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轎車生產基地 

1 東南汽車：轎車、輕微型

客車、SUV、MPV等 

 

2 福建奔馳：品牌的 NCV2、

NCV3系列多功能商務車 

 

廈門：中型客車生產基地 

(a) 廈門金龍客車：大中輕型客車 

 

(b) 廈門金旅客車：大中輕型客車 

龍岩和三明： 微車生產基地 

1. 新龍馬汽車： 微客、微卡為主 

 

2. 重汽海西：載貨車為主 

福建汽車產業主要分佈圖 



4.     長安 (北京市) 

5.     北汽 (北京市) 

2.     東風 (廣東省廣州市) 

3.     一汽 (廣東省佛山市) 

4.     長安 (廣東省深圳市) 

5.     北汽 (廣東省廣州市/佛山市) 

6.     廣汽 (廣東省廣州市) 

5.     北汽 (河北省滄州市) 

8.     長城 (河北省保定市) 

1.     上汽 (江蘇省南京市/揚州/無錫市) 

2.     東風 (江蘇省鹽城市) 

4.     長安 (江蘇省南京市) 

1.     上汽 (上海市) 

1.     上汽 (重慶市) 

4.     長安 (重慶市) 

5.     北汽 (重慶市) 

1.     上汽 (湖北省武漢市) 

2.     東風 (湖北省武漢市/十堰市/襄陽市) 

5.     北汽 (安徽省合肥) 

9.     奇瑞 (安徽省蕪湖市) 

1.     上汽 (浙江省寧波) 

2.     東風 (浙江省杭州市) 

4.     長安 (浙江省杭州市) 

6.     廣汽 (浙江省杭州市/台州市) 

10.    吉利 (浙江省寧波市) 

1.     上汽 (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 

2.     東風 (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 

十大汽車生產企業 汽車生產企業 

1.     上汽 (山東省青島市/煙台市) 

2.     東風 (山東省濰坊市) 

3.     一汽 (山東省青島市) 

5.     北汽 (山東省濰坊市) 

6.     廣汽 (山東省東營市) 

1.     上汽 (湖南省長沙市) 

5.     北汽 (湖南省長沙市/株洲縣) 

6.     廣汽 (湖南省長沙市/永州市) 

1.    上汽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 

2.     東風 (河南省鄭州市) 

3.     一汽 (河南省鄭州市) 

 

3.     一汽 (四川省成都市) 

4.     長安 (江西省南昌縣) 

5.     北汽 (江西省景德鎮市/九江市) 

3.     一汽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 

4.     長安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 

3.     一汽 (吉林省長春市/吉林市) 

1.     上汽 (遼寧省瀋陽市) 

2.     東風 (遼寧省大連市) 

7.     華晨 (遼寧省瀋陽市) 

3.     一汽 (天津省天津市) 

3.     一汽 (海南省海口市) 

3.     一汽 (雲南省曲靖市) 

 

中國十大汽車生產企業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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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汽車產業關聯度高，規模效益明顯，產業鏈長，包括了機械、電子、塑膠、

橡膠等與汽車生產及消費相關的行業。從汽車產業本身來看，汽車產業鏈從上

游到下游包括設備製造、研究開發、汽車零部件、汽車整車組裝、汽車金融、

汽車銷售，以及售後服務等。因應汽車產業具備資金和技術密集的特性，所以

向來是全球各地國民經濟的重要產業之一。 

2012 年，全球經濟有復蘇跡象，世界經濟增速約為 3.2%。全球汽車產量

達到 8,185.45 萬輛，同比增長 5.2%。這些數據顯示隨著汽車產業的快速增長，

汽車相關產業已經成為全球最有增長潛力的產業群之一。 

國家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提到重點發展汽車工業，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

於 2014 年 1 月 9 日發佈的最新資料顯示，2013 年度中國汽車產銷分別為

2,211.68 萬輛和 2,198.41 萬輛，比上年分別增長 14.8%和 13.9%，產銷突破

2,000 萬輛，再次刷新全球紀錄。 

香港的汽車工業已發展多年，據統計香港從事汽配業千多間， 其中從事

汽車零部件業的有七百多家。從我們於 2013 年 10 月所做的問卷調查結果發

現，雖然中國內地的汽車業發展蓬勃，但香港大部分的汽車零部件中小企並未

有受惠其中。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企業對中國內地的汽車業市場並不熟識，

且缺乏進入內地汽車業的渠道，導致產品難以打進內地市場。 

為貫徹推動香港汽車工業發展的動力，本會在香港汽車零部件工業協會

(HKAPIA)的支持下，取得香港工業貿易署-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

場的專項基金(機構支援計劃)(以下簡稱 BUD)的資助，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以

下簡稱生產力局)全力負責，協助香港汽車零部件企業向中國內地推廣產品及服

務，開拓內銷新途徑。本指引就是此項目的成果之一。 

在此指引中，我們先利用問卷調查式瞭解香港汽車零部件業的現狀及企業

的需求，探討拓展內銷的策略; 並總結了如何通過展覽等系列活動協助企業於

中國內地推廣汽配業成果的經驗; 最後再從海量資料中經篩選、整理及分析出

來的有關中國汽車工業及試點地區-福建省汽車工業的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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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給業界，冀望業界可從中更瞭解中國整體汽車工業發展，從而佈署拓展內銷

策略。另外，本指引另闢一章特別說明進入汽車零部件供應鏈的策略，給予計

劃進入汽車零部件行業的企業參考。 

由於汽車業是屬於高門檻的工業，很多企業對汽車工業及汽車客戶的特殊

要求並不解，因此本指引重點圍繞汽車工業發展相關的資料進行描述。一般拓

展內銷指引中常見的有關設廠、稅務、內銷政策等則不包括在此。 

此指引旨在與業界分享我們的示範項目-在福建推廣香港汽車零部件製造

及服務業的經驗，給業界思考開拓中國內地汽車相關業務的策略; 亦讓企業進

一步瞭解中國整體汽車工業現狀和發展趨勢，冀望協助他們佈署拓展內銷的策

略。我們希望此指引能令更多的香港企業從中受惠，成為企業製定發展內銷策

略時有價值的參考資料，從而令更多香港企業能把握到十二。五規劃所提供的

契機，達到升級轉型、拓展內銷的目的，帶動香港整體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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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2013 年，中國的汽車產量及銷售量雙雙突破 2,000 萬輛，創下另一里程

碑，再次刷新全球紀錄。面對中國每年過千萬輛的汽車生產規模，若香港製造

商能深入此汽車零部件市場，相信所帶來的商機將無可估量。 

目前，香港汽車零部件製造商已不少於 500 家，生產的汽車零部件產品多

出口至國外車廠或相關的企業。香港產品向來以高品質及穩定見稱，但在缺少

汽車廠的環境下，影響了港商產品的認受性。而且港商亦欠缺推廣管道，難以

進入內地市場。 

今年我們通過香港特區政府工業貿易署『BUD 專項基金』資助，並在閩

港兩地政府的支持下，於 2013 年 4 月在新興汽車工業重鎮-福建省廈門市舉辦

的「2013 褔建廈門-香港周」設立了 1,200 平方米的「香港汽車工業成果展覽

館」推廣香港汽配業，藉此協助汽車零部件企業建立業務網絡、拓展內銷。我

們於展館共展出了 13 項研發成果、10 項先進生產技術以及 40 家汽車零部件

企業產品及服務。據主辦單位記錄，展覽成功吸引約 8 萬人次參觀，當中包括

閩港二地的政府官員、閩整車廠及汽車業界代表等，閩港兩地汽車零部件企業

管理者代表更利用此時機在現場作業務及技術交流。 

同期舉辦的福建整車廠考察團及業務對接會，香港的企業代表團考察了福

建的整車企業，並與企業領導坦誠交流，加深瞭解福建汽車業的發展路線規劃，

和整車廠對供應商的特殊要求；同樣地，福建的整車廠及企業亦藉此瞭解香港

在研發和生產先進汽車零部件的能力。這些資訊的交流，對於兩地產業將來擴

大合作的廣度和深度，非常有價值。通過本次活動，我們更加肯定，閩港在汽

車零部件的產業鏈上，存在許多互補優勢的空間和機會，而且對日後推動本港

汽車零部件業拓展內銷亦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是次大規模的推廣活動，得到閩港兩地領導及業界的高度評價。首次凝聚

業界力量，藉著展覽、考察及對接會等活動，使港商有機會展示能生產高增值

產品的實力。雖然開拓汽車相關的業務需時較長，我相信在不久將來，閩港、

甚至中港兩地的企業能夠深入洽談具體的合作項目，並帶來實質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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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汽車零部件工業發展現狀 1

香港沒有汽車廠，汽車製造雖然並非香港的主要行業，但實際上汽配業已在

香港發展多年。香港汽車零部件企業向來以重誠信及高可靠性見稱，在國際上享

有良好的信譽，可惜由於本土欠缺整車廠，大部分汽車零部件生產商在汽車供應

鏈中處於較下游位置。據統計，在香港從事汽配的企業有 700 多間，其中包括

500 多間汽車零部件生產商，當中亦有部分是一級供應商，直接與汽車生產商進

行交易，但更大部分是二三級或以下的汽車零部件供應商。 

 

 

圖 1-1 - 汽車零部件採購供應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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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內地的汽車業發展迅速，但其汽車業同時面對質量及誠信等問題，這些

已成為內地汽車業發展的詬病。按理而言，此環境正是香港汽車零部件企業進入

內地市場的大好良機，可惜很多中小企欠缺踏足內地汽車業市場的途徑，難以進

一步拓展業務，亦因此令企業的發展停滯不前，影響到香港汽車零部件業的發展。

在尋求開拓內銷的策略之前，我們在此篇章先行瞭解香港汽車零部件企業的現狀，

希望從中找到香港汽車零部件業發展滯後的潛在的根本原因。 

由於汽車零部件工業非香港工業主流，我們從公共平台找到的資料非常有限。

因此，為更好地深入了解香港汽車零部件業的現狀，我們除經商會及報章雜誌搜

集資料總結之外，亦邀請業界進行了問卷調查，問卷主要經由各商會及生產力局

的網絡發出。最後，我們通過訪問香港汽車零部件工業協會會長-陳漢雄先生，

進一步了解香港汽車零部件企業的發展現狀及當前面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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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汽車零部件工業發展現狀 1.1

香港汽車零部件業概況 

香港工業強於電子及電器產品、塑膠及金屬部件、模具製作，注重高生產效

率及高效益管理，擁有優良而豐富的質量管理經驗，而且與海外市場有緊密聯繫。

這些優點再配以穩固的工業基礎，因此汽車電子業的發展亦不俗。 

香港的汽車零部件工業已發展十多年，現時不少歐系和日系的汽車零部件都

是由香港製造（即所謂「貼牌生產」），只是沒有用香港企業本身的品牌，而是

打著國際的品牌。香港生產的汽車零部件已現身於不少汽車主要品牌，如奔馳、

寶馬、紳寶、富豪、標致、現代汽車、通用汽車、福特、豐田、本田、日產等車

系。由此可見，香港汽車零部件製造業無論在技術及品質管理方面，在國際汽車

採購供應鏈上已建立了良好的基礎。 

根據 2013 年香港貿發局網上資料顯示，與汽配業有關的公司有 1,372 家，

而當中有 793 家零件生產商，主要從事汽車零部件出口，從這些資料可推測他

們大部分是二、三級或以下級別的汽車零部件供應商。究其原因，我們推測主要

是因為香港沒有龐大的汽車生產行業；另一方面則是香港的製造商一般從事零部

件加工生產，而非生產汽車零部件系統或總成，因此難以進入整車廠成為一級供

應商，只能徘徊在二級或以下的供應商級別。 

香港汽車零部件出口現狀 

香港背靠中國大陸，幾乎 100%製造業商家都於中國內地設廠生產，進入內

銷市場可說是不二法門，這些亦可從香港統計處的香港整體出口數據中可見: 於

2013 年 1-11 月，香港出口到中國內地市場約為 17,795 億港元，是出口到美國

的 5 倍多，更是出口到日本的 13 倍多。香港的整體出口已以內銷為主，香港汽

車零部件工業亦應順應時勢，借著地理上的優勢打入中國內地龐大的汽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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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過往資料，香港出口多元化的汽車零部件，例如：充氣輪胎、安全玻璃、

後視鏡、門鎖、汽車座椅、汽車電池、汽車照明、防盜、導航設備、電線組、計

數器和咪錶、排氣系統及一些引擎部件等。從近年趨勢可見，香港越來越多的製

造商開發高增值的汽車零部件，並繼承香港工業一貫強項─電子業，香港製造商

生產的高端聲頻、導航設備、防盜系統等都極具競爭力。 

從政府統計處數據顯示，香港的汽車零部件出口近年維持在平穩的狀態，自

2011 年起出口總值維持在 150 億港元左右，主要市場包括美國、中國內地、日

本及德國等地，主要出口產品包括車用的音響設備、導航設備、汽車零部件、內

燃引擎零件等。根據 2013 年香港貿發局數據顯示(表格 1-1)，無線電導航設備

佔出口百分比之首，而其他電子產品如汽車收音機廣播接收器及轉數錶、計程器、

里程錶等都佔了很大部分的出口百分比，這三類電子產品(無線電導航設備、汽

車收音機廣播接收器及轉數錶、計程器、里程錶）由 2011 年起一直佔整個汽車

零部件出口約 40％，並且保持著一定的增長，可見外界對香港的電子產品有相

當大的需求。 

表格  1-1 - 香港汽車零部件出口產品表現  

資料來源：香港貿發局  

 

統計時間 2011 2012 2013 (1 月-4 月) 

  (百分比 %) 

無線電導航設備 12.50 16.80 15.40 

汽車收音機廣播接收器 14.90 15.50 11.00 

轉數錶、計程器、里程錶等 11.70 10.90 14.40 

電單車零件及附件 11.90 12.40 12.40 

汽車零件及配件 10.00 9.10 11.10 

電油引擎之部件 9.20 8.40 8.40 

柴油引擎之部件 6.00 3.60 4.30 

充氣輪胎 4.10 3.60 3.90 

汽車底盤連引擎 1.20 2.30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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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署進軍內銷市場 

從以上這些資料顯示，香港的汽車零部件業近年都維持在平穩的狀態，而在

中國內地，汽車產銷量已由 2008 年約 930 萬輛，升至 2013 年汽車產銷量分別

有約 2,200 萬輛，在短短 5 年間升幅已超過 100%。香港的汽車零部件業並沒有

隨中國內地的汽車工業增長而增長，這點值得我們思考。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預測，未來 10 至 20 年內地汽車零部

