力系统、100台充电机、4台应急充电机，总价值约5,000万元。 

截至2010年末，在湖南省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云南省昆明市、天津市等地销售节能和新能源客车800余辆。向其他整车制造商提供电 
机、充电器等关键零部件2,000台(套)。

800辆新能源车的试行里程合计4,000万 - ㎞以上。

获得订单 2010年，先后获得上海世博园区150多套各类型电动汽车用电传动系统、250多台电动汽车用充电机的订单。订单总额5,000万元。 

合
作

与整车制

造商的合

作

2011年1月，母公司中国南车集团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与辽宁曙光集团股份签署合资合作协议。 
母公司中国南车集团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和辽宁曙光集团股份分别向南车时代电动车增资1.37亿元和6,314万元，使注册资本从1.6亿 -

元增至3亿3,844万元，出资比例为中国南车集团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50.36%、丹东黄海(曙光集团旗下企业)35.71%、其他13.93%。

参考：2007年7月南车时代电动车成立之初的出资比例为中国南车集团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63.6%、湘江产业投资20%、三一集团5%、湖 -

南省高新创业投资发展2.5%、清华科威国际技术转移(清华大学旗下企业)0.4%、杨首一(个人)7%、邓鹏图0.9%、陈全世0.6%。在辽宁曙

光集团股份出资之前，出资比例为中国南车集团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71.6%、其他4家(人)28.4%。

同时，母公司中国南车集团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投资1亿2,658万元，向辽宁曙光集团股份的常州基地“常州黄海”增资，出资比例为中国 -

南车集团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34%、丹东黄海和辽宁曙光集团股份66%。公司改名为常州黄海南车汽车股份。

(根据南车时代电动车公布资料及各种报道制作)

新增投资不断增加的背景下，综评中
国系电动化零部件供应商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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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博世：向本土系制造商配套低价产品，
致力于发展电驱动力总成和安全技术

德国大型零部件制造商博世(Bosch)早在1909年

就在上海成立了亚洲地区首个贸易事务所，2009年

10月迎来进入中国市场100周年。截至2010年12月、

博世已经将汽车、工业机械、消费品与建筑相关3大

业务全部引入中国市场，合计设立47个事业基地，

员工人数超过2万人。

受欧美经济减速影响，该公司的2009年合并营

业额同比减少15%，在此情况下，中国营业额实现同

比增加21%。因此，博世制定了到2015年时，将以中

国为中心的亚太地区业绩占总销售额的比例从2009

年的20%提升至30%的目标。为达成上述目标，该公

司计划加强推出符合本地需求的产品、强化今后需

求有望增长的安全设备领域的技术支持，以提升在

华事业的收益规模。

博世为提升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规模，正在加

紧开发满足本地需求的产品。在2009年4月的上海车

展上，该公司展示了配套中国低价乘用车·轻型商

用车的蓄压式燃料喷射系统CRS1.3，之后对该产品

<事业目标·战略>
计划到2015年时，将亚太地区(含中国)的总销售额比例提高到占集团整 

体的30%。

2009年,亚太地区的销售额为732亿元(占整体的20%)。其中，中国为 -

274亿元，占37.4%、仅次于德国、美国为第3大市场。

<事业现状>
涉及事业部门：汽车、工业机械、消费品与建筑相关(全部事业) 

汽车10大领域：汽油系统、柴油系统、底盘制动系统、底盘控制系统、电 

驱系统、起动机&发电机、汽车多媒体、汽车电子、转向系统、汽车维修

零部件事业

集团公司：47家 

其中，全资子公司35家、合资公司12家。 -

营业额：274亿元(2009年合并、同比增21%、出口占总销售额比例10%) 

其中汽车事业为169亿元、占整体的事业比例为62% -

投资总额：1.6亿欧元(2009年) 

主要投资领域为电驱动力总成事业 -

员工数量：2万1214人 

<R&D体制>
2010年10月，在江苏省东海市成立技术中心。 

截至2010年12月、形成5个R&D基地、2条测试跑道。 

<维修网点体制>
截至2010年8月、在中国拥有维修网点超过800个。 

<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在2009年4月的上海车展上展出了为配套中国低价车而开发的蓄压式燃 

