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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日益严格的环保及安全标准成为产业发展课题，外资加强在华本土研发争夺主导权

●剖析汽车2020年生产突破3,000万辆背景下高速发展的中国零部件产业！

为应对2020年第4阶段油耗标准，尖端及环保零部件的国产化进程提速！

收录力争通过海外兼并发展成为全球性供应商的我国本土零部件供应商！

整理汇总了148家主要零部件供应商的在华事业战略和最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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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CAAM数据制作）注：统计对象是营业收入在2,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数值为速报值。整车中含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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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第2章 分系列整车制造商的采购方针和动向》

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2015

中国汽车零部件2014年含摩托车零部件在内的营业收入突破了3万亿元。GDP增长率在2014年下行至了7.4%、

房地产价格下跌城市急剧增加等我国经济的不稳定因素恐对汽车产业产生不利影响，不过，鉴于截至2014年汽车千

人保有量仅达106辆的低水平现状，预计我国汽车产业仍存在较大发展空间，由此零部件产业的发展前景也十分令

人期待。

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对外商投资的鼓励逐渐从整车制造向关键零部件领域转移；外资供应商加大力度国产锂

离子电池、涡轮增压器、高性能变速器的同时，还积极推动与我国本土整车制造商的合作业务。我国本土零部件供

应商为了提高产品研发能力、扩大销路，则纷纷在内饰零部件和电子零部件等领域进行海外企业并购，通过引进吸

收先进技术、提高产品竞争力，与外资零部件供应商抢滩市场份额。

本调查报告整理汇总了汽车零部件产业中的基础数据，从最新的产业政策、各供应商的事业战略和经营状况等

方面入手分析了我国汽车零部件产业面临的现状和难题，并剖析了未来发展前景。由衷希望本调查报告可以为贵公

司的业务发展提供一臂之力，欢迎来电咨询并订阅本调查报告。

2014年整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3.6%至
3.4万亿元，汽车零部件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7.3%至2.9万亿元。汽车零部件和摩托
车零部件的合计营业收入达3.07万亿元，
占整体汽车产业的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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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了各系整车制造商的
零部件采购方针和采购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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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汽车产业分领域营业收入的推移(2011～2014年)与构成比比较(2011年VS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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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18个汽车零部件
领域中各主要供应商的
竞争格局和技术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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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了凭借雄厚资金和
技术实力创造商机的18家
综合性零部件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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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括了在有望达3,000万辆
的中国汽车市场推行技术革新
和扩大业务的130家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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