件行業配套體系將趨於完善，模塊化供貨體系將基本形成，生產集中度和核心競

爭力進一步增強，將出現一批具有自主研發能力、先進製造水準和掌握關鍵零部

件核心技術的零部件企業，產品附加值高，規模化生產能力強，成為中國汽車工

業的有力支撐。 

有專家表示，未來中國有望成為世界汽車配件的生產和製造中心。因此，世

界各地的汽車零部件巨頭已紛紛落戶中國大陸。據統計，全球排名前 100 位的

汽車配件供應商中有 70%已來華開展業務，在中國大陸進行汽車配件生產的外

資企業超過 1,200 家。如德爾福、柏格華納、江森自控、康明斯等跨國公司均在

中國設立了合資工廠，逐步提高中國市場佔有率。而動力總成系統、發動機等關

鍵汽車配件市場幾乎 100%被這些國外先進廠家壟斷。同時內地亦已有一批自主

創新能力強、產品競爭力較高的自主品牌民營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如濰

柴動力、玉柴、中策橡膠、玲瓏輪胎、中信戴卡、福耀玻璃、一汽錫柴、凌雲股

份、萬向錢潮等企業，其中前 5 家已打進 2013 國際零部件百強企業之列。 

綜合上述，我們幾乎可以說香港汽車零部件業持續發展及增長的不二法門就

是拓展內銷。同時很明顯可見，中國汽車零部件市場競爭已處於一個非常激烈的

階段，香港企業要打進此市場並非易事。但我們相信香港汽車零部件企業如果能

投放資源，先行了解市場所需，找到拓展內銷的切入點，調整公司長遠發展策略，

好好利用「香港製造」之品牌(質優及穩定) 部署，進軍內銷市場仍是有可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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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香港汽車零部業發展的問卷調查總結 1.2

  近年來中國內地的汽車業發展蓬勃，雖然香港的汽車工業已發展多年，但大

部分的汽車零部件中小企並未有受惠其中。為逹到知己知彼，在此我們利用問卷

調查瞭解香港汽車零部件業的現狀及企業的需求，從而部署拓展內銷策略。 

 問卷目的 

  為實際瞭解香港汽車零部件業的狀況，生產力局於 2013 年 10 月進行了一

個全方位的問卷調查。透過問卷調查旨在了解企業現狀及經營背景，分析和研究

企業開展或擴大內銷業務時遇到的挑戰。問卷調查的問題內容盡量不涉及公司機

密資料，而所有回收到的資料均絕對保密，只會用作制定本指引之分析及參考用

途。 

 調查設計 

  是次問卷調查通過生產力局及各商會經電子郵件向香港汽車零部件相關的

企業發出邀請，並採用了網上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最後收到約 150 份的回覆。 

 重點結果發佈 

 30%受訪的企業的汽車零部件產品主要銷往美國，27%銷往中國內地，

僅少於美國 3％，可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有待加強 

 美國  30%  

 中國內地 27%  

 歐洲  22%  

 日本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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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受訪的企業未來發展方向為拓展內銷市場，接近 30%企業計劃提

升生產技術/工藝及提升產品質量生產效率 

 拓展內銷市場   40% 

 提升生產技術/工藝  28% 

 提升產品質量生產效率 26% 

 企業轉型其他產品  6% 

 16%受訪的企業於營運中覺得最自信的是高質量產品，15%是勇於創

新精神及推廣持續改善文化。反映大部分公司十分着重質量管理，追求

持續改善 (此題可選擇多項) 

 高質量產品   16% 

 勇於創新精神  15% 

 推廣持續改善文化 15% 

 優良的管理團隊  14% 

 員工對公司有歸屬感 11% 

 先進的生產設備  11% 

 安全的生產環境  10% 

 產品多元化   8% 

 受訪企業主要供貨予 T1(34%)及 T2(24%)，亦有 17%是直接供貨予主

機市場(OEM) 。可見，大部份的香港汽車零部件企業是二級及三級的

供應商。供貨給 OEM 及 T1 市場是一件不易的事，近 50%的香港汽車

零部件企業能夠供貨給這市場，足見香港企業有足夠的能力製造優質的

汽車零部件及滿足汽車供應鏈的嚴格客戶特殊要求 

 T1  34% 

 T2  24% 

 OEM 17% 

 T3  15% 

 T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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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辦公室地點設址 

受訪公司中，有超過 80%的公司都會在香港設立辦公室，將總部設於香港，

主要負責業務管理及財務處理。 

調查中亦發現 18%的公司會選擇將辦公室設於內地，原因是為配合廠房生

產，方便作出即時的支援。 

 

 

82% 

18% 

0% 

企業辦公室地點 (公司註冊地) 

香港 中國內地 其他 

圖  1-1 - 企業的辦公室統計 (公司註冊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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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房地點設址 

調查中，將近 80%的受訪公司設廠於珠三角，如深圳、東莞、河源、惠州、

番禺等，大部分是由於早期內地勞動人口多，地方空間大，而且薪酬、物價等都

較香港便宜，故吸引他們於 80 年代尾/90 年代初於內地建立廠房。 

當中 14%港商將廠房設立於其他發展中地方，例如越南及馬來西亞，其考

慮與生產成本及主要業務對象有關。 

亦有 8%的港商將廠房設於香港，據收集到的數據顯示，於香港有廠房的公

司絕大部分員工只有少於 100 人，他們大部分成立於 70 年代工業繁盛期，而且

主要是從事服務性行業，如汽車零部件測試服務。 

從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於香港設址的汽車零部件公司多數從事一些較高增值

的工業生產及服務，如汽車部件測試、汽車業相關的管理體系認證服務等。 

  

圖  1-2 - 企業設廠地區統計  

78% 

14% 
8% 

企業設廠地區 

香港 中國內地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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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營業額 

  

42% 

29% 

16% 

8% 

2% 3% 

企業汽車類產品營業額(港幣HK$) 

<2千萬 2億以上 2-5千萬 5-8千萬 8千萬–1億 1-2億 

圖  1-3 - 企業汽車類產品的營業額統計  

44% 

22% 

19% 

6% 
6% 

3% 

企業生產汽車類產品佔總營業額(HK$)的百分比 

<10% 10-29% 60-79% 30-59% 80-90% 91-100%

圖  1-4 - 企業生產汽車類產品佔總營業額 (HK$)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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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 企業規模  

圖  1-6 顯示，超過 40%公司的營業額－汽車類產品少於 2 千萬，其次是

2億以上(29%)、2-5千萬(16%)、5-8千萬(8%)、8千萬–1億(2%)及 1-2億(3%)。

此結果與圖 1-4－生產汽車類產品佔總營業額(HK$)的百分比吻合。圖 1-4

顯示超過 40%的公司於生產汽車類產品方面，佔總營業額(HK$)少於 10%，其

次 是 10-29%(22%) 、 60-79%(19%) 、 30-59%(6%) 、 80-90%(6%) 及

91-100%(3%)。 

從調查數據以及以上圖表所得，我們可得出以下結論： 

 

較多(公司) 

 

 

 

 

 

 

 

 

較少(公司) 

營業額－汽車類產品 生產汽車類產品佔總營業額(HK$)百分比 百分比 

少於 2 千萬 少於 10% ~40% 

2 億以上 10-29% ~30% 

2-5 千萬 60-79% ~20% 

5-8 千萬 30-59% <10% 

8 千萬–1 億 80-90% <10% 

1-2 億 91-100% <10% 

38% 

21% 

15% 

13% 

10% 

3% 

公司的總人數 (人) 

<100 1000以上 100~300 300~600 800~1000 6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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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結果顯示，近半從事汽車零部件生產的企業，其汽車類產品佔總產營業額

是接近或多於 50%；亦有 40%從事汽車零部件生產的企業，其汽車類產品佔總

營業額是少於 10%。這表示香港從事以汽車零部件生產為主的企業仍是為數不

少，亦反映出香港的企業是從事多元化生產，從中可見香港企業是靈活變通的。 

 

 產品主要銷往市場 

從以上圖表可見，香港汽配業產品主要銷往美國(31%)，其次是內地

（27%)、歐洲(22%)、日本(20%)。一直以來，歐美市場龐大，是各類產品

出口的主要地方，香港汽車零部件業也是這龐大市場的滄海一粟。可是，隨

著近年歐洲經濟疲弱，加上內地制定不少政策大力推動汽配業，內地有著星

羅棋佈的市場及機遇，吸引不少港商向北發展。由所得數據可見香港汽車零

部件業出口到中國內地的產品數量已超越歐洲，暫時僅次於美國。這顯示不

少公司都已打進中國內銷市場，開拓更廣的業務，故此相信中國成為香港零

部件業最主要之出口地是指日可待的事。 

圖  1-7 - 企業的產品主要銷往 /服務地區  

31% 

27% 

22% 

20% 

0% 

企業的產品主要銷往/服務地區 (可選多項) 

美國 中國內地 歐洲 日本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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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主要供貨對象及生產配件 

 

從圖 1-8 可見，香港有超過 62%從事汽配業之公司主要供貨給主機市場(即

整車供應鏈)，38%是供貨給售後市場。由此可見，港企的著眼點仍以主機市場

為主。 

從圖 1-9 亦可得知，港企主要供貨給 T1(34%)及 T2(24%)，亦有接近 20%

是直接供貨予整車廠(OEM)。供貨給 OEM 及 T1 是一件不易的事，有過半的港

企能夠供貨給這些市場，足見他們有足夠的能力製造優質的汽車配件及滿足汽車

客戶的嚴格要求。 

 

 

  

圖  1-8 - 企業的產品 /服務市場統計  

 

62% 

38% 

產品主要供貨/服務給 

主機市場(OEM) 售後市場(AfterMarket) 

圖  1-9 - 企業主要供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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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 - 企業主要生產的汽車配件種類  

於圖 1-10 可見，香港汽車零部件業生產最多有關電器及儀錶系配件(25%)，

例如感測器類、ECU、開關類、線束類、電機類等。這與香港工業強於電子產業

是相符合的。 

車身附件是另一主要生產的汽車零部件(23%)，例如車牌架、座椅及附件、

內外門把手、安全氣囊、汽車安全帶、玻璃升降器和車內/外飾件等。 

除生產零部件外，亦有 11%企業從事汽車相關的服務業，包括汽車部件測

試、汽車業相關的管理體系認證服務等。 

 

  

0%

5%

10%

15%

20%

25%

30%

主要生產的汽車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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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現有的管理體系  

 

圖  1-11 - 企業現有的管理體系  

從以上圖表可見，100％的公司均有 ISO 9001 的認證。 

於受訪的公司中，有近 65%的公司有符合國際標準的汽車質量管理體系－

ISO/TS 16949 的認證。近 33%的受訪公司已有關於環保的國際標準認證－ISO 

14001。亦有部分的企業已取得 OHSAS 18001 及 ISO 27001 的認證，顯示企

業是重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及資訊安全管理的。 

由此可見香港的汽車零部件企業是相當重視質量管理體系的，其質量管理水

平是達到國際認可的水準，這與香港企業過往與國外整車採購鏈合作不無關系。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ISO 9001 ISO/TS 16949 ISO 14001 OHSAS 18001 ISO 27001

企業現有的管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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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營運的優點及挑戰  

 

圖 1-12 顯示出各樣港企營運的優點，其分佈大致平均。 

最多公司認為自己的優點是其高質量產品(16%)，由此可見港企對產品質素

之重視。 

其次是勇於創新精神(15%)及推廣持續改善文化(15%)，顯示出香港人不斷

求新及求進步的優點，絕不會墨守成規，故步自封。 

 

 

 

圖  1-12 - 企業營運的優點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企業營運的優點 (可選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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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圖中可見，港商於生產當中較常遇到的首三位挑戰包括沒法令潛在內

地客戶認識產品(18%)、生產成本太高(17%)、沒有途徑/商業網絡拓展內銷市場

(16%)。 

雖然內地市場近年逐漸開放，但不少港資企業仍然難以開拓內地市場，主要

是內地客戶不認識香港製造的產品，而且不少港商沒有途徑拓展內銷，大家欠缺

一個互相瞭解的平台，這些原因都令香港企業無法開拓一個更大的市場，擴展業

務。 

除了無法開拓內地市場，生產成本太高亦是香港很多企業面對的問題。對生

產成本有影響的因素除了原材料/材料價格外，佔了很大的部分的是生產的工藝

及流程。每一個生產步驟都與金錢掛鈎，步驟越多，牽涉的員工、機器及損耗越

多，生產成本便會越高。故此，流程簡化，減少出錯等是降低成本重要的一環。 

圖  1-13 - 企業於生產當中較常遇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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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未來目標  

 

圖  1-14 - 公司短期目標  

從上圖可見，最多企業希望拓展內銷市場，佔 40%；其次是希望提升生產

技術/工藝，佔 28%；而提升產品質量生產效率都是不少公司的短期目標，佔 26%。

由此可見，拓展內銷是不少港商趨之若鶩的一環，於較早前分析中提及，港商未

能拓展內銷是因為沒有相關的網絡及內地客戶不認識香港製造的產品，所以明顯

地，要拓展內銷首要任務就是要消除此障礙，讓內地及香港的生產商和客戶有一

個互相瞭解的機會，共建商機。 

另外，較多公司期望短期內可提升生產技術/工藝及提升產品質量/生產效率。

這兩項目標其實都是相輔相成，互相牽引。提升生產技術/工藝除了可提升產品

質量外，更可以有效降低生產成本。 

 

40% 

28% 

26% 

6% 

0% 

公司短期目標 (可選多項) 

拓展內銷市場 提升生產技術/工藝 提升產品質量生產效率 企業轉型其他產品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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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調查總結 

(1) 公司背景資料 

 有超過 80%的公司會在香港設立辦公室，將總部設於香港，主要負責

管理及財務處理。而少數（18%）的公司會選擇將辦公室設於內地，原

因是為配合廠房生產，作出即時的支援 

 

 有將近 80%的受訪公司均於內地選址設廠，原因是內地勞動人口多，

地方空間大，而且薪酬、物價等都較香港便宜。有 8%的港商的廠房位

於香港，其業務相對較小，加上員工總人數不多，故此不必費時失事將

廠房北移或於內地設廠，而且他們多數從事一些較高增值的工業生產及

服務，如汽車部件測試、汽車業相關的管理體系認證服務等。 

 

(2) 公司業務及管理 

 香港汽車零部件產品主要以銷往美國(31%)為主，其次是內地（27%)。 

 

 62%從事汽配業之公司主要供貨給 OEM 市場，38%是供貨給售後市場。

這顯示港企仍以服務整車市場為主，從事汽車售後市場的並不多。 

 

 電子業是香港工業的強項，故香港汽車零部件業生產最多的是有關電器

及儀錶系配件(25%)，例如感測器類、線束類、電機類等。生產電器及

儀錶系配件佔其他產品生產之首，故此有較多公司從事電器及儀錶系配

件類業務及生產。另外，車身附件是另一主要生產的汽車配件(23%)，

例如座椅及附件、把手、安全氣囊、汽車安全帶、玻璃升降器、內/外

飾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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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的管理及未來計劃 