料喷射系统CRS1.3。

2010年6月，在中国苏州工厂开始生产低成本车用安全气囊控制单元 

“AB Light”。最初的配套厂商为东风汽车。面向中国、印度、巴西等新

兴国市场而设立。

<电驱动力总成事业>

▽中长期战略
预计中国市场对EV/HV需求将增加，于2009年11月公布了加强开发EV/ 

HV动力总成系统的方针。

▽电动驱动动力总成事业部
2009年12月，几乎与博世总部同时，联合汽车电子设立了EV/HV驱 

动·车身电子控制事业部。

博世CEOFranz Fehrenbach公布推进在中国的混合动力驱动开发 -

计划。

该部门开始由30人组成，计划到2011年在本地招聘100人以上。 -

在博世总部，计划于2010年以后向该领域的研发每年投入4亿欧元。 -

截至2010年7月的员工人数为800人。

▽产品推出计划
力争在2012年内实现IMG(I nt e g r a t e d Mot or G ene r a t or)与 

SMG(Separate Motor Generator)的本地化生产。

IMG为同轴式电动机，主要用作轻度混合动力系统的起动机。 -

：2010年6月，博世总部量产了用于IMG的油电混合动力总成、配套 

VW Touareg/Porsche Cayenne S的HV。

SMG为分离式电动机，因为比IMG尺寸更小、重量更轻，配套EV。 -

▽技术结构
在2010年11月深圳EVS 25上，联合汽车电子展出了电驱/油电混合驱动 

解决方案。

储能装置：驱动电池(与韩国SB Limotive合作) -

驱动装置：IMG(用于HV) -

控制装置：PEU(DC/DC变频) -

其他：eAD (采用SMG的电驱车桥装置，用于EV)、 ABS/ESP�、 -

RBS(能源再生制动系统)、eDCT(电驱双离合变速器)、充电器(用于EV)。

(根据博世公布资料，各种报道制作)

【博世　在华事业动向（截至2010年12月）】

【博世　在华R&D基地概要（截至2010年12月）】

(根据博世公布资料，各种报道制作)

基地名称 所在地 设立日期 出资比例 备注

技
术
中
心

博世技术中心(苏
州)

江苏省
苏州市

1995年
4月

博世
100%

担任底盘系统和制动、底盘系统控制、汽车电子事业的开发。主要开发领域是ABS/ESP  ®等
汽车安全技术。

联合汽车电子有限
公司技术中心

上海市 1997年
联合汽车电
子100% (博
世 51%、
中联电子
49%)

博世与中联电子各持股50%的联合汽车电子的R&D基地。 
投资额1,800万欧元，旨在强化面向中国制造商生产小型乘用车的EMS的应用与开发体制。推 
进汽油发动机电子控制技术的研发。
引进欧 3/4标准检测设备。 

重庆市
2006年
5月

联合汽车电子(有)旗下的汽车、摩托车用电子喷射系统开发基地。 

无锡博世柴油技术
中心

江苏省
无锡市

2005年
11月

博世
100%

主要进行柴油发动机的电控技术、机械控制技术的研发。 
投资总额5,000万欧元，设有发动机/底盘的动态检测与尾气检测设备。 

长沙技术中心*
湖南省
长沙市

预定
2012年

博世
100%

2010年8月、博世与当地政府就在湖南省长沙市新建生产开发基地达成一致。占地面积(含工 
厂)3万㎡,投资总额2.4亿元。预定2012年完工。
开发汽车用电子驱动系统，起动机，发动机等。开发人员预定150人左右。 

测
试
跑
道

博世(呼伦贝尔)
汽车测试技术中心

内蒙
2008年

11
博世
100%

2009年11月开始生产。1期投资额1.5亿元。占地面积：湖面测试区域132万  ㎡、陆地测试区域
54万㎡、主要提供ABS、ESP、TCS匹配测试服务。

博世(东海)汽车测
试技术中心

江苏省
东海县

预定
2012年

博世
100%

2010年10月成立，投资总额3.6亿元，占地面积约100万  ㎡，预定2012年投产。
针对本土市场，进行以ABS/ESP  ®等汽车安全技术的开发支持与夏季测试。

详细报告世界零部件供应商的
中国战略调整动向

摘自《第4章    中国10家主要电动化零部件制造商的经营概况》 摘自《第5章    世界50家主要零部件制造商的中国事业动向》

2011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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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现状和焦点

实绩 预测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乘用车

年产能 205 236 304 420 499 653 723 873 1,032 1,193 1,400 1,594 2,162 2,433 2,506 2,773 2,855 2,925 3,127 3,117 3,203 

生产规模 60 70 110 207 251 313 430 538 568 838 1,136 1,375 1,581 1,771 1,913 2,066 2,231 2,410 2,602 2,811 3,036 

平均投产率 29% 30% 36% 49% 50% 48% 60% 62% 55% 70% 81% 86% 73% 73% 76% 75% 78% 82% 83% 90% 95%

微型车

年产能 51 53 53 67 72 83 98 139 175 175 255 350 461 501 526 541 551 566 566 566 586 

生产规模 55 62 80 82 97 105 123 130 142 253 315 366 410 446 487 530 578 613 650 688 730 

平均投产率 107% 117% 151% 123% 135% 126% 125% 93% 81% 144% 124% 104% 89% 89% 92% 98% 105% 108% 115% 122% 125%

轻型商用车

年产能 136 137 142 157 162 168 168 173 193 207 286 292 347 376 402 412 418 418 418 418 428 

生产规模 64 63 89 108 94 103 114 136 139 185 226 257 273 289 307 325 345 365 387 410 435 

平均投产率 47% 46% 63% 69% 58% 61% 68% 79% 72% 89% 79% 88% 79% 77% 76% 79% 82% 87% 93% 98% 102%

中重型货车

年产能 63 66 66 76 81 95 103 104 113 130 146 189 209 247 262 306 316 340 342 342 382 