 100％的公司有 ISO 9001 之認證；接近 65%的公司已有與汽車相關的

質量管理體系－ISO/TS 16949 認證。此結果驗證了香港企業是重視質

量管理理念經營，不少公司生產流程及質量已達到國際認可的水準。 

 

 從調查中，我們發現最多公司自豪的是其高質量產品(16%)，其次是勇

於創新精神(15%)及推廣持續改善文化(15%)，顯示出港企是重視質量，

且不斷求新及求進步的優點，絕不會墨守成規。 

 

 港企於生產當中較常遇到的挑戰包括沒法令潛在內地客戶認識產品

(18%)、生產成本太高(17%)、沒有途徑/商業網絡拓展內銷市場(16%)。

這顯示港企缺乏拓展內銷途徑，再加上資源有限，令他們無法開拓一個

內地的市場，擴展業務。 

 

 40%的受訪公司是期望拓展內銷，由此可見，拓展內銷是不少港企趨之

若鶩的一環，於較早前分析中提及，港商未能拓展內銷是因為沒有相關

的網絡及內地客戶不認識香港製造的產品，所以明顯地，要拓展內銷首

要任務就是要消除此障礙，讓中港二地企業彼此有一個互相瞭解的機會

及平台，共建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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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問卷調查中的反思 

除問卷調查外，我們從香港貿發局的數據（表格 1-2）看香港汽車零部件出

口到中國內地的表現，其與出口至歐美的表現大致平均，出口到中國內地的表現

稍稍佔優。但有一現象值得留意，就是香港的汽車零部件業出口表現在這三年並

沒有增長，反而微跌，這一點是否說明香港的汽車零部件業走到盡頭，開始走向

下坡？是否說明香港汽車零部件業將被淘汰？ 

 

表格  1-2 - 香港汽車零部件出口表現 1 

資料來源：香港貿發局  

  2011 2012 2013 1 月-4 月 

  百分比 % 

中國內地 26.80 23.30 25.30 

美國 18.70 22.40 22.00 

歐盟 18.20 17.00 19.00 

德國 4.80 4.50 5.00 

荷蘭 4.10 3.70 4.80 

日本 9.50 11.20 7.00 

東盟 6.70 6.60 7.60 

但我們不可否認的是，香港汽車零部件業要繼續生存，其中一個可行的方法

就是開拓內銷市場。從問卷調查所得，不少受訪者都明白拓展內銷之重要，視拓

展內銷為企業未來方向，但大部分缺乏營商網絡，不知從何著手開拓內銷市場，

而這亦正是令近年香港汽車零部件業停滯不前的主因。  

                                                      

1
 由於一般貿易數字沒有包括離岸貿易，該等數字不一定全面反映香港公司處理的出口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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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訪：香港汽車零部件業的發展與挑戰 1.3

  香港汽車零部件工業協會會長-陳漢雄先生 

陳漢雄先生是「力嘉精密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從事汽車零部件行業逾 30 年，於中

國東莞市設立兩家極具規模的生產廠房，對中國內地的投資、營運及推廣有豐富的經驗。 

陳先生積極參與社會公職及各商會會務工作，透過各商會與香港特區政府溝通合作，多

年來與香港特區政府的相關部門及公營機構建立良好的關係和廣闊的溝通平臺，與內地

政府的緊密連繫及業界之間的交流，促進香港工業的振興及發展，積極拓展香港與內地

以及兩岸三地的合作商機。為此，陳先生擔任社會公職及商會職務如下： 

 香港汽車零部件工業協會會長 

 香港玩具廠商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航空業協會理事 

 香港海鷗助學團副會長 

 東莞市外商投資企業協會東城分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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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香港汽車業的發展機遇和挑戰，我們邀請了陳會長進行了一個訪談，內

容主要圍繞香港汽車工業的發展和面對的挑戰，以下是訪談的記錄： 

問: 陳會長，請談談 2013 年整體汽車業及製造業的市場發展狀況，以及目

前的現狀。 

 

答: 根據世界汽車製造商協會（OCIA）公佈，亞洲地區的汽車生產總量繼續

領先全球，在 2012 年達到 4,370 萬輛。從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統計資

料來看，2012 年中國的汽車產量及銷售量分別是 1,927.18 萬輛和

1,930.64 萬輛，同比分別增長 4.6%和 4.3%，已經連續四年位居世界首

位。 

 

我相信 2013 年中國汽車的產銷量亦會繼續蟬聯首位。據中汽協統計，

今年 1 至 11 月，內地汽車生產和銷售規模分別為 1,998.93 萬輛和

1,986.01 萬輛，同比分別增長 14.34%和 13.53%，11 個月的產銷量均

已超出去年總數，而且預計全年汽車產銷量將突破 2,000 萬輛。 

 

背靠內地強勁的汽車生產能力，多年來亦取得不少商機，因為受惠於內

地汽車業快速的發展，海外不少零部件廠已在內地設廠。可惜長久以來

世界汽車業所形成的生產格局，海外汽車廠對於技術有著高度的保護，

自設零部件的供應商隊伍，即使廠房轉移至中國內地，亦難以打破這種

局面，從事代工生產為主的香港零部件生產商只能擔任海外汽車廠的第

三級（Tier 3）供應商。 

 

與此同時，一向以低價生產見稱的內地民企汽車零部件生產商亦步亦趨，

不斷搶佔市場份額。他形容，在這情況下，港商只能在「夾縫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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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競爭優勢的廠商將無可避免遭淘汰，其他具實力的廠商必須在五金、

塑膠及電子等技術方面鞏固核心能力，以及完善品質管理，力爭上游。 

 

問: 對於從事汽車業的港資廠商來說，回顧過去一年，他們主要面對哪些挑

戰？ 

 

答: 中國內地在整車產銷量錄得如此理想的成績，事實上是直接帶動了整體

汽車零部件的生產。然而，我們的行業仍要面對一些外在和內在因素，

外在因素如港商缺乏進入內地汽車零部件業的管道。據我瞭解，大部分

港商的汽車零部件仍以供應海外市場為主，未能特別受惠於內地發展的

汽車業。而內在因素就需應付產能過剩後所帶來的問題(如設備使用率偏

低)、勞工成本上漲、原材料成本大幅增加削減利潤等，這些都已成為業

界持續發展需面對的挑戰。 

 

問:  依陳會長瞭解，未來的汽車零部件業發展趨勢如何? 港商有否有發展的

優勢？ 

 

答: 近年全球汽車採購模式轉變，汽車零部件業轉向模塊化發展。預計為汽

車廠配套的零部件供應商數目將大幅減少，由目前的 500 多家減至 100

家，汽車廠逐步將開發工作交由零部件生產商，掌握零部件的核心技術

成為致勝關鍵。在這情況下，實行汽車零部件模塊化，即以生產系統組

件產品（例如：變速箱及引擎等），涉及多個複合零件的生產，以此方

式拓展商機更為可取。 

 

在此情況下，港商是有發展優勢的。因為模塊化的生產模式要求零部件

供應商必須有生產穩定和質量可靠兩個保證才能持之以恆。對此，香港

本身已是一個品牌，我們的廠商都嚴格監控生產過程以確保生產的穩定

性和產品質量。重視品質已是大勢所趨，即使國內自主品牌的汽車廠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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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大幅提升生產技術的要求。所以說，如果希望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我

們的企業要繼續做好品質管理，進而下一步集中技術開發工作，這才是

升級轉型的核心。 

 

另外，我亦認為港商有能力生產一些高增值的汽車零部件，如汽車引擎，

因為本地製造商多年來累積了豐富的出口經驗，無論在技術和品質管理

水準也甚高，對於發展高增值的汽車零部件市場帶來一定的優勢。 

隨著內地汽車業的蓬勃發展，汽車零部件市場極具發展前景，挑戰亦很

大，我期望港商要不斷提升自己，進一步鞏固核心能力，將能在內地汽

車零部件市場穩佔一席位。 

 

問:  你對港商未來在汽車零部件業的發展有否進一步的建議？  

 

答: 事實上除了成為整車供應鏈的供應商，我建議港商應團結力量尋覓汽車

售後市場（Aftermarket）商機，更應加強和加快發展汽車售後市場。

據統計，一輛汽車的消費支出，除了 35%來自車價本身，20%為汽油燃

料及停車場的支出，汽車維修及更換零部件等支出達 45%，即是比購買

汽車本身的支出還大。一向以來，港商較少著力開拓這一領域，現時可

積極以此進佔內地汽車市場，並走高增值路線，突出競爭優勢。 

 

事實上，汽車售後市場的入行門檻低。但內地從事汽車售後市場的商戶

多達 20 萬，數百個汽配城分散於全國各省市，要在這市場分一杯羹並

非易事。因此，我建議企業在開發汽車售後市場前要多做市場研究及分

析，並且集合大眾的實力，擺脫「單打獨鬥」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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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請你說說對廈門整車廠考察團、展覽和對接會的安排、內容的意見。 

 

答: 以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目前所掌握的資源，這次對廈門整車廠考察團、展

覽和對接會的安排，已是相當完美，可謂盡力了。 

 

只是如今要切入的是汽車行業，一個佔當地 GDP10%以上的重工領域，

於國內各個地方政府以種種本地保護政策設置或明或暗的環節，重點防

護並視為禁臠的行業以及資本密集，技術總量龐大，進入門檻很高，號

稱工業中的工業行業。在汽車行業，因香港本土的銷量空間不具備足以

容納自成體系建立整車企業的市場縱深，且在低端的零件加工、傳統

OEM 方面又無法形成對國內同行的成本優勢及市場資訊優勢，也失去

了建立歐美日韓的品質與品牌優勢的時機與基礎。如無香港政府更高層

面的支持，提供更優勢資源的培育，中小港企相信很快就會被邊緣化，

只有在營利最豐厚，技術集成能力極強的一級供應商級別，培育具備核

心競爭力的龍頭港企才能得以發展。 

 

我認為目前的港企中嚴重缺乏拳頭產品（即有定價權且能拉動產業鍥入

的一級供應商級別的系統集成），而事實上，只有這些產品，才能真正

打動內地車廠，並真正達到 貴局促進生產力的使命。強大如博世，在

研發中亦常受到當地州政府的資助，希望 貴局能舉辦更多相關之活動，

通過具有遠見的謀篇佈局與運作，協調香港汽車零部件行業避免陷入溫

水煮青蛙的困境。 

 

問: 據瞭解，貴會曾得到政府的資助協助港商拓展市場，你期望政府在支援

工業發展這塊有何建議？ 

 

答: 去年，協會在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的資助下，在廣州設立

「香港汽車零部件館」展示廳，展示「香港品牌」形象，並積極協助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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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與內地廠商、4S 店及其他分銷管道建立溝通平臺，使港商更深入瞭解

進軍內地汽車零部件售後市場的途徑。 

 

汽車產業既深且闊，若要進行研發和創新，需要龐大的資源和資金，故

期望政府在支援業界的各類資助基金上加大力度，使資助更能充份發揮

作用。 

 

問: 最後，想請你以企業代表的身份回應，你覺得廈門推廣活動對 貴司拓

展內銷/進入汽車採購鏈有什麼幫助？是否經此次活動與國內整車廠/企

業有進一步的業外接觸？如有，請說明並告知大概進度。 

 

答: 廈門推廣活動對我司拓展內銷有一定幫助的。因為我們的 AMT 機械式

自動變速箱恰好是本次活動中為數不多的國內車廠急需且願意出讓定價

權的一級供應商級別產品，我們很快就與當地的一些客戶進入了意向洽

談的階段。並準備建立戰略合作關係，唯現時亦未有具體的合作項目。

最後，基於與我們客戶的保密協議，我們不方便透露有關福建車廠的資

料，冀為見諒。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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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汽車工業發展現狀及趨勢 2

福建省為中國的一個省，簡稱「閩」，省會福州。東北與浙江省毗鄰，西、

西北與江西省接界，西南與廣東省相連，東隔台灣海峽與台灣相望。 

八十年代以前，由於處於潛在的台海戰爭前線，經濟發展較慢。八十年代後，

執行改革開放政策，利用僑資和外資，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先後建立廈門經濟

特區、馬尾經濟技術開發區、沿海開放地區和台商投資區。2005 年兩岸開始互

訪，國務院提出加快海西建設和發展，福建在獲得國家大力支持下，工業發展迅

速，當中包括汽車工業。 

經過十多年的發展，福建全省現有汽車整車生產企業 8 家，低速載貨汽車生

產企業 6 家，專用車生產企業 21 家，具規模的總成零部件企業 400 多家。汽車

產業是福建省製造業中的重點產業以及海西建設的重點支柱產業。福建省汽車工

業主要集中於福州、廈門、龍岩、三明、泉州、漳州等地，形成閩中、閩東南、

閩西北汽車產業集群格局。 

在此篇章，我們將從福建汽車產業現狀及分佈剖析福建汽車工業發展趨勢。

亦通過訪問前福建汽車集團董事長、現任福建汽車工業行業協會會長凌玉章先生，

讓企業進一步了解福建汽車工業及其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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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汽車工業發展現狀 2.1

目前全省汽車工業形成閩中（福州及周邊地區）、閩東南（包括廈門、泉州、

漳州）、閩西北（龍岩和三明）三個汽車產業集群，初步建立起汽車工業體系。

參考圖 2-1 福建汽車產業主要分佈地區圖示。 

福建現有汽車生產能力約 30 萬輛，其中，轎車、輕型客車 21 萬輛，大、

中型客車 4 萬輛，重、中、輕型載貨車 2 萬輛，各種專用車約 3 萬輛。2012 年，

全省汽車產量 23.5 萬輛（含低速貨車和專用車）。全省汽車工業總產值 847.8 億

元，其中汽車零部件產值 490 億元。 

圖  2-1 - 福建汽車產業主要分佈地區圖示

福州：轎車生產基地 

 東南汽車：轎車、

輕微型客車、

SUV、MPV 等 

 

 

 福建奔馳：品牌的

NCV2、NCV3 系列

多功能商務車 

 

廈門：中型客車生產基地 

 廈門金龍客車：大中輕

型客車 

 

 廈門金旅客車：大中輕

型客車 

龍岩和三明： 微車生產基

地 

 新龍馬汽車： 微

客、微卡為主 

 

 

 重汽海西：載貨車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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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閩中汽車產業集群  

閩中汽車產業群以福州為核心，汽車工業主要集中於青口投資區。

青口投資區規劃面積 55 平方公里，工業用地 16 平方公里。目前已累計批准外

資專案近 200 家，投產 150 多家。投資區分為行政中心區、整車生產區、零部

件生產區、汽車文化廣場、研發教育區、倉儲物流區、城市綜合體、休閒旅遊區

等 8 個功能區。青口因汽車工業而發展，2012 年實現工業總產值 233.6 億元 。 

 整車廠 

 東南汽車  

擁有東南自主品牌轎車、輕型客車和三菱品牌轎車的

雙品牌車型。具有 15 萬輛汽車整車生產能力。其自主

品牌 V3 轎車屬小排量轎車，具有國際技術血統，性價

比較高。V3 菱悅多款車型已獲批為節能惠民車型。東

南汽車近年致力發展電動汽車，如： 

 

 從福汽集團高層專家委員會 2013 年年會

獲悉，東南汽車 100 輛底盤快速換電式純

電動計程車1，已在河南省新鄉市示範營運

一年半，累計平穩運行超過 900 萬公里。

力爭用 3 至 5 年時間，在周邊的鄭州、開

封、洛陽等城市建設 50 座移動式充換電

站，打造“中原城市群充換電網路”。 

                                                      

1
  這批純電動計程車的特點是採用底盤快速換電技術，變充電為換電池，更換一次電池只

需 3 分鐘，能跑 140 公里。此乃國內首創，一舉突破了電動車充電時間長、續航里程短、電池

成本高三大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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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經貿委也已批准，福汽集團新能源汽車合作專案可以在福建

省內推廣示範營運。未來，福州、廈門將作為福建省內首批啟動底

盤換電式電動車示範營運的城市。 

 

 2013 年 2 月，東南 V3 菱悅純電動轎車成為國內首款獲得國家工

信部公告的底盤換電式電動車。 

 

 國內首款純電動輕型客車─東南得利卡2012年6月實現小量產後，

獲得郵政、快遞領域青睞並進行區域性推廣。 

 

 更多資料，可參考： 

http://www.soueast-motor.com/index.html 

 

 

 福建奔馳 

 

                        

具備 4 萬輛多功能乘用車、輕型客車生產能力。生產的 NCV2 系

列為多功能乘用車（MPV），高檔輕型客車 NCV3 系列亦已投產。 

 

 福建奔馳作為亞洲及大洋洲地

區唯一的商務車生產基地，肩負

著為中國消費者提供‘世界級

梅賽德斯-賓士商務車的生產、

銷售與服務’的使命。 

 

http://www.soueast-motor.com/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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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下的唯雅諾、威霆、淩特不僅成為中國高端商務車市場的標杆，

更以強大的品牌勢能、卓越的產品品質贏得各行業使用者的關注，

除淩特獲得政府機構認可外，威霆也多次進入政府採購清單，深受

醫療、公安機關的肯定。 

 

 更多資料，可參考：http://www.mercedes-benz.com.cn/ 

 

 重點企業 

東南汽車、福建奔馳周邊聚集了 100 多家配套零部件企業，形成以汽車產

業為主導的汽車工業園區。整個閩中汽車產業群已擁有汽車及零部件生產企業

250 多家，其中規模以上 96 家，重點企業如： 

 福耀玻璃  

依福耀玻璃發佈 2012 年報所列，

2012 年營業收入為 102.5 億元，同比

增長 5.8%，估計公司在國內汽車玻璃

領域市佔率超過 60%。 

 

 福耀集團同步參與全球各大汽車廠商同步設計工作，客戶群包括世

界各整車廠： 

 

 

  

福耀集團客戶群-資料來源：福耀集團網頁 http://www.fuyaogroup.com/fuyao/product_oem.aspx 

 

http://www.mercedes-benz.com.cn/
http://www.fuyaogroup.com/fuyao/product_oem.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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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鉅全活塞  

 生產各種汽車、摩托車、空壓機、

柴油機、舷外機等各種鋁合金活塞

和有色金屬鑄件。 

 

 與整車廠 OEM 配套：國內配套

的整車廠有神龍富康、綿陽新

晨、瀋陽三菱、瀋陽新光、柳

州五菱、新大洲本田、金城鈴

木、南方雅馬哈、輕騎鈴木、

廈杏摩托等一百多家的 OEM 廠家。特別在摩托車製造業中，“JCC”

商標活塞的全國市場佔有率超過了 70%。 

 

 現活塞年產銷量已超過 2,000 萬隻，銷售收入近 3 億元，活塞產

銷量居全國活塞製造業之首。 

 

 更多詳情，請參考：http://www.jcc-parts.com/web/about.asp 

  

http://www.jcc-parts.com/web/about.asp
http://www.jcc-parts.com/web/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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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閩東南汽車產業集群 

以廈門為核心，包含了泉州和漳州。廈門市為首批國家‘汽車及零部件出口

基地’和新能源汽車示範運行城市。 

廈門 

廈門擁有規模以上汽車及零部件生產企業 52 家，龍頭企業包括： 

 廈門金龍聯合汽車  

 

廈門金龍聯合汽車工業有限公司是當今世界最大

的客車製造商之一。 

 

 以大、中、輕型客車的製造與銷售為主導產業，具備 4.4 萬輛客車

生產能力。主要產品大中型客車的市場佔有率位居客車行業龍頭，

自 2000 年開始實施海外行銷戰略以來，至今已廣泛服務於 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 

 

 2013 年營業額達 91 億人民

幣，其中海外行銷業績超過

20 億，創下歷史新高。香港

一直是大金龍很重視的市場，

雙方已有十多年的合作歷史，

大金龍製造的雙層巴士和旅遊產品已在香港服務多年。 

 

 更多詳情，請參考：http://www.king-long.com.cn/ 

 

http://www.king-lo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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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廈門金龍旅行車  

 

生產大、中、輕型客車，具有年生產大、中型客

車 2 萬輛，輕型客車 2.5 萬輛的能力。 

 

 

 2008 年 6 月，廈門

金旅生產的首批

45 輛混合動力公

車投放杭州，成為

全國最早實現新能

源客車產業化。截

至目前，廈門金旅共銷售混合動力客車 2499 部，是國內混合動力客

車銷量老大。同時，金旅自主研發用在汽車上的超級電容應用技術取

得突破，取代美國伊頓系統，成為國內主流。 

 

 更多詳情，請參考：http://www.golden-dragon.com.cn/ 

 

泉州 

泉州已經發展了一批汽車零部件企業，並具有較為完善的汽車零配件銷售網

路。泉州的濱江汽車零部件產業基地規劃用地面積 7.67 平方公里。首期工業用

地 2630 畝，二期規劃工業用地 5500 畝，目前已入駐汽車零部件及機械企業 69

家，投資近 50 億元。 

 

http://www.golden-drago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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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 

漳州擁有具規模的汽車及零部件生產企業 40 家，如以下所列： 

 新福達(漳州)  

福建新福達汽車工業有限公司漳州分公司屬福建新福達

汽車工業有限公司下屬企業。 

新廠區具有 1.6 萬輛大、中型客車生產能力。 

 

 已成為廈門金旅、上海申龍、福

建新福達等國內的著名客車品

牌的重要整車加工生產基地。 

 

 更多詳情，請參考： 

http://fortazz.com/index.asp 

 

 

 正興集團  

 

  

  

 

 以車輪生產為主，經營涉及汽修、商貿的民營企業集團，車輪年生

產能力超過 1500 萬套，企業綜合實力居中國車輪行業首位。 

 

http://fortazz.com/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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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正興集團以‘正興’品牌

拼音的第一個字母縮寫‘ZX‘為股

票代碼在紐交所成功上市，是第二家

在紐交所 IPO 上市的中國汽車零部

件企業，也是中國汽車工業第一家在

紐交所 IPO 上市的民營企業。 

 

 更多詳情，請參考：http://www.zenixauto.com/ 

 

 廈門永裕機械  

 

 

 生產的液壓制動分泵2010年產量540萬

隻，佔全國總量的 63.9%，居全國第一。 

 

 更多詳情，請參考： http://yongyu2010.qp.cago365.com/ 

 

 

 福建泰華交通設備  

 主力生產專用車，如各類半掛車、混

凝土攪拌車、粉粒物料運輸車、化工液體

運輸車、自卸車、油槽車等，銷量在省內

名列前茅。 

 更多詳情，請參考：

http://www.dlscn.cn/index.aspx 

http://www.zenixauto.com/
http://yongyu2010.qp.cago365.com/
http://www.dlscn.cn/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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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閩西北汽車產業集群 

閩西北汽車產業集群包括龍岩和三明兩大塊。 

龍岩 

龍岩擁有整車、專用車生產企業 11 家，汽車零部件生產企業 100 多家。龍

岩市經濟開發區高新園區約有 50 平方公里發展區域，其中汽車工業園總規劃面

積 8 平方公里（合 12,000 畝），首期規劃 8000 畝。 

 福建新龍馬  

 

福建新龍馬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是福建省汽車工業集

團有限公司直屬控股企業。 

 

 

 被列入福建省規劃中的三

大汽車產業基地之一，包括

新龍馬 15 萬輛微型汽車項

目及新龍馬發動機專案，自

2011 年開始動工，至 2012

年底已陸續建成。預計二大

項目達產後，將實現年銷售

收入 120 億元，及帶動 50

家以上汽車零部件企業及其他相關行業發展。 

 

 更多詳情，請參考：http://www.newlongma.com/ 

 

http://www.newlongm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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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 

三明有整車生產企業 1 家，低速載貨車生產企業 1 家，機械零部件企業 30

多家。三明市永安埔嶺汽車工業園，規劃總面積 3 萬畝，首期實施 4000 畝，已

有 64 家企業入駐。 

 中國重汽福建海西汽車 

 

  

 

 生產的汽車類型有倉柵式運輸車、農用車、篷式運輸車、牽引車、

輕型客車、廂式車、越野車、載貨車、自卸車、自卸式加蓋垃圾車

等。 

 

 專案總投資 20 億元，將形成

10 萬輛商用車生產能力，成

為福建省又一重要汽車生產

基地。 

 

 更 多 詳 情 ， 請 參 考 ： 

http://qiye.chinacar.com.cn/125/ 

從以上所看，目前福建汽車工業發展，在資源方面已明確形成三大汽車產業

集群，而且擁有汽車產業政策中幾乎所有汽車產品類別的生產資格，亦成功地進

行了閩台合作和國際合作，具有繼續拓展國內和國際合作的良好基礎和廣闊空間。

在品牌方面則成功引入世界著名的‘奔馳’、‘三菱’品牌，成為德國戴姆勒集

團在亞太地區唯一的商務車生產基地；同時具有‘金龍’、‘金旅’客車、‘東

南’乘用車等自主品牌。 

http://qiye.chinacar.com.cn/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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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國內其他汽車生產省份而言，福建的汽車產業仍處在一個初始階段，仍

有相當部分的問題待解決，綜觀可概括如下： 

 產業鏈不完整，產業基礎薄弱，雖然福建省已經擁有一批生產汽車零部

件總成的企業，但產業鏈尚不完整，特別是缺乏發動機、變速箱、汽車

電子等關鍵零部件總成。新能源汽車關鍵零部件總成也尚待培育。  

 

 整車總量規模小，規模經濟效益較差，2012 年福建省汽車銷量只佔全

國的 1.11%，對比其他汽車重鎮，汽車整體成長性仍相對落後。  

 

 研發力量較為薄弱，發展後勁不足，大小金龍在新產品研發上投入較多，

每年推出的新產品在數量和品質上都位於同行前列。不過近幾年其他自

主品牌客車在造型上、性能上均有所突破，推出不少受市場歡迎的新產

品，如上海申沃、丹東黃海、青年客車等推出的新產品在也很受歡迎，

對大小金龍形成較大競爭壓力。轎車市場競爭特別激烈，每年推向市場

的新產品更是目不暇接，福建本土品牌，如東南汽車在研發上投入相對

較少，推出新產品的數量也不是很多。在零部件企業中，有一部份企業

具有自主研發能力，進入了配套體系和國際採購體系，在業內擁有一定

地位，但不少零部件企業產品研發能力較為欠缺，產品大多只能供給維

修市場。 

 

 專業人才短缺，汽車技術人才和企業高級管理人才短缺則是長期存在，

尚未有較好解決辦法。 

上述的問題已在福建汽車十二五規劃中重點提出，有關的政策措施正在逐步

實施中。從福建省經貿委資料顯示，2013 年 1-10 月全省汽車工業完成總產值

754.47 億元，同比增長 8.2%，生產汽車 16.09 萬輛，增長 8.6%；其中，轎車

8.77 萬輛、客車 5 萬輛、載貨汽車 1.16 萬輛，分別增長 7.5%、6.7%、14.7%；

汽車零配件 455.54 億元，增長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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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數據，總括而言福建汽車行業的整體發展勢頭是良好的，而且增長

速度正逐步加快，未來的發展潛力絕對不容忽視！對於港商而言，與福建整車廠

及汽配企業建立合作關係，進入福建的汽車採購鏈未嘗不是一個拓展內銷的良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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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汽車工業發展趨勢及策略 2.2

在福建三大產業集群中東南汽車、福建奔馳、廈門金龍、新龍馬等龍頭企業

的帶動下，各汽車相關的企業不斷加大對相關產業園區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提

高產業園區的建設水準，促進關鍵零部件的開發和發展。福州青口汽車城、廈門

汽車工業城、龍岩經濟技術開發區等汽車產業園已初具規模。本章節從產業政策、

福建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二五規劃要點、福建省汽車工業發展十二五規劃要

點、產業技術與市場發展趨勢和福建汽車工業發展目標概述福建汽車工業發展趨

勢及策略。 

 產業政策 

根據2009年福建省公佈的《2009年福建省重點行業投資指南》，汽車行業

投資重點在於： 

 支援汽車整車企業引進外來資本、聯合重組，提升發展層次，增強自主

研發能力，做大龍頭企業。 

 發展性能先進、適應市場需求的小排氣量汽車、節能環保混合動力汽車

等；支援發展具有自主創新能力、自主品牌商標並具備底盤自主生產及

配套能力的大中型客車。 

 支援特殊專用車輛、中重型載貨車的規模化生產。 

汽車零部件工業主要培育發展自主創新、能參與整車產品開發的骨幹企業，

重點鼓勵發展為多家汽車生產廠商配套的關鍵總成零部件，支援開發、引進和生

產車用發動機、變速箱、車身、車橋及轉向系統、制動系統等及汽車電子中高端

產品，鼓勵汽車零部件企業擴大產品出口和進入跨國汽車集團的國際採購體系。 

2009年10月30日福建省公佈的《福建省汽車產業調整和振興實施方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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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指出汽車產業是福建省製造業中的重點產業： 