生产规模 24 31 42 40 55 42 51 72 74 91 133 145 158 167 176 184 221 215 221 228 234 

平均投产率 38% 48% 64% 53% 69% 45% 49% 70% 66% 70% 91% 77% 75% 68% 67% 60% 70% 63% 65% 67% 61%

中大型客车

年产能 17 17 18 20 22 24 26 28 28 36 41 43 49 52 52 62 62 62 62 62 62 

生产规模 4 8 8 7 9 9 10 12 12 13 16 18 19 21 22 24 26 28 30 33 36 

平均投产率 26% 45% 44% 36% 42% 38% 39% 43% 43% 36% 40% 41% 39% 40% 43% 39% 42% 45% 49% 53% 57%

汽车整体

年产能 471 508 581 739 835 1,022 1,118 1,316 1,540 1,740 2,127 2,467 3,228 3,609 3,748 4,094 4,202 4,311 4,515 4,505 4,661 

生产规模 207 235 329 444 507 572 728 888 935 1,379 1,826 2,161 2,441 2,695 2,904 3,130 3,401 3,630 3,891 4,170 4,470 

平均投产率 44% 46% 57% 60% 61% 56% 65% 68% 61% 79% 86% 88% 76% 75% 77% 76% 81% 84% 86% 93% 96%

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在2009年以后国内汽车

生产规模高居全球首位的背景下，销售额在2009

年达到5,700亿元(=约8兆5,000亿日元，根据

CATARC对2,514家公司的统计)，扩大至10年前

的约9.7倍。鉴于中国超过13亿的人口规模及未来

经济的继续发展，汽车的年需求规模在2010年增

至1,800万辆、2011年超过2,100万辆已经没有悬

念。预计到2020年时，汽车需要将超过3,500万

辆，而根据FOURIN的统计，中国的汽车年产能

在2020年将增至约4,500万辆。

因此，对于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来说，未来

能否建成可配套4,000万辆整车的零部件生产体制

成为今后课题，如果不能实现规模的扩大，将直

接导致市场份额的下滑。

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为了掌握决定未来

发展关键的战略技术，2009年以后中国系企业

开始积极推进对国内经营资源的重组、整合，以

获取生产技术和配套渠道。传统观点认为，中国

零部件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在培育实力雄厚的

零部件供应商方面相对落后，无法与后者进行竞

【中国　汽车年产能和投产率的推移（2000～2010年实绩、2011～2020年预测）】

1. 汽车零部件产业：面向2020年不断扩张的产业规模，
有望造就“中国标准”

(FOURIN)

商  机
2,000万辆的国内市场规模和超过10%的年增长率 

占全球汽车生产规模4成的中国市场有望成为新的标准 

低成本生产技术的积累和扩大国内外市场的机会 

IT、家电等其他行业的实力企业进军汽车零部件行业 

利用轴承、齿轮等庞大的生产规模实现的低成本产业基础 

新材料的投入使用和广泛运用为产品开发提供了更多可能 

随着中国供应商实力增强，进出口·全球采购活动将更加活跃 

进一步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体系 

形成涵盖制造、回收·再制造的广泛价值链 

随着中国能源结构的优化，零部件产业的商机扩大 

课  题
随着整车产能的快速增强，亟需提高零部件供应能力 

针对大型汽车制造商加强零部件自制比率的应对措施 

针对中型汽车制造商确立对外采购方针的应对措施 

传统内燃机汽车的系统零部件供给能力的不足 

EV、HEV/PHEV的核心零部件供给能力的不足 

在出口领域，减少贸易摩擦、倾销指控 

必须持续强化品质管理水平 

形成可与博世竞争的中国民族系大型零部件供应商 

从量的增长向高附加值产品的增长转变 

　（FOURIN)

【中国　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商机和课题】

(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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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关联动向