 未來福建省政府將以國際汽車合作和引入國內外戰略投資者為著力點，

推進行業結構調整和企業重組，重點發展福州、廈門汽車龍頭企業，帶

動全省汽車及零部件開發與發展，提高福建省汽車產業經濟規模和核心

競爭力。 

 加強技術改造，提高研發能力，培育自主品牌，發展節能環保的新能源

汽車，形成新的競爭優勢。 

 推進企業兼併重組，整合要素資源，提高產業集中度基礎上，立足產業

現有基礎和優勢，推進重點企業和提升重點產品的質和量的擴張，加快

福州、廈門汽車重點區域和重點骨幹企業發展，穩定和拓展消費市場。 

 

  福建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十二五”規劃 

從“福建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規劃中第三章-建

設東部沿海先進製造業重要基地提出：  

 加快建設省汽集團汽車工程研究院，開發新車型和新能源汽車。 

 

 紮實推進福州汽車、廈門汽車、泉州軌道客車、漳州汽車汽配產業基地

和龍岩、三明商用車基地等建設。 

 

 加快建設競爭力強的汽車製造基地。到2015年全省汽車年生產能力達

100萬輛，實現銷售收入超千億元，自主品牌新能源客車銷售佔總銷售

量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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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汽車工業發展“十二五”規劃 

在“福建省“十二五”汽車工業發展規劃”強調了 “十二五”期間福建汽

車發展計劃一方面會保持一定比例的平穩增長，另一方面會更加注重逐步由大做

強，及努力掌握和發展核心技術，提高整車開發技術，發展自主品牌產品；注重

發展發動機、變速箱、汽車電子、新能源汽車等關鍵零部件總成。支援開發、發

展汽車電子產品。計劃從閩台合作、閩港合作起步，從車載電子產品及其他周邊

產品逐步向電子控制系統深化，逐步豐富福建省汽車電子產品，形成一定規模的

汽車電子產品集群或基地。因此將加強閩台、閩港合作，出臺相關鼓勵政策，發

展福建省整體汽車電子產業。 

在“十二五”福建汽車發展的政策措施概括如下： 

 加大汽車人才的培育和引進力度 - 引進汽車技術及管理高端人才，企

業要建立吸引人才、培育人才和使用人才的有效機制，構建海西汽車板

塊人才資源支撐體系 

 

 支持企業技術創新和技術改造 – 專項資金支援企業開發自主品牌汽車

產品  

 

 支持符合國家政策鼓勵方向的節能型、經濟型、新能源汽車以及關鍵零

部件等重點專案  

 

 加強閩台、閩港合作，出臺相關鼓勵政策，發展汽車電子產業  

 

 支援汽車工業集中區建設設計開發、檢測、試驗等公共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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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完善融資擔保體系，支持建立汽車零部件行業信用

擔保機構 

 

 創辦汽車金融公司，拓寬融資管道 

 

 福建省汽車產業技術與產業市場發展趨勢 

因應上述發展策略，未來福建汽車工業會專注發展汽車產業鏈、新能源汽車

及特色專用車。 

 發展汽車產業鏈 

通過強化主機廠龍頭帶動和產業鏈關聯作用，延伸上下游供應鏈和價值鏈，

形成高度關聯的汽車產業鏈。發展產業政策要求的汽車發動機以及重要的零部件

總成、汽車電子和新能源汽車等新興領域的零部件總成、汽車銷售、汽車物流和

汽車金融等。圍繞主機廠的發展規劃，注重發展與主機廠配套的零部件產品。同

時，強化閩台合作、閩港合作，支援開發、發展汽車電子產品，形成一定規模的

汽車電子產品集群或基地。 

 發展新能源汽車 

面對能源短缺、環境和氣候變化的巨大挑戰，世界各主要汽車生產國，都在

積極實施傳統能源汽車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研發和產業化雙重發展戰略。新能源汽

車成為汽車產業發展的必然趨勢，加快培育新興產業，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為

應對未來競爭實現可持續發展，新能源汽車產業合力正在形成。2009 年，福建

省已成立省新能源汽車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此外，還相繼成立了省汽車電子

與電驅動技術重點實驗室、省新能源汽車控制系統技術開發基地等研發創新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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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汽車產業正積極發展研發新能源汽車，如以下所列： 

 福汽充換相容多用途小型純電動轎車專案入圍國家“863”計畫2。 

 

 東南汽車與臺灣中華汽車聯手推進 V6 混合動力車型研發，計劃搭載臺

灣中華汽車的混合動力系統，實現兩岸共同生產和銷售。 

 

 金旅自主研發用在汽車上的超級電容應用技術取得突破，取代美國伊頓

系統，成為國內主流。廈門金旅戰略研發部部長林宜備說，截至目前，

廈門金旅共銷售混合動力客車 2,499 部，是國內混合動力客車銷量老

大。 

 發展特色專用車 

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對專用汽車的需求量越來越大，對專用汽車的性能、

功能要求也越來越高。很多專家表示，“十二五”期間隨著一個個專用汽車生產

基地的建成，專用汽車地域化發展趨勢將更加明顯，產業集群效應會顯著增加。

福建的策略是注重開發發展專用車新品種，提高專用車的技術水準和品質水準，

努力發展有自主技術和有特色的特種專用汽車，未來計劃發展成為內地其中一個

專用汽車生產基地，以提高專用汽車的產量和市場佔有率。 

  

                                                      
2
 863 計劃即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項高技術發展計劃。這個計

劃是以政府為主導，以一些有限的領域為研究目標的一個基礎研究的國家性計劃。由於這個計劃

是在 1986 年 3 月提出並批准的，而被命名為 863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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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汽車工業發展目標 

按目前發展的趨勢，福建省將於2015年爭取全省的汽車銷量佔全國的份額

能達到3%以上。汽車工業產值達至2,290億元（不含發動機），比之前增長2倍。

其中汽車零部件產值995億元（不含發動機），增長1.25倍。 

 

  

 福建省汽車工業到2015年的目標

 汽車產能117萬輛（含專用車），比2010年增長2.9倍 

 汽車銷量102萬輛（含專用車等），比2010年增長3.6倍 

 發動機產能80萬台，銷量50萬台 

 汽車工業產值2290億元（不含發動機），增長2倍；其中

汽車零部件產值995億元（不含發動機），增長1.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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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訪：福建汽車工業的發展與挑戰 2.3

 

作為福建汽車的領軍人物，凌玉章先生堪稱福汽集團的“教父”。從 1994

年至 2009 年，在他主政期間，實現了與臺灣最大的汽車企業—裕隆企業集團

所屬的中華汽車公司組建東南汽車的夢想，並加強與戴姆勒-克萊斯勒集團的合

作，實現了東南汽車包括輕型客車、商務車和轎車在內的多元化生產專案的目

標。 

 

凌先生簡歷 

 

1963—1967 北京理工大學     本科 

1968—1973  山西省晉城農機廠  副工段長 

1973—1993 太原重型機器廠  廠常務副廠長、廠黨委常委 

1993—1994  福建省機械工業廳  副廳長 

1994—1995 福建省汽車工業集團公司  黨組書記、董事長 

1995—2009 福建省汽車工業公司董事長 

東南汽車工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 

2010—至今 福建省汽車工業行業協會會長 

 

福建省汽車工業行業協會會長 

凌玉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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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福建省汽車業的發展機遇和挑戰，我們邀請了凌會長進行了一個訪談，

內容主要圍繞閩港汽車工業的發展和合作空間，以下是訪談的記錄： 

問: 凌會長，請您談談目前內地整體汽車業的市場環境如何？ 

答: 2013 年全國 1-9 月汽車產量 1,593.84 萬輛，同比增長 12.8%；銷量 1,588.31

萬輛，同比增長 12.7%。福建省 1-9 月汽車產量 16.7 萬輛，同比增長 9%；

銷量 16.36 萬輛, 同比增長 8.4%。 

前幾年我國汽車市場變化比較大。2009 年，在世界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得

益於國家出臺的汽車產業振興政策，汽車產業連續兩年出現高速增長， 2009

年和 2010 年，全國汽車產銷增速達到超過 40%和超過 30%。 

近年來，許多城市交通擁堵嚴重，多地出現了大面積的霧霾天氣，交通、環

保等問題對汽車產業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金融危機開始時實施的鼓勵汽車

消費的政策措施也不再實施，對汽車市場有相當影響。2011 年汽車產銷增

速急降為 0.8％和 2.5％，2012 年汽車產銷增速為 4.6％和 4.3％，是近十年

來最低的。雖然宏觀環境沒有太大變化，而市場潛在需求仍然較大，今年以

來，全國汽車產銷有所回升，市場發展趨於更加理性和平穩，1-9 月份增幅

達兩位數以上。後續發展趨勢仍可保持穩健的增長速度。 

問: 因應目前內地汽車市場發展，您認為有哪些需求? 

答: 在轎車、乘用車中高端領域，以外國品牌（無論是進口還是合資）佔據絕對

優勢；在低端或中低端領域，自主品牌佔有一席之地。但這幾年外國品牌也

開始擠佔中低端領域。內地有的消費者購車除了滿足日常代步和交通出行的

需求以外，還考慮面子問題，自主品牌的品牌美譽度尚待培育。自主品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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轎車、乘用車廠家需在這方面繼續努力。在大中型客車方面，我省金龍和金

旅客車的品牌美譽度比較高，在國內市場佔有率較高。但受經濟和政策因素

影響（鐵路衝擊、私家車免費、公路客運凌晨限行等）近年公路客運需求增

長放緩，競爭激烈。而載貨車市場受經濟形勢影響較大，這兩年重型載貨車

發展比較困難。 

問: 內地整體汽車行業的發展迅速，你怎看福建整體汽車業的市場環境? 

答: 我省的汽車產業基礎較弱，但經過近 20 年的努力，已建成了完整的汽車產

業體系，成功創建了東南汽車、福建奔馳汽車、廈門金龍客車等重點汽車製

造公司。近年來，總體發展形勢良好。研發能力不斷提升，企業實力明顯增

強。 

福建主要汽車企業福汽集團、金龍集團近些年在產品研發上加大了投入，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東南汽車建成一個國家級重點實驗室 1 個，投資 3 億多元

開發了 V5 菱致和 V6 菱仕等新產品，市場反應良好。福建奔馳總投資 5 億

元的研發中心已經建成啟動營運，這是戴姆勒集團在海外唯一的商務車研發

基地。此基地包含產品設計中心、整車綜合試驗室、零部件測試試驗室、道

路試驗場和試製車間。 

廈門金龍擁有國家級技術中心、博士後流動站等技術資源，在造型設計、整

車匹配能力上具有優勢，集成配置能力強。生產工藝方面已具有客車底盤生

產資質，擁有整車電泳、全承載、脫殼工藝等行業領先的車身製造技術，積

累了豐富的生產經驗，做工相對精細，產品總體品質較穩定。 

問: 福建的汽車零部件企業的發展如何? 他們主要面對哪些問題？ 

答: 我省的汽車零部件有幾個企業的產品產量佔全國同類產品第一位。如：福耀

玻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的汽車玻璃、福州鉅全汽車配件有限公司的活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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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車輪集團有限公司的鋼圈總成、廈門永裕機械工業有限公司的液壓制動分

泵。還有一些企業的產品在業內具有一定水準和影響，亦有不少企業大量產

品出口。不過，我們缺乏發動機、變速器等重要的零部件總成，還有大量規

模小的零部件企業產品檔次稍差一些，主要進入維修市場。 

近年，原材料價格上升，能源價格上漲，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而汽車價格

卻不斷下降。汽車整車和零部件企業均飽受困擾，經濟效益下滑。人民幣升

值和世界部份地區局勢動盪更對一些出口零部件企業有較大的影響。 

從行業總體上看，許多企業仍然缺乏自身的核心技術，特別是我省零部件企

業雖然總量不小，但企業研發投入普遍不足，創新能力較弱。而且大多數產

品檔次不高，整車生產所需的關鍵零部件如發動機、變速箱、汽車電子系統

等仍主要依賴省外甚至進口。 

問: 內地汽車廠與香港汽車零部件供應商有沒有技術差異？有合作空間嗎？ 

答: 在一般的機械零部件產品領域，香港的汽車零部件在規模、成本、交貨便捷

等方面與內地企業比可能不會有太大優勢。建議香港的汽車零部件著力於

在： 

1) 新材料、新技術、新工藝方面創造新的優勢，以更加增強這方面的競爭

力。如汽車電子零部件、新能源汽車關鍵零部件及控制系統、有助於節

能減排的材料和產品、有助於提高安全性的技術和產品等。 

2) 香港地區在研發、企業管理和職業培訓等方面具有相當優勢，可以繼續

加強和內地的合作。 

3) 同時，香港在國際化、金融中心等方面具相當優勢，可以幫助內地企業

在進入國際市場、參與國際汽車及零部件產業的改造、重組、兼併等方

面發揮特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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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閩港二地企業存在合作空間，但很多港商並不瞭解內地整車廠對零部件供應

商的要求，請你說說通常內地整車廠對供應商 有哪些要求? 

答: 在汽車行業，其實無論對境內還是境外供應商，都遵循 QCDDS 原則: 

1) 品質（Quality），品質保證能力 

2) 價格（Cost），成本控制能力 

3) 供貨（Delivery），供貨保證能力 

4) 開發（Development），零部件開發能力 

5) 服務（Service），售後服務水準 

一般而言，整車廠在供應商選擇方面，都有著這套嚴格細化的標準(QCDDS)，

從品質、價格、供貨、研發、服務等各方面進行客觀綜合評價，以保證供應

商能夠提供穩定及高品質的零部件。所以，供應商保證和貫徹執行 QCDDS

五大原則，我相信對企業而言是無往不利的。 

問: 新能源汽車發展已成趨勢，最後請您說說福建在新能源汽車方面的發展。 

答: 近年，我省在新能源汽車領域取得不俗成績。目前，福建新能源汽車產業基

礎已經形成，人才和領軍人物也不缺乏，抓住機遇就一定可以創造汽車工業

的第二個輝煌。我省已列入國家公告並產業化批量生產銷售的新能源汽車有：

大、小金龍生產的油電混合動力、油氣混合動力客車和插電式混合動力、增

程式混合動力客車以及純電動客車；東南汽車生產的 V3 純電動轎車和得利

卡輕型客車；龍馬環衛生產的純電動城市掃路車等。我省生產的新能源汽車

在國內多次新能源公交客車比賽中表現十分出色，在性能和節油各方面均處

於國內領先地位。 

福工動力的插電式、增程式客車驅動總成的創新制動能量高效回收技術，已

進入國家 863 計劃。動力電池組較為成熟並批量生產銷售的公司有：寧德新

能源公司、廈門華鋰公司等，但其成本較高，且正極、負極、隔模等關鍵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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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還在建設中，目前基本都是進口。驅動電機等其他關鍵零部件都還處於研

發階段，還有待培植。曾經以開放取勝的我省汽車產業，在新能源汽車的發

展上還需堅持開放，擴大交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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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閩港合作及持續拓展內銷建議 3

從第一章的統計數據可發現，香港本土汽車零部件業的近年發展並不太理想，

出現瓶頸現象，業界似乎難以找到突破口。也許有些人會說，香港欠缺的是一個

汽車生產的平台，假如汽車製造是香港其中一個主要工業，本土的汽車零部件業

必定發展得更龐大，配合優質的生產技術、專業的品質鑑定團隊，必定能令香港

汽車零部件業之發展更上一層樓。眾所周知，汽車業發展具有產業關聯度高、涉

及面廣、技術要求高、綜合性強等特點，在香港設立汽車廠是件談何容易的事！ 

近年中國內地汽車製造業發展迅速，理論上香港與中國內地關係密切，香港

背靠中國，佔盡地理之優，對香港的汽車零部件業發展一定會有所幫助。但事實

上，我們從統計數據發現，香港的汽車零部件業並沒有隨著中國內地汽車業的發

展而極速增長。再者，從我們的問卷調查中可見，香港大部分汽車零部業是中小

企，規模不大，主要生產非高增值的汽車零部件，處在汽車供應鏈中處於較下游

位置。雖然中國市場已向外開放，但不少港企仍然難以開拓內地市場，主因是大

部分的港企向來以出口外銷為主，欠缺內銷經驗；而且亦因沒有一個讓中國汽車

客戶瞭解香港汽車零部件工業的平台。在彼此不了解的情況下，港企是難以或無

法拓展內地汽車相關的業務。但值得慶幸的是，從我們的調查中可見，很多港企

雖苦無門路從何著手拓展內銷，但仍充分發揮港人永不放棄的精神，努力找尋各

種途徑，積極找尋商機，拓展內銷市場。 

眾所周知，中國內地汽車市場競爭已非常激烈，打進其供應鏈所需資源一定

不少，但香港大部分的汽車零部件業規模小，內銷經驗淺，拓展內銷是談何容易

的事!因此港企要拓展內銷就必須以策略取勝。綜合前二章香港及福建汽車相關

工業發展情況，不難發現二地可互補長短。因此本章著力找出閩港合作機遇，建

議港企先從此新興汽車市場著手，累積內銷經驗，再持續將業務拓展至中國各地，

取到以點帶面的效果。 



 

 

3-3 

 開拓閩港合作機遇 3.1

一般而言，整車廠需花 2-4 年時間去開發一間新的供應商，故此大的整車廠

往往都有一批固定的供應商群，除非供應商出現重大事故，否則不會輕易更換的。

所以，港企要打進這些大型整車供應鏈是絕對有難度的。 

放眼中華大地，目前汽車業在中國各省市的發展可說是百花齊放，各省份爭

相投放資源成立各自的汽車產業群，形成很多新興汽車產業群。因此，港企不妨

退後一步，考慮選二三線省市作為拓展內銷的切入點。而鄰近香港的新興汽車省

份 ─ 福建省就是一個值得考慮試點地區。 

從本指引第二章已說明，福建省的汽車工業在近十多年發展迅速，福建全省

現有汽車整車生產企業 8 家，低速載貨汽車生產企業 6 家，專用車生產企業 21

家，稍具規模的總成零部件企業 400 多家，福建省汽車工業主要集中於福州、

廈門、龍岩、三明、泉州、漳州等地，初步形成閩中、閩東南、閩西北汽車產業

集群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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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目前發展的趨勢，預計到 2015 年，福建省的汽車銷量佔全國的份額能達

到 3%以上。汽車工業產值可達至 2,290 億元（不含發動機），比之前增長 2 倍。

其中汽車零部件產值 995 億元（不含發動機），增長 1.25 倍。 

此外，自 2009 年起，國務院通過《關於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

區的若干意見》，國家出台一系列政策大力建設海西經濟區1，福建省被稱為是改

革開放的先行者，在海西版圖的分量“最重”，借勢國家海西優惠政策，福建省

完全有能力在對台合作中先行一步，承接台灣產業轉移，引進和建設汽車及零部

件重大專案，形成具有全國或區際意義的項目。 

由以上資料可見，福建省發展潛力絕對不容忽視! 因此，香港汽車零部件業

要抓緊此千億黃金機會，從而開拓內銷市場。開拓新市場首要法則是了解當地市

場，港企可參閱本指引第二章先行福建汽車工業概況，以下我們再從了解福建整

車廠採購要求，福建汽車未來發展方向及其主要需求說明閩港潛在的合作機遇： 

 掌握福建整車廠採購要求 

要打進福建整車供應鏈，首先一定要認識福建省汽車工業集團有限公司(簡稱

“福汽集團”，“FJMOTOR”)，為福建省屬國有獨資公司，是福建省汽車工業

的核心企業，主要從事汽車項目投資、汽車及零部件的生產、研發、物流、貿易

服務等。現旗下企業主要有： 

                                                      

1
 海西經濟區以福建省為主體，涵蓋浙江、廣東和江西 3 省的部分地區，支援兩岸交流交往，預

計建成後的經濟區年經濟規模在 17000 億元以上。截至目前，海峽西岸經濟區包括福建福州、廈

門、泉州、漳州、龍岩、莆田、三明、南平、甯德以及福建周邊的浙江溫州、麗水、衢州；江西

上饒、鷹潭、撫州、贛州；廣東梅州、潮州、汕頭、揭陽，共計 20 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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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汽集團權屬企業結構 (百分比為所持股量 ) 

資料來源: 福汽集團年刊 

 

福汽集團旗下的東南汽車產銷量年創歷史新高，產銷增幅近幾年均大幅高於

全國平均水準；福建賓士商務車投產當年就超額完成了年度產銷目標，獲得了市

場極大的肯定和青睞。在重點專案建設方面，全自主研發的新龍馬 15 萬輛汽車

擴建項目已開展中，未來幾年將發展成為繼東南汽車及福建奔馳後福汽集團旗下

又一大整車製造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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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汽集團掌控福建主要整車市場，其採購要求嚴格遵循 QCDDS 原則，即品

質（Quality），價格（Cost），供貨（Delivery），開發（Development）和服

務（Service）: 

 

 

福汽集團選擇供應商之 QCDDS 原則  

 

整車廠既有供應商及技術體系內原承制廠商作優先考慮，汽車零部件的採購

程序則如下圖 ─ 採購流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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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汽集團零部件採購流程圖  

 

 開發新能源汽車相關部件/服務 

福建是一個新興汽車業省份，只有十多年汽車工業發展歷程，目前整體汽車

的產銷量只佔全國的 1%左右。但近年他們積極投入新能源汽車的開發，在新能

源汽車領域取得不俗成績，在全國佔有領先趨勢，而且福建新能源汽車產業基礎

已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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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福建省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實施方案(2013—2015 年)》，福建省推廣

應用新能源汽車 10000 輛，亦可獲國家資金補助 12.1 億元，帶動銷售 31 億元。

目前福建省多個新能源汽車產品走在全國前列，已列入國家公告並產業化批量生

產銷售的新能源汽車有：大、小金龍生產的油電混合動力、油氣混合動力客車和

插電式混合動力、增程式混合動力客車以及純電動客車，東南汽車生產的 V3 純

電動轎車和得利卡輕型客車、龍馬環衛生產的純電動城市掃路車等。 

以東南汽車開發的 V3 菱悅純電動轎車為例，目前已經在河南示範運行了 2

年，平穩性很高。據運行統計，這款車每公里平均耗電 0.14 千瓦時，每公里運

行成本 0.31 元，比燃油汽車節省 2/3。 此外，這款車採用的是底盤快速換電技

術，通過與電力部門合作，車主只要像手機換電池一樣，在換電站更換一次電池，

只需 3 分鐘，就能跑 140 公里。此外，福建省還開發了國內首款純電動輕型客

車─東南得利卡；而在客車領域，廈門金旅目前的混合動力客車已經銷售了超過

2,000 輛。 

從以上資料顯示，發展新能源已是福建汽車工業當前最熱的項目，香港企業

大可考慮以下幾方面著手抓緊與福建方的合作，拓展業務： 

 開發充電設施 

發展新能源汽車，當中充電設施是新能源汽車發展的要素。據瞭解，經

財政部、科技部、工業和資訊化部、發展改革委組織專家對各地申報的新能

源汽車推廣應用方案進行了審核評估後，確認福建 28 個城市或區域為第一

批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城市，這意味福建未來需建立更多的充電站配合。因

此，香港企業可考慮開發充電設施，配合福建當地的電動車推廣政策。 

在香港實際上已有部分企業早著先機開發充電設施。如為了在本港建立

更完善的充電設施，香港生產力局促進局(生產力局)獲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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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開發了一套多制式高功率充電系統，可加快充電速度。生產力局汽車

及電子部高級顧問鍾偉聰表示：「這個名為“EV-MegaNet”充電系統的發

展項目目的是建立電動車充電設施及解決目前充電技術的限制；除了設立高

功率供電系統及綜合控制網絡（Network），更重要的是可支援未來網絡式

的管理平台。」EV-MegaNet 可說是新一代電動車充電系統，可兼容多個國

際標準接口的充電制式，除了美國和日本所採用的 SAE J1772 充電接口，更

配置了歐洲 IEC 充電接口，後者可採用更高功率的「三相」交流充電。值得

一提，整個充電系統更是本地首個符合 IEC 62196-22 國際充電標準的多制

式電動車供電設備（EVSE），可說是本地電動車充電技術的里程碑。香港業

界大可將經驗推廣至福建，填補福建新能源發展的空白。 

累積了 EV-MegaNet

充電站的開發經驗，生產

力局已與本港一企業合

作開發了新一代低成本

充電站，目前已被多個物

業管理公司採用，安裝在

多個大型屋苑及公共場

所，當中包括迪士尼樂

園。 

 

 開發新能源汽車部件 

新能源汽車是全球同步關注的一個產品，其關鍵部件主要包括電池及電

動機及部件開發。目前全球各地企業處於起步階段，因此傳統汽車零部件市

場而言，競爭力相對小。誰能及早打進新能源汽車零部件市場，誰就能早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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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機。目前福建在這一塊亦處於欠缺階段，企業大可從中找尋商機。 

另外，電動汽車是高科技綜合性產品，除電池、電動機外，車體本身也

包含很多高新技術，有些節能措施比提高電池儲能能力還易於實現。採用輕

質材料如鎂、鋁、優質鋼材及複合材料，優化結構，可使汽車自身品質減輕

30%-50%。相對福建以五金加工為主的企業而言，香港不少企業更善於加

工鎂合金材料，因此企業可從材料技術及新型材料加工方面著手考慮與閩企

合作，開拓新市場，掌握福建工業高速發展所提供的千億黃金機遇。 

 

 開展新能源汽車相關的測試服務 

隨著新能源汽車的發展，相關的測試

亦會隨之增加。為相關的新能源汽車採購

和檢驗提供一站式服務，如進行車用動力

電池的單體、模組、總成的性能試驗和安

全試驗。據了解，福建在測試服務這一塊

發展仍未健全，目前，福建在新能源測試

這塊服務亦相對滯後，政府亦正努力引進

外來技術以建構完善的測試平台服務。香

港向來以能夠掌握最新最快的資料領先市

場，為汽車業界推供各種測試服務，如提

供電腦輔助設計(CAD)及工程分析(CAE)

服務、汽車電子設備測試服務等業界大可

把握時機，進軍福建市場，以累積相關的

經驗，並推廣業務至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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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開發汽車電子部件及系統 

福建的汽車零部件企業以五金製造為主，汽車電子產業在福建當地相當缺乏，

據統計，近 60%的汽車電子系統主要由其他地區供應。福建未來的汽車電子發

展方向將圍繞安全、節能、環保、舒適、娛樂等方面。此外，福建省亦從政策上

鼓勵和扶持汽車電子產業的發展，加強和推動汽車電子行業的發展。 

在電子工業這方面，香港卻佔相當優勢，自 60 年代起，香港電子業就開始

發展蓬勃。根據 2013 年香港貿發局數據顯示，香港出口很多汽車電子產品，如

無線電導航設備、汽車收音機廣播接收器及轉數錶、計程器、及里程錶等。另外，

生產力局亦與港企共同開發多款汽車電子系統，如集成可配置儀錶板、先進防撞

系統等。可見香港企業在汽車電子部件發展這塊是不俗的。 

 

生產力局與企業合作開發的集成可配置儀錶板  

從福建十二。五規劃中可見，當中大力強調加強閩港合作，出台相關鼓勵政

策，以發展福建省整體汽車電子產業。因此，香港企業大可抓住此時機，與福建

企業合作開發汽車電子部件，拓展內銷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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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拓展內銷建議 3.2

上節提到，企業可先從閩港合作開始，累積經驗，繼而開拓中國各地市場，

從而逹到以點帶面的效果。在這我們因應汽車工業的發展特色，為企業持續拓展

內銷，總結了八大策略給予業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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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中國汽車工業發展，開發關鍵零部件 

企業計劃拓展內銷，首要的任務是需瞭解中國汽車工業的發展趨勢，達到知

己知彼，從而制定業務發展策略。有關中國及地區汽車企業發展，企業亦可參考

本指引中第 4 章，中國汽車工業發展現狀及趨勢的數據給予企業參考。 

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於 2014 年 1 月 9 日發佈的最新資料顯示，2013 年

度全國汽車產銷分別為 2,211.68 萬輛和 2,198.41 萬輛，比上年分別增長 14.8%

和 13.9%，產銷突破 2,000 萬輛，再次刷新全球紀錄。由於中國汽車工業的高

速發展，帶動了汽車零部件業的發展，目前，中國有過萬家專門從事汽車零部件

生產的企業，他們大多以低成本生產見稱。就地理位置和成本二方面而言，香港

的企業是沒有競爭優勢的。但根據我們的調研，中國零部件企業存在以下的問

題：  

 在技術方面，中國零部件產業對技術的掌握

不足，欠缺自主創新能力。由於現時很多關

鍵零部件都被外資和合資企業壟斷，據統計，

幾乎百分百的關鍵汽車零部件都掌握在外

資及合資公司的手中，中國本土的零部件企

業在這方面可說是交了白卷。 

 

 中國零部件企業一直以低廉價格取勝，但很多是單純仿造，缺乏自身的

創新能力，產品的性價比能力差，與國外汽車零部件業的發展差距沒有

縮小，反而正在拉大。 

 

 在管理方面，中國企業的管理水準方面比較弱，對於質量管理、供應鏈

管理、產品營銷、電子商務等缺乏對其精髓的深入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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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方面，因應目前中國汽車零部件業的發展，國家十二。五規劃中已明確指