总体采购 在2015年前，强化国内零部件采购体制，采购规模达到1,500亿元（包含合资基地）。 

采购体制

2010年2月，面向上汽通用五菱乘用车品牌“宝骏”配套零部件的供应商产业园在广西柳州河西工业园区开工建设。 

该工业园区面向上汽通用五菱的乘用车项目供应零部件、提供物流支持。 -

该乘用车零部件生产项目占地面积约139.6万 - ㎡，预计投资总额为43.5亿元。业务内容包含配套上汽通用五菱的发动机等核心

零部件的生产，整车及零部件的物流。

初期将有19家来自国内外的乘用车及发动机的配套供应商进驻，之后预计将有数十家落户此地（该公司总经理沈阳）。 -

零部件出口 截至2011年1月，已经从中国出口相关零部件，在英国基地试生产MG6，预计2011年上半年开始批量生产。 

零部件事业整合
2009年3月，上汽集团将旗下23家零部件制造商与原巴士股份进行了资产互换，华域汽车旗下零部件事业完成上市，并将上市公司 

名称变更为华域汽车。

印度发动机工厂投产 2010年11月，上汽参与投资的通用India旗下配套轻型乘用车的发动机工厂投产。投资额为2.3亿美元，初期年产能为16万台。 

合资生产蓄电池

2009年12月，与磷酸锂蓄电池供应商美国A123 Systems 以51:49（注册资本950万美元）的出资比率成立合资公司。 

新公司上海捷新动力电池系统（ATBS、Shanghai Advanced Traction Battery Systems）主要进行汽车用蓄电池共同开 -

发、生产、销售、售后服务。该公司优先向上海汽车及其独资子公司制造的HEV、EV提供蓄电池模块。

计划在2012年建成年产蓄电池模块6,000万套的产能，并开始生产。 -

2010年9月，有报道称正在研究与博世、三星 SDI的蓄电池合资生产事宜。 

开发电动化技术

2009年1月，上汽集团（90%）、上海汽车集团股份（10%）共同出资（投资额6亿元）在张江高科技园成立上海捷能汽车技术有限公 

司。主要承担混合动力系统和EV用动力总成的自主研发任务。

2010年11月，与通用签署战略合资备忘录，将在新能源汽车技术及新一代车型开发等核心技术领域加强合作。 

共同研发战略零部件

2010年8月，上海汽车集团股份与通用就小型乘用车用发动机及干式DCT的共同研发，签署了协议。 

生产1.0～1.5 - ℓ新型汽油发动机，采用直喷、增压技术。油耗及CO2排放量均将实现降低20%以上。

在通用底特律总部、PATAC、上汽技术中心进行研发，2家公司共享研发产品的知识产权。 -

计划3年内发布新产品。 -

预计装配在通用面向全球市场开发的轻型车上。首先供应中国，将来面向全球生产（1.4 - ℓ直喷式涡轮的后续机种）。

轻量化钢材技术
2010年9月，上海汽车集团股份与宝山钢铁签署“汽车用钢轻量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成立上汽-宝钢汽车用钢联合实验室。 -

 1. 上汽集团：整合旗下零部件事业的同时，
与通用在零部件领域深化合作以提升产品竞争力

上汽集团通过推动旗下专注于零部件业务的华

域汽车于2009年3月上市，强化零部件事业的资金筹

措能力的同时，在产品开发方面加快推动DCT、电

动化、轻量化等有助提高燃油效率的技术研发·实

用化进程。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关键零部件在海外

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扩大集团海外事业，上汽集

团与通用在轻型乘用车用动力总成的研发领域建立

了合作关系。

随着上汽集团在荣威、名爵(MG)、五菱的基础

上推出新的乘用车品牌“宝骏”，2012年2月，配套

上汽通用五菱乘用车的零部件供应商产业园在广西

柳州河西工业园区开工建设。该产业园初期将引进

国内外19家乘用车及发动机供应商，之后还将陆续

有数十家供应商进驻。另外，由于新设立的宝骏品

牌是基于通用技术，势必将从上海通用及其供应商

处采购大量零部件，进而有助于集团在零部件采购

中发挥规模效应。

在电子零部件方面，上汽集团于2009年1月成立了

自主研发HV、EV用动力总成的上海捷能汽车技术有

限公司。除此之外，2009年12月与获得美国政府拨款

支持的A123 Systems合作成立了锂离子电池合资公

司，致力于掌握电动化零件技术、实现集团内配套。

【上汽集团　采购动向（2009年3月～2011年1月）】

(根据各种报道制作)

【上汽集团　供应商事业动向】

(根据各种报道制作)

基地 领域 详细

上海汽车变速器 DCT
2010年5月，开始建设年产能为500万台的变速器新工厂，投产后，预计原工厂将迁址至此。 

初期计划向双离合器变速器(DCT)领域投资6亿5,650万元，达到12.5万台年产能，2015年投产。 -

上汽马瑞利动力总成 变速器零部件

年产能是30万套。2010年6月，开始生产马涅蒂·马瑞利(Magneti Marelli)的AMT“Freechoice”用液压件。 
年产能为30万套。

该公司是2009年1月，由上海汽车变速器和马涅蒂·马瑞利对半出资成立。 -

华域汽车

合资销售公司 2010年10月，与大陆集团(出资51%)成立制动系零部件的销售公司，具备研发能力。 

成立驱动电机

生产基地

2010年12月，与贵州航天工业(出资40%)签署以合资的形式成立驱动用电机生产基地的协议。2015年将具备9 
万台的年产能。

并入旗下
2010年12月，宣布计划将上汽集团的上海圣德曼铸造(铸造部件、模具)、上海萨克斯动力总成部件系统(AT用 
转矩、离合器等)、上海幸福摩托车(制动缸、泵、发动机、变速器等)并入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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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中国40家主要零部件制造商的经营概况

 1. 北京海纳川：降低对北汽集团的依赖度，
2015年推动主力产品向模块化组件转换

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海纳川)是北京汽车集团旗下的内外饰件供应商，

自2008年1月成立以来，主要配套北京汽车集团内部

的整车制造商，销售额由最初的43亿元扩大至2010

年的90亿元(预计)，实现快速发展。在此基础上，

北京海纳川提出到2015年时，销售额达到300亿元

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该公司计划调整一直以

来过度依赖集团内部采购的现状，制定了集团内部

50%(截至2010年末为60～70%)、集团外国内30%、

海外20%的配套计划。

另一方面，北京海纳川还制定了产品模块化等

产品战略。2010年4～5月宣布，考虑成立生产底盘

模块的子公司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模

块系统分公司和生产汽车座舱模块的子公司北京海

纳川延锋汽车模块系统有限公司，真正开始实施产

品的模块化，力争提高产品制造能力。

2010年9月，北京海纳川在零部件展上推出10个

以上模块化产品，进而充实了产品线。但是中国汽

车工业协会副会长董扬指出动力总成等核心零部件

欠缺，将是今后待解决的课题之一。

▽公司概要
公司名称：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所 在 地：北京市 

成    立：2008年1月 

出资比率：北京汽车工业集团60%、其他40% 

主要产品：座舱内饰系统、外饰系统、热交换系统、电子控制系统、底盘 

系统、发动机等 

子公司数：28家 

其中、外资合资公司11家、国内合资公司9家、其他8家 -

生产基地：北京大兴、顺义、密云、湖南株洲等12个(最初)～30个、总占 

地面积为200万㎡ (截至2010年末)。 

主要配套厂商：北京汽车集团(销售额的60～70%)、中国一汽集团、上海 

汽车集团、中国长安集团、华晨汽车、江淮汽车、奇瑞汽车、陕西汽车、

长城汽车、中国重汽等20家以上。

2015年销售目标：力争年销售额300亿元。其中、集团内部50%、集团 -

外部国内30%、海外20%。

▽沿革·动向
2007年8月，北京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与北京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就共 

同成立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事宜签署协议。

2007年10月，与江南模塑集团就共同成立北京北模塑科技有限公司事宜 

签署协议。

2007年12月，与美国李尔(Lear)就共同成立北京北汽李尔汽车电子电器 

有限公司事宜签署协议。

2008年1月，成立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08年9月，开始施工建设海纳川北京大兴生产基地。 

2008年10月，与博格华纳动力传动系统有限公司就引进新产品签署协议。 

2008年11月，与长城汽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09年6月，与美国天纳克(Tenneco)签署排气系统的生产合作协议。截 

至2011年1月，进度不详。

2010年1月，与湖北坑恒隆集团、深圳航盛电子股份、南京协众空调集 

团、山东板簧制造、株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签署合作协议。为引进动

力转向产品、汽车电子产品、豪华车空调产品、空气悬架等产品，在湖南

省株洲市购买了20万㎡的土地。

2010年4月，与延锋伟世通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就共同成立北京海纳 

川延锋汽车模块系统有限公司事宜签署备忘录。

2010年5月，决定成立子公司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模块系 

统分公司。主要从事前底盘模块、后悬模块、冷却模块、车轮总成模块、

前保险杠模块、后保险杠模块、排气系统模块的研发和产销。

占地面积约4万  ㎡，建筑面积3.2万㎡。

主要配套厂商为北京汽车、北京奔驰、北汽集团南方基地、北京现 -

代等。

2010年6月，与包头北奔重型汽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10年9月，开始施工建设株洲汽车零部件基地。 

2010年10月，参加了“十二·五”计划研究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 

车工程协会、业界专家、北汽集团管理层等。

2010年12月，获得全国百家优秀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奖。 

▽旗下主要模块子公司
底盘模块：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模块系统分公司 

座舱模块：北京海纳川延锋汽车模块系统有限公司 

(根据北京海纳川公布资料、各种报道制作)

【北京海纳川　公司概要·事业内容及目标（截至2011年1月）】

【北京海纳川　经营业绩（2008～2010年）】

（根据北京海纳川公布资料制作)

财务指标 2008年 2009年 2010年展望 （同比）

销售额(亿元) 43 57 90 57.9%

【北京海纳川　经营动向（截至2011年1月）】

（根据北京海纳川公布资料、各种报道制作)

领域 详细

目标

2010年11月，北京海纳川“十二·五”规划研讨会开幕，制定了“十二·五”期间集团化、国际化、品牌化的发展战略。 
5任务：产品模块化、资源国际化、企业规模化、基地网络化、融资多样化。 -
5体制：研发、采购、生产、市场、人才。 -
5转换：由零部件供应商转变为集成供应商、由投资型经营转变为主业型经营、由一般公司转变为公众公司、由规模型企业转变为效益型 -
企业、由外延型增长转变为内涵型增长。
“十二·五”重点课题：研发动力总成等核心零部件（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会长董扬指出） -
旨在“十二·五”完成上市。 -

能力增强
2010年9月，开始在湖南省株洲市施工建设新的零部件生产基地。计划配套北汽控股株洲基地。 

投资总额为5.5亿元。1期工程建筑面积3万 - ㎡，2期工程建筑面积7万㎡。

博览会
2010年9月，在中国国际汽车零部件博览会上展示了冷却系统、排气系统、内饰系统、外饰系统等10种模块化零部件。发布了转向系统、驱动 
系统、汽车空调、汽车电子等新产品。

样 本 页
样 本 页

样 本 页

分析支撑了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
零部件产业竞争力

分析国内外8家主要汽车制造商包
括电动化在内的采购战略

日渐激烈的配套竞争中，分析中
国系供应商的最新技术动向

摘自《第1章    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现状和焦点》 摘自 《第2章    主要汽车制造商的中国采购方针及动向》 摘自《第3章    中国40家主要零部件制造商的经营概况》