出需大力提升企業的自主研發能力，支援汽車關鍵零部件的生產。各地方政府的

政策亦相繼出臺支援企業大力提升自主研發能力，鼓勵企業自主創新。由此預計，

未來中國汽車零部件業將會投放更多的資源提升產品研發能力，生產關鍵零部件。

但這所有的一切都是需要時間的，故在這關節點，香港的企業宜掌握及善用自己

的優勢，因時度勢，制定拓展內銷的發展策略，持續進行質量改進，提升企業的

研發能力，重點開發汽車關鍵零部件，如發動機總零件及總成系統，提升企業自

身競爭力。 

綜合以上所述，港企如能善用自身的優勢，在持續維護質量管理系統，穩定

產品質量的基礎上，投放更多資源研發及生產關鍵汽車零部件，順應國策，相信

必能開拓更多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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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選試點區域，調整業務策略 

中國汽車整車廠目前分佈

在內地 28 個省份，根據第

一商用車網表示，截至

2013 年 4 月，內地總共有

118 間整車廠。他們主要分

佈在東北、京津冀、長三角、

長江中游、珠三角和長江上

游 6 個地區，都是靠近東部

沿海地區，可以稱之為中國

內地 6 大汽車產業群。這 6

大產業群內的主要整車廠

如以下所列： 

 長三角地區：上汽集團、上海大眾、上海通用、長安馬自達、東風悅達起

亞、吉利汽車、眾泰汽車。 

 

 京津冀地區：北汽集團、北京現代、北京奔馳、一汽豐田、天津一汽、長

城汽車、中興汽車。 

 

 長江中游地區：東風本田、東風標致、東風雪鐵龍、東風日產、廣汽菲亞

特、北汽福田、奇瑞、江淮、昌河等。 

 

 東北地區：一汽集團、一汽大眾、一汽馬自達、華晨寶馬、華晨汽車、上

海通用、哈飛汽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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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江上游地區：長安集團、長安福特、長安鈴木、力帆汽車、一汽大眾、

一汽豐田、沃爾沃、吉利。 

 

 珠三角地區：廣汽集團、廣州豐田、廣州本田、東風日產、一汽大眾、比

亞迪、北京汽車。 

從下列表格可見， 2012 年中國汽車企業銷量頭 10 位企業的銷量佔了全國

汽車總銷量的接近 90%。10 大汽車銷量企業當中，只有華晨、長城、奇瑞和吉

利４間汽車企業是內地自主品牌，其餘的都是合資公司。 

中國 10 大汽車企業產銷量統計  

從以上的資料來看，中國汽車產業群有 6 個之多，當中包括不少中外合資的

整車廠。企業在計劃拓展內銷時，建議先按自身的能力選擇 1 個適合企業發展的

排

名 

汽車（乘用車及商用車） 乘用車 商用車 

企業名稱 銷量 (萬輛) 企業名稱 銷量 

(萬輛) 

企業名稱 銷量 

(萬輛) 

1 上汽 446.14 上海通用 136.35 北汽福田 61.31 

2 東風 307.85 一汽大眾 132.89 東風公司 53.87 

3 一汽 264.59 上汽通用五菱 132.26 江淮 27.47 

4 長安 195.64 上海大眾 128 金杯股份 26.3 

5 北汽 169.11 北京現代 85.96 一汽 22.77 

6 廣汽 71.22 東風日產 77.3 江鈴 18.77 

7 華晨 63.8 重慶長安 60.42 重汽 13.78 

8 長城 62.46 奇瑞 55.02 長城 13.72 

9 奇瑞 56.33 一汽豐田 49.55 上汽通用五菱 13.56 

10 吉利 49.14 長安福特 49.36 南汽 13.2 

合計 (萬輛) 1686.28 907.11 264.75 

所佔比重 (%) 87.34% 58.54% 6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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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點項目。 

從我們的調查來看，香港企業向來以供應國外市場為主，在選取試點區域，

不妨可考慮合資車廠或其線下的供應商，一般來說，這些合資企業所用的客戶特

殊要求都會沿用國外車廠一方的要求，這些要求對很多港企而言是熟識的，因此

企業無需花過多的時間去瞭解，可用更多資源在市場拓展方面。如企業計劃進入

上海通用汽車的供應鏈，上海通用的客戶特殊要求中大部分都是沿用美國通用汽

車的標準，企業可從 IATF2的網頁下載通用汽車的客戶特殊要求(GM Customer 

Specifics – ISO/TS 16949, including GM Specific Instructions for PPAP 4th 

Ed.)，從中先行瞭解其要求，定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IATF: International Automotive Task Force, 國際整車廠的資料可從中直接下載，鏈接: 

http://www.iatfglobaloversight.org/content.aspx?page=OEMCustomer-SpecificRequirements 

 

http://www.iatfglobaloversight.org/content.aspx?page=OEMCustomer-SpecificRequirements


 

 

3-18 

 參與中國汽車展覽及相關的活動 

參與展覽是一個非常直接的方式去展現香港汽車零部件業之強項及優勢，香

港企業可藉著參展，向內地整車廠及車企展示先進的技術、環保安全類的產品、

相關的研發成果及各企業所取得的國際及國家標準的生產及管理系統認證等，展

示香港企業「誠信及可靠」的核心價值，讓更多內地從事與汽車零部件業有關的

企業或機構認識香港之優勢。 

以下是一些有關汽車，汽車零部件展覽及汽車業論壇資料以供參考： 

活動名稱 展覽簡介 活動日期  

( 實際日期視乎

主辦單位而定) 

過住舉辦之地區

及展館 

參考連結 

汽車展覽 

北京國際汽

車博覽會 

AutoChina 

展品範圍包括各種類型的汽車（包括

轎車、商用車及專用車）、各種類型

的概念車及各種汽車零部件、總成、

模組及系統等。 

每兩年一屆 

第 2 季 

北京 

中國國際展覽中

心(新館) 

http://www.

china-autos

how.com/2

010bjx/ch/  

http://www.china-autoshow.com/2010bjx/ch/
http://www.china-autoshow.com/2010bjx/ch/
http://www.china-autoshow.com/2010bjx/ch/
http://www.china-autoshow.com/2010bjx/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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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PE 中國

新能源汽車

展 

中國政府主導的國際化平臺，獲得了

中、德、美、英、法、意、日、韓、

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亞、義大利、

印度、伊朗、巴基斯坦、菲律賓、中

國臺灣等 17 個國家和地區的 39 個

汽車行業協會，美國、加拿大、以色

列等 50 個駐華大使館，通用、大眾、

豐田等 9 家國際汽車整車集團，博

世、電裝、德爾福等世界前 4 大汽車

零部件集團，一汽、上汽、東風等 20 

家中國重點汽車企業集團，中國 28 

個省、市地方汽車及零部件商協會的

合作與支援。展覽會旨在彙集政府、

企業、金融機構、媒體等各方面的聲

音，聚合產業政策、資金、市場等各

種資源，探討更好的產業發展機制，

提升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競爭力。 

每年一屆 

第 3 季 

北京  

中國國際展覽中

心（老館） 

http://zl.ela

nw.com/zh_

searchxx.ph

p?id=7444 

 

EV CHINA 

新能源汽車

展 

亞洲最具影響力的新能源與電動汽車

行業盛會之一，專注於新能源與電動

汽車技術裝備及充電站設備，集中展

示整車、動力電池系統及儲能、電池

材料技術、檢測技術、電機控制、充

電站等最新的產品和技術等。展會致

力於推動業界各領域的創新與商業發

展，是提升市場競爭力及尋找創新解

決方案的絕佳平臺。 

每年一屆 

第 2 季 

北京  

中國國際展覽中

心 

http://www.

evchina.cc/ 

 

http://zl.elanw.com/zh_searchxx.php?id=7444
http://zl.elanw.com/zh_searchxx.php?id=7444
http://zl.elanw.com/zh_searchxx.php?id=7444
http://zl.elanw.com/zh_searchxx.php?id=7444
http://www.evchina.cc/
http://www.evchin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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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國際汽

車展覽會 

江蘇省內規模最大、專業水準最高的

車展之一。在展示汽車產業的最新成

就、弘揚汽車文化做出了不懈的努

力，展品範圍包括各種類型的汽車、

各種汽車總成及其零部件、各種汽車

生產製造設備、工藝裝備、汽車工業

各種檢測、測試、試驗儀器和設備、

電腦開發設計系統及應用技術、汽車

工業生產的新工藝、新材料、汽車工

業新能源技術與產品等。 

每年一屆 

第 3 季 

南京 

國際博覽中心 

http://www.

eshow365.c

om/zhanhui

/html/7327

9_0.html 

 

汽車零部件展覽 

北京國際汽

車展覽會(零

部件展區) 

國際汽車展覽會(零部件展區) 展品範

圍包括各種類型的汽車（包括乘用

車、商用車及專用車）、各種汽車零

部件、模組及系統、工藝裝備 各種檢

測、測試、實驗儀器和設備、電腦開

發設計系統及應用技術等。 

每兩年一屆 

第 2 季 

北京 

中國國際展覽中

心（靜安莊） 

http://www.

hyexhibition

.com/page/

autoshow/ 

 

中國國際汽

車零部件博

覽會 CIAPE 

中國國際汽車零部件博覽會每年會有

超過來自國內外 1000 家汽車及零部

件企業參展，全球 120 多個國家和地

區的專業客商參觀。其中知名企業

有：博世、電裝、大陸、德爾福、豐

田紡織、東風零部件、中國重汽、信

義集團、北京海納川、亞太機電、永

裕機械、長城、奇瑞、江淮、金龍、

金旅、海格、中通等。展品類型包括

汽車零部件、汽車維修養護設備及用

品、汽車改裝及用品、 

汽車材料、通用部件等。 

每年一屆 

第 3 季 

北京 

中國國際展覽中

心(老館) 

http://www.

autoparts-e

xpo.com.cn/

zhangshang

/show_82.ht

ml 

 

http://www.eshow365.com/zhanhui/html/73279_0.html
http://www.eshow365.com/zhanhui/html/73279_0.html
http://www.eshow365.com/zhanhui/html/73279_0.html
http://www.eshow365.com/zhanhui/html/73279_0.html
http://www.eshow365.com/zhanhui/html/73279_0.html
http://www.hyexhibition.com/page/autoshow/
http://www.hyexhibition.com/page/autoshow/
http://www.hyexhibition.com/page/autoshow/
http://www.hyexhibition.com/page/autoshow/
http://www.autoparts-expo.com.cn/zhangshang/show_82.html
http://www.autoparts-expo.com.cn/zhangshang/show_82.html
http://www.autoparts-expo.com.cn/zhangshang/show_82.html
http://www.autoparts-expo.com.cn/zhangshang/show_82.html
http://www.autoparts-expo.com.cn/zhangshang/show_82.html
http://www.autoparts-expo.com.cn/zhangshang/show_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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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國際汽

車零配件、維

修檢測診斷

設備及服務

用品展覽會 

Automechani

ka Shanghai 

Automechanika Shanghai 每年舉

辦一次，大大小小展館彙聚全球逾

4,400 家參展商，不同展館有不同主

題，如汽車空調專區、 商用車零部件

品牌專區、 新能源專區、零部件再製

造專區等 

每年一屆 

第 4 季 

上海 

新國際博覽中心 

http://www.

messefrankf

urt.com.hk/f

air_homepa

ge.aspx?fair

_id=11&exh

ibition_id=1

1&hdnLang

=zh-cn  

汽車發展論壇 

中國汽車論

壇 - “新經

濟轉型下的

中國和世界

汽車產業---

趨勢、挑戰、

策略” 

中國汽車論壇的宗旨是打造中國汽車

與世界汽車、中國政府與汽車產業

界、汽車產業與社會各界探討產業發

展、交流對話的頂級平臺。經過各單

位支持及於斷努力，中國汽車論壇已

成為全面聚集世界汽車領袖、國內外

行業精英、政府主管領導的中國汽車

界最重要的交流與溝通平臺。 

每年一屆 

第 2 季 

北京 http://www.

caam.org.cn

/xiehuidong

tai/2014010

9/17051120

32.html 

 

全球汽車論

壇 

全球汽車論壇由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

員會汽車行業委員會發起，目的是討

論世界範圍內汽車行業結構性的變化

和挑戰，為與會者提供對行業有影響

的技術、經濟、社會、貿易等方面的

最新進展，以“促進全球產業的夥伴

關係，塑造行業的嶄新未來”為宗

旨，組織全球範圍內的企業、政府、

學者和媒體展開對話，以期形成建設

性的共識。 

每年一屆 

第 4 季 

武漢 

東湖國際會議中

心 

http://www.

ga-forum.or

g/ 

香港從事與汽車零部件業有關的企業大部分都是中小企，參與展覽卻需要一

筆龐大的資金及不同的資源，因不少港企經費有限而且對內地展會不瞭解，令不

少港企對在內地參展卻步。事實上，香港政府有不同類型的支援基金可資助企業

http://www.messefrankfurt.com.hk/fair_homepage.aspx?fair_id=11&exhibition_id=11&hdnLang=zh-cn
http://www.messefrankfurt.com.hk/fair_homepage.aspx?fair_id=11&exhibition_id=11&hdnLang=zh-cn
http://www.messefrankfurt.com.hk/fair_homepage.aspx?fair_id=11&exhibition_id=11&hdnLang=zh-cn
http://www.messefrankfurt.com.hk/fair_homepage.aspx?fair_id=11&exhibition_id=11&hdnLang=zh-cn
http://www.messefrankfurt.com.hk/fair_homepage.aspx?fair_id=11&exhibition_id=11&hdnLang=zh-cn
http://www.messefrankfurt.com.hk/fair_homepage.aspx?fair_id=11&exhibition_id=11&hdnLang=zh-cn
http://www.messefrankfurt.com.hk/fair_homepage.aspx?fair_id=11&exhibition_id=11&hdnLang=zh-cn
http://www.messefrankfurt.com.hk/fair_homepage.aspx?fair_id=11&exhibition_id=11&hdnLang=zh-cn
http://www.messefrankfurt.com.hk/fair_homepage.aspx?fair_id=11&exhibition_id=11&hdnLang=zh-cn
http://www.caam.org.cn/xiehuidongtai/20140109/1705112032.html
http://www.caam.org.cn/xiehuidongtai/20140109/1705112032.html
http://www.caam.org.cn/xiehuidongtai/20140109/1705112032.html
http://www.caam.org.cn/xiehuidongtai/20140109/1705112032.html
http://www.caam.org.cn/xiehuidongtai/20140109/1705112032.html
http://www.caam.org.cn/xiehuidongtai/20140109/17051120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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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展覽，推廣產品、拓展業務，如「BUD 企業支援計劃─發展品牌、升級轉

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具體請參考本指引。另外，如企業對參展的做

法不瞭解，企業可聯絡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能因應不同企業之需要而提供相關服

務或支援。 

如 2013 年，在 BUD 基金的資助下，SAE-HK 及生產力局聯合香港 40 多家

企業及機構在福建廈門舉辦的2013福建廈門香港周舉辦了香港汽車工業成果展

覽，共同推廣香港的汽車部件，以助企業拓展內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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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進入整車供應鏈採購程式及客戶特殊要求 