第1章  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现状和焦点 .........................................................1
1. 汽车零部件产业：面向2020年不断扩张的产业规模，有望造就“中国标准” ........................2
2. 特辑：支撑全球最大汽车生产国的中国零部件产业，面向新竞争时代追求规模化+低成本化 ..........8
3. 零部件产业政策：支持传统零部件领域的技术开发，注重培育电动化零部件技术 ..................16
4. 电动化零部件采购：中国系制造商积极加入，
                                 产业集约度较低致使供应商的收益能力面临考验 ...............18
5. 中国零部件进出口：从2009年的出口剧减中复苏，出口激增恐带来贸易摩擦增多 ...................24
6. 零部件生产集中度分析：外资系坚守系统性部件和高端原材料，
                                 中国系积极提高装备零部件的集约度 .........................42

第2章  主要汽车制造商的中国采购方针及动向 ....................................................79
1. 上汽集团：整合旗下零部件事业的同时，与通用在零部件领域深化合作以提升产品竞争力 ...........80
2. 中国一汽：降低物流成本以提高本土采购率，通过一汽富奥的上市重组零部件事业 .................81
3. 东风汽车：调整商用车采购体系的同时，整合旗下零部件基地提高事业效率 .......................82
4. 中国长安：与中航集团整合后巩固了共同采购方针，但零部件的事业重组遇阻 .....................83
5. 奇瑞汽车：为达到2015年销售5万辆新能源汽车的目标，加紧构建相关供应链 ......................84
6. 比亚迪：零部件自制率提高至70%，通过装配自产全铝发动机实现轻量化 .........................85
7. 吉利汽车：收购沃尔沃后即将正式进军海外市场，加速构建海外供应链 ..........................86
8. 长城汽车：为建成2015年200万辆的生产体制，增强天津、河北2处基地的零部件产能 ...............87
9. 大众：力争100%的本地采购率，与本土电池制造商探讨EV业务合作 ...............................88
10. 标致雪铁龙：推进本地采购与新型发动机引进，利用现有开发基地展开新能源车战略 .............89
11. 通用：与上汽集团合作推进新能源汽车事业，合资基地增强关键零部件产能 .....................90
12. 福特/马自达：为了扩大本地采购，强化发动机生产、发展中部地区的零部件事业 ..................91
13. 丰田：力争2013年削减3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并扩大在华零件采购 .............................92
14. 本田：以提高竞争力为目标，扩大来自参股本土制造商的采购比率、推进HV零部件国产化 ...........93
15. 日产/雷诺：增强广州工厂产能和扩大CVT采购比率，供应商加快新厂建设 ........................94
16. 现代/起亚：投建新工厂旨在2012年实现180万辆产能，本土采购率提高至9成以上 .................95

第3章  中国40家主要零部件制造商的经营概况 ...................................................97
1. 北京海纳川：降低对北汽集团的依赖度，2015年推动主力产品向模块化组件转换 ..................98
2. 滨州活塞：2010年业绩同比增长超过100%，2015年营业收入目标10亿元 ...........................99
3. 博盈投资：专注商用车车桥事业，物流成本较高等因素恐导致经营风险 .........................100
4. 旭阳集团：接受佛吉亚的注资，旨在扩大中国一汽集团以外的销路 ..............................101
5. 戴卡轮毂：预计出口低迷的背景下新增1，000万件的产能，未来加快开拓国内市场 .................102
6. 大同齿轮：被收编到中国重汽旗下，以2015年60亿元营业收入为目标加快产能建设 ................103
7. 德赛集团：全资收购西门子VDO(惠州)，强化汽车电子事业 .....................................104
8. 东方久乐：主要配套中国系制造商，加快从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的转换 ..................105

9. 东阳实业厂：大陆市场成为拉动整体增长的牵动力，2015年营业收入目标600亿台币 ................106
10. 风帆股份：以2020年100亿元营业收入为目标，加快产品构成向高附加值化、新能源应用调整 .......107
11. 福耀集团：旨在2015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玻璃供应商，投资向汽车事业倾斜 ...................108
12. 航盛电子：力争到2015年实现1，000万套的年产能，增强AV产能、新进军电动化零部件 ............109
13. 华翔集团：以旗下上市公司宁波华翔为轴心集中参与内饰事业，加速资产的收购·出售 ............110
14. 华域汽车：整合上汽集团除动力总成之外的零部件事业，旨在提高事业效率 .....................111
15. 锦恒汽车安全：出售安全气囊事业后专注于EMS事业，强化产品研发能力 ........................112
16. 俊山五菱：降低对上汽通用五菱的依赖度，进军电动改装车领域规避事业风险 ..................113
17. 凌云工业：以2015年100亿元营业收入为目标，增强产能、加快企业收购·重组等 .................114
18. 六和机械：与日美欧制造商合作以沿海部为中心进军大陆，
                                       今后向内陆地区扩展的事业动向值得关注 ...............115
19. 洛阳轴承：以2015年100亿元营业收入为目标，与NTN成立合资公司期望扩大紧凑型车配套量 .......116
20. 敏实集团：构建以日系制造商为中心的配套关系，收益水平达业界最高 .........................117
21. 南京奥特佳：取得国内汽车空调压缩机市场8成份额配套EV/HV的产品投放值得关注 ..............118
22. 青特集团：通过重视开发·品质在重型车车桥领域取得成功，新进军大型客车配套事业 ...........119
23. 瑞立集团：在国内OEM配套增加的拉动下2010年恢复正增长，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扩销值得期待 ......120
24. 三花集团：以2014年100亿元营业收入为目标，通过增强产能、收购企业等形式巩固生产体制 ......121
25. 山东金麒麟：面向海外同行的OEM生产保证了稳定收益，针对列车和飞机开发新产品 ..............122
26. 陕西汉德车桥：争取2011年销售55万根、2015年销售90万根，加快产能建设 ......................123
27. 天润曲轴：巩固重型货车用曲轴事业基础，面向中小型商用车、乘用车领域增强产能 ..............124
28. 天宝集团：与国有企业合作参与收购美国零部件资产，未来将降低对欧美市场的依赖度 ..........125
29. 万丰集团：鉴于国内轻量化需求的增加扩建产能，增强锻造铝轮毂产能 ........................126
30. 万里扬变速器：通过收购山东临工在轻型以下商用车变速器市场取得绝对优势，
                                       并将进入乘用车市场 ................................127
31. 万向集团：同时扩大海内外事业，针对国内需求增加的设备投资日益活跃 .......................128
32. 潍柴动力：以2020年销售250万台、营业收入1,000亿元为目标，专注于提高产品竞争力 .............129
33. 威孚高科技：强化与博世的合作关系，建成低成本共轨用零部件的供给体制 ....................130
34. 新风企业：计划2013年将共轨系统的年产能提高至200万个加快产能建设以扩大销量 .............131
35. 信义玻璃：国内市场的畅销带动营业收入同比增6成，致力于节能玻璃产品的开发与应用 ..........132
36. 亚普公司：针对国内外市场增强产能，旨在2015年时燃料箱销量跻身世界前三 ...................133
37. 亚太机电：针对OEM配套加快产能扩建的同时计划在售后市场扩大销量 .........................134
38. 一汽富维：一汽大众销售增长带动2010年净利率同比增5成，
                                       摆脱对集团内配套的过度依赖成为今后课题 ............135
39. 玉柴集团：以2015年实现1,000亿元的营业收入为目标， ......................................136
                                       致力于与整车制造商的合作及新能源产品的开发 .........136

40. 中原内配：专注于发动机气缸业务事业，计划在2012年前建成4,200万根的年产能 ................137
第4章  中国10家主要电动化零部件制造商的经营概况.............................................139

1. 北京中纺锐力：专注于开关磁阻电机调速系统(SRD)，建成5,000套的年产能 ......................140
2. 南车时代电动车：拥有电动化零部件和新能源客车事业，接受曙光集团增资以进一步扩大事业领域..141
3. 宁波韵升：强化钕铁硼磁铁和电机事业，通过收购日兴电机工业提高电机事业的开发能力 ..........142
4. 大洋电机：从家电用电机转向车用电机领域，积极致力于设备投资和强化开发 ....................143
5. 大郡动力：主力产品包括永磁同步电机，订单规模有限恐存在发展风险 ..........................144
6. 上海电驱动：拥有固定配套商，但成本过高恐影响订单增长 ...................................145
7. 天津力神：营业目标指向1,000亿元，加快建设20万套的锂离子电池产能 .........................146
8. 天津清源：从改装EV车转为自主开发微型EV平台，同时参与整车制造商的电动化开发 ..............147
9. 万向电动汽车：全面展开蓄电池、电机、控制系统事业，考虑并入万向钱潮旗下 ...................148
10. 温斯顿电池：凭借产品稳定性和缩短充电时间强化国内市场，与中聚雷天电池的竞争关系备受关注 ...149

第5章  世界50家主要零部件制造商的中国事业动向...............................................151
1.博世：向本土系制造商配套低价产品，致力于发展电驱动力总成和安全技术 .......................152
2. 德尔福：推进旗下业务出售整合的同时，增强全球规模最大的上海连接器事业 ...................154
3. 麦格纳：2010年起将EV事业定位为新的发展战略，考虑建设研发基地 ............................156
4. 舍弗勒：加快新基地建设，今后与大陆集团的整合动向备受瞩目 ................................158
5. 阿文美驰：出售LVS事业后2011年起专注于商用车系统，针对中国开发·投放相关产品 ..............160
6. 亚新科工业技术：被金融公司收购后重建经营体制，进一步强化柴油机事业 .....................161
7. 奥托立夫：收购德尔福中国安全带基地51%股权扩大本土事业，为削减成本推动零部件自制 .........162
8. 博格华纳：面向本土系制造商扩大涡轮增压器和DCT的销售，旨在2014前实现45%的年增长率 ........163
9. 康明斯：重新调整中国战略，加快从高端到低端产品的本土化生产 ..............................164
10. 伊顿：以混合动力系统和机械增压器为中心扩大销量，加入旨在普及EV的业界联盟 ...............165
11. 佛吉亚：收购一汽供应商长春旭阳集团的股份，加快与本土供应商的合作 .......................166
12. 辉门：2013年后将在上海研发基地开发EV零部件，同时计划强化售后市场 .......................167
13. 科德宝：加快对华投资，针对上汽、吉利、奇瑞等整车车企强化燃料电池事业 ....................168
14. 格特拉克：2012年将建成年产50万台DCT的产能，电动驱动装置的引进备受期待 ..................169
15. 吉凯恩：在配套整车车企周边新建生产基地，低成本EV/HV相关产品的开发·投放趋于活跃 ........170
16. 米其林/固特异：米其林启动14.57亿元的投资项目，固特异搬迁大连基地 .......................171
17. 海拉：厦门基地定位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用继电器生产基地，2010年以后将强化售后市场领域 .......172
18. 江森自控：加快电池生产本地化，计划2015年前建成3,000万个的电池年产能 ....................173
19. 李尔：在华培育电子电器系零部件事业，面向EV的业务扩大值得期待 ........................... 174
20. 玛涅蒂·马瑞利：与上汽合资成立的AMT基地正式投产，力争在中国小型车市场实现扩销 ...........175
21. 马勒：针对新能源汽车需求的高涨加强在华生产体制，与贝洱的合作深化值得期待 ...............176
22. 曼·胡默尔：力保双位数的年增长率，上海新基地投产、推动生产·研发的本地化 ................177

23. 天纳克：与中国一汽成立合资基地，力争面向商用车扩大排气系零部件的配套 ...................178
24. 蒂森克虏伯：缩小车身·底盘事业规模，强化原材料及车轴等核心业务 .........................179
25. 天合：2011年起推进EPS的本地化生产，获得来自4家本土系制造商的新订单 .....................180
26. 法雷奥：出售在华非核心产品基地取得进展，向北汽供应电动传动系统 .........................181
27. 伟世通：在华基地通过主导研发低价产品等，加快本地化研发 .................................182
28. 威伯科：与中国重汽及一汽解放等本土系商用车厂商强化合作，
                                      力争2014年在华营业收入增长3倍 .....................183
29. 采埃孚：2015年在华业务占合并营业额比例提升至15%，与东风等合作扩大对本土系制造商的配套 ..184
30. 爱信集团：推进本土化研发、投放低成本零部件，力争面向丰田以外制造商扩大销售 ..............185
31. 捷太格特：力争2015年在华营业收入力达到1,100亿日元，
                                       加强面向中国一汽等民族系制造商的配套体系 ...........187
32. 电装：投放成本降半的产品，旨在针对日系车企的低成本车及本土系车企实现扩销 ...............189
33. 日立集团：展开智能电网事业，旨在面向本地系制造商配套电池 ...............................191
34. 恩梯恩：与洛阳LYC成立合资公司，2015年在华营业收入目标1,000亿日元 ........................193
35. 康奈可：针对日产增强产能，通过本地化研发应对低成本零部件需求 ..........................194
36. 捷特科：2012年扩大CVT产能至73万套，开拓东风日产以外的配套市场成为中长期课题 ............195
37. 住友电工：加快线束领域的设备投资，2011年开始进军轮箍钢事业 .............................196
38. 高田：加快投资应对中国市场的增长，天津生产基地将于2011年投产 ...........................197
39. 东海理化：重启一度冻结的在华设备投资，2010年佛山基地的产能增至1.5倍 ....................198
40. 丰田合成：2010年罢工连发，2011年将增强散热器格栅等主力产品产能 .........................199
41. 丰田自动织机：建成该公司最大发动机铸造零部件生产基地，
                                       降低空气压缩机成本以争取1/3的市场份额 .............200
42. 丰田纺织：长春成立新基地、成都迁址增强产能，推动面料相关业务重组 .......................201
43. 日本电产：构建针对EV·HEV的电机销售体制，进军中国内地市场开拓本土系制造商 ...............202
44. 普利司通：增强生产研发体制，加快推进低油耗轮胎及再生轮胎业务 ...........................203
45. 矢崎总业：在福建省设立线束生产基地，力争扩大与本土系制造商的合作 .......................204
46. 现代摩比斯：针对现代汽车集团在华扩产项目增强零部件产能，还将扩大配套系列外车企 .........205
47. 万都：针对奇瑞汽车在北京基地建成EPB量产体制，面向韩美的出口基地建设取得进展 ............206
48. 韩泰轮胎/锦湖轮胎：为了扩大轮胎市场份额，均建成3,000万条产能体制 .......................207

附录数据 ...................................................................................209
1. 中国  分车种分细分车型汽车 产量·出厂量（2004～2010年） .................................210
2. 中国　分系列/品牌乘用车 产量·出厂量（1998～2010年） ....................................212
3. 中国　分制造商分车型乘用车 产量·出厂量（1998～2010年） ................................ 214
4. 中国　分集团分制造商分车种汽车 产量·出厂量（1998～2010年） .............................230
5. 中国　汽车及相关产品 进出口统计（2005～2010） ..........................................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