供應鏈管理包括計劃、採購、製造、配送、退貨五大基本內容。上節已討論

過，整車廠開發一家新的供應商一般需時 2-4 年的時間，在這期間，整車廠會圍

繞上述五大基本內容，對企業的質量管理系統、生產現場管理、產品開發能力、

快速反應、客戶反饋、持續發展能力、社會責任等進行全方位的評審。 

一般來說，整車廠都會有一套包括上述內容的完整供應商評估的流程。對潛

在供應商的研發能力、品質保障、生產能力，及物流等諸多方面依次打分。他們

均遵照汽車行業公共標準 ISO/TS16949，根據評分表對供應商打分後，產生三

種結論：完全批准、有條件批准、拒絕。有條件批准就是有一些問題，但是這些

問題不是很嚴重，調整後能達到標準的。 

從初步評審至成為正式的供應商一般需經十多重的關卡，概括來講，可以分為以

下幾步： 

1) 整車廠選供應商之前會嚴格把關；所有供應商需經過供應商評估及確認。

雖然不能說一次定生死，但事實上，首次的車廠評審是關鍵點，未符合者

往往需多花 1 年或以上的時間才能爭取到再次評審的機會。 

 

2) 在定點之後，成功成為車廠的供應商。車廠一般會給予新產品，進入專案

開發環節。當中包括對風險的評估，供應商決定干預程度等重要的內容。 

 

3) 在開發的過程中，由 SQE團隊3，即供應商品質工程師團隊深入到整個零

件的開發過程中。從開發階段一直到出樣品，到小批試裝，再到量產階段，

                                                      

3
 SQE : Supplier Quality Engineer 供應商質量工程師，一般來說，SQE 團隊負責選擇新供應商

及供應商的日常監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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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參與跟蹤。包括像樣品的鑒定和對生產過程的審核都會按車廠的品質

管制的標準技術進行。 

 

4) 汽車供應鏈內每一個零件都要按 APQP4過程進行產品開發，最後得到

PPAP5批准後方能開始進行量產。簡單點說就是必須要把所有的問題在量

產前解決掉，最後得到整個批准之後，才允許供應商批量生產和供貨。 

總括來說，中國汽車工業的發展及要求已與國際看齊，合資廠及本土車廠都

嚴格遵循國際汽車質量管理體系 ISO/TS 16949 的要求(有關企業如何取得此規

格，企業可參考本指引第 6 章-進入汽車零部件採購策略)，同時亦附加很多的各

自車廠對旗下供應商的客戶特殊要求。從一款車型開始研發到完成量產，品質控

制貫穿其中，大部分的整車廠均會將自家的要求編製成 “供應商品質管制手

冊”，其目的是指導供應商更好的滿足生產要求，因為這些既是開發過程，也是

採購的過程，同時還是品質控制的過程。 

合資車廠的客戶特殊要求，如 GM、FORD、BMW、PSA、CHYSLER、

RENAULT 可從國際汽車行動小組 IATF6的網站中直接下載，企業需定期瀏覽這

                                                      

4
 APQP: Advanced Product Quality Planning, 產品品質先期策劃，用來確定和制定確保某產

品使顧客滿意所需的步驟，參考本指引第 6.2 節有更詳細的說明 

5
 PPAP: Production Part Approval Process, 生產件批准程序，用來確定組織是否已經正確的

理解了顧客工程設計記錄和規範的所有要求，以及該製造過程是否具有潛力，參考本指引第 6.2

節有更詳細的說明 

6
 IATF: International Automotive Task Force, 國際整車廠的資料可從中直接下載，鏈接：

http://www.iatfglobaloversight.org/content.aspx?page=OEMCustomer-SpecificRequire

ments 

 

http://www.iatfglobaloversight.org/content.aspx?page=OEMCustomer-SpecificRequirements
http://www.iatfglobaloversight.org/content.aspx?page=OEMCustomer-Specific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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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網頁，留意車廠的最新要求。但更多是由車廠直接提供，非對外公開。按整車

供應鏈的一般規則，整個供應鏈的所有供應商都必須遵循及滿足整車廠的客戶特

殊要求。企業雖非一級供應商，但都需主動向客戶要求整車廠的客戶特殊要求。 

 

 團結力量、整合資源開發模塊化生產平台 

預計在 2013 至 2015 這 3 年間，中國小件市場將接近 2.5 萬億，汽車零部

件在內地市場存在很大發展空間。隨著外圍經濟不穩定，原材料及勞動力成本上

漲等不良因素影響下，汽車零部件業的發展趨勢將向模塊化發展。 

模塊化就是將零件和總成按其在汽車上的功能組合在一起，形成一個高度集

中的、完整的功能單元，模組化設計思想貫穿在汽車的開發、工藝設計、採購和

製造等環節的全過程之中。對整車廠而言，在模塊化生產方式下，汽車被分解成

十至二十個大的模塊，每個模塊實際上是若干個零件的集成，由模組、系統供應

商組裝供應，整車廠只需要把這些模組組裝起來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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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塊化的生

產簡化了整車廠

的生產過程，提高

了整車廠的裝配

效率，降低了管理

費用，並使得適時

供貨(JIT)更容易

實現，從而降低庫

存，節省成本。如

目前大眾集團、日

產等廠商已採用

了平臺化生產、零部件共用。本田汽車也計畫推出一個全新的平臺來生產下一代

雅閣、思域和 CR-V，由於採用零部件共通化其成本支出將降低 30%左右。 

對汽車零部件供應商而言，模組化把整車製造商的分裝車間轉移到了其屬下

供應商處。模塊化要求模塊供應商具備系統模組的設計、製造能力和物流協調管

理能力。由於模組化的出現，世界汽車業將會出現整車製造商與模組供應商在開

發、製造、服務方面的緊密合作。因此世界汽車工業近來出現了“0.5”級供應

商的稱謂，以區別于原來概念的一級供應商，這些規模大、能力強的零部件供應

商具有模組化設計、開發、製造和服務等全方位功能，與整車廠之間的合作更加

緊密。在模塊化生產方式下，汽車技術創新的重心在零部件供應商方面，零部件

設計者要在早期就參與整車企業的產品設計。 

據我們的調查顯示，香港的汽車零部件企業大部分以中小企為主，大部分隻

生產單一零件或簡單的組裝件，在整車供應鏈內處於較下游的位置。當未來汽車

工業向著模塊化的生產模式進時，汽車零部件供應商數量必會大量減少，沒有技

術含量的企業必難逃被淘汰的命運。為避免被淘汰，港企大可以考慮結成聯盟，

集合力量，整合資源，合理利用研發及技術力量，及早開發模塊化生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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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業界力量案例分享 

事實上，在廈門參展的其中一家企業-戈蘭瑪汽車系統有限公司，就是由力

嘉精密有限公司聯同一些汽車零部件協會成員的骨幹企業合資而成。看準在面對

高速發展的中國汽車工業，汽車變速箱的需求亦越來越大，因此集合資源生產

AMT 汽車機械式自動變速箱。 

圖: 戈蘭瑪汽車系統有限公司在廈門香港汽車成果展覽展出 AMT 系統吸引蘇局長

到訪參觀 

在集合各企業力量下，目前已開發生產為整車廠配套的小轎車、SUV、輕卡、

公車、電動公車、混合動力公車等各種型號的 AMT 系統，與東風、廣汽、華晨、

吉利等汽車生產廠家合作研發把 AMT 應用於更多的汽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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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方面，戈蘭瑪開發優良、先進的測試設備保證戈蘭瑪生產的 AMT 性能和

品質，其條件完善的測試設備不僅用於自身產品的測試，也對外開放，為同行提

供測試服務，為中國和世界的汽車工業做貢獻。 

 

 
戈蘭瑪部分測試設備  

由以上例子可見，香港企業只要團結一致，互補長短，經過合作，將生產低

增值零部件業務發展成高增值的部件/系統業務，開拓一個更大的商機。以此模

式，建立生產模塊化生產平臺並非難事，只要大家能團結力量、整合資源就可掌

握先機。 

AMT-機械式自動變速箱及應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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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拓售後市場新路徑 

中國的整車廠要求已與國際接軌，要打入內地汽車供應鏈亦是一件極具挑戰

的事，而且有關企業對零部件及有關產品的質量和可靠性要求嚴格，對新進供應

商無論在財務、生產以至研發能力等方面都有嚴格要求，並且十分重視供應商是

否已得到相關認證，例如質量管理體系 ISO/TS 16949、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

OHSAS18000 等。此嚴格要求是為了避免因個別供應商問題而影響整個「及時

生產」的運作所導致的損失。業內人士都知道，各大整車廠均擁有各自的供應系

統，注重供應鏈的穩定性，一般情況下不會輕易更換供應商，故此令新進供應商

難以踏足整車供應鏈。反之，售後市場是較自由的，產品直接由消費者評價，而

且進入售後市場的門檻相對較低，對質量管理體系的要求沒那麼高，較易打進市

場。 

汽車售後市場利潤來源: 新興市場與成熟市場對比 

利潤來源 新興市場(如中國內地) 成熟市場 (如歐美國家) 

新車銷售 50% 20% 

售後服務和零部件 40% 60% 

金融保險、二手車

銷售、其他增值業

務等 

10% 20% 

 圖示 

 

 

 

 
  

50% 

40% 

10% 
20% 

6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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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現時內地的新車銷售仍然是汽車市場主要利潤來源，比重約佔 50%左

右，而售後服務和零部件大概佔 40%。另外 10%涵蓋了金融保險、二手車銷售

等其他業務。參考外國的市場，例如歐美這些成熟市場，只有 20%的利潤是來

自新車銷售，60%的利潤是來自於售後保養維修，餘下 20%的利潤來自於增值

業務。因現時內地的汽車市場仍處於發展階段，相信若當汽車市場逐漸成熟，售

後市場所佔的比重將會持續上升，所帶來的利潤亦會隨之增大。由以上這些資料

我們從中可見售後市場的潛力之大，進入售後市場可說是拓展內銷的另一最佳途

徑，實在值得港企從中好好思考。 

相關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的汽車售後服務市場目前已達4,600億元規模，

2006 年到 2011 年複合增長率 28%。受益於 2009 年和 2010 年汽車銷量的井

噴，預計未來三年市場規模將以千億級別增加。到 2015 年，中國汽車售後服務

市場規模有望達到 7660 億元。根據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流通研究室主

任王青推測，在 2015 年和 2022 年兩個節點，中國汽車總保有量分別為 1.60

億輛和 3.25 億輛，可見汽車售後服務的需求和利潤之大。 

另外，內地售後市場良莠不齊，質量參次，中國很多車主抱怨﹐4S 店保養

和維修費用昂貴，且存在隱形消費、偷工減料的現象。而且目前的汽車租賃、融

資租賃、汽車用品、車載資訊、汽車文化等方面發展都不成熟，亦有很大的發展

空間。 

巨大的售後市場吸引外資公司紛紛進入中國，但海外模式卻頻頻表現“水土

不服”，如 2008 年，霍尼韋爾在中國開張了 4 家直營汽車養護中心，以覆蓋美

容、養護、裝潢、快修、精品的全方位服務為特色，但 2009 年已全部關閉。殼

牌公司與上汽銷售公司共同出資 2300 萬美元成立安吉-捷飛絡公司，因經營不

善，在中國 9 家店集體關門停業。從這可見外來公司失敗原因很大可能是因為文

化的差別，他們對中國消費者理解不夠，亦證明直接把日本或者美國的一套搬過

來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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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背靠祖國，二地的文化差異小，在文化層面交流應該問題不大；售後市

場最關鍵的就是要保證維修和供貨渠道的質量，以及維修企業的人員素質，港企

向來以產品質量佳，性能穩定，服務態度良好，取貨渠道多見稱，相信這些正好

可填補內地售後市場缺憾。 

 

汽車售後市場產品比例示意圖  

資料來源：愛卡汽車網  

2013 年中國汽車預計將連續 5 年蟬聯世界第一，汽車保有量勢將進一步大

幅提升。再加上受政策影響，新車銷售的市場受到了限制，使得車主們對自己“得

來不易”的愛車更加在意，因此維修、美容、配件以及汽車改裝市場不僅沒受到

影響，反而更加的活躍了起來，這一切無疑都在刺激著汽車後市場的發展壯大，

中國汽車市場近幾年的飛速發展已經形成了一個數目龐大的後市場基礎。 

中國汽車市場競爭已無多少空間，後市場成了新競爭地盤，而且相對於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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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裝市場簡單，且投資回報相對較高。拓展內銷市場正是時機，港企可整合資源、

鞏固核心產品線、優化品牌效應、維護核心、高效的服務來策劃開拓售後市場。

依據我們的調研，企業拓展售後市場可從以下幾點考慮： 

 採用傳統經銷商模式：中國售後市場是一個集中度極低的市場，擁有大

量的零部件供應商和經銷商，找到對的經銷商合作夥伴對我們而言是獲

得成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建立網上銷售：網絡成為汽

車後市場新的銷售渠道，銷

售像機油、濾芯器或者雨刮

片，可以由車主自行買來就

可以裝好，可以考慮在內地流

行網購點設立賣點，如淘寶。 

 

 

 

 建立直營店：銷售有一定技術背景含量的産品，如屬於發動機件的皮帶

産品；但選區/點需謹慎考慮，在事前應先做好人流/物流的調查。 

 

 

 設立維修保養中心：提供相關的技術指導和服務，如汽車養護中心，以

覆蓋美容、養護、裝潢、快修、精品的全方位服務。做到不但有能力服

務整車制造廠商，也能為獨立售後市場提供備件銷售和維修支持服務以

及為客戶(車主)提供全套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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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正向企業，提升企業創新能力 

為節省成本，整車廠很多時將部分的設計權下放給一級供應商，或在汽車設

計階段，就要求一級供應參與，給予意見。所以，具備自主研發能力已成為一級

供應商必備條件之一。雖然香港大部分的汽車零部件業向來以供應國外市場為主，

產品質量有保證，管理有系統，可以保證穩定生產，準時出貨，滿足汽車客戶的

要求。但香港的汽車零部件企業向來以加工為主，即按客戶提供產品的圖紙/樣

板進行生產，鮮有企業擁有研發的能力，亦令大部分香港零部件企業對技術掌握

不足。欠缺自主創新能力是目前港企最為人詬病的話題，亦成為港企進入汽車供

懬鏈成為一級供應商的最大障礙。 

反觀中國內地，根據國家十二。五規劃，國家大力提倡中國自主研發汽車及

生產汽車關鍵部件，鼓勵車廠，尤其是自主品牌的汽車部件進行本土採購。同時，

各省各區亦出臺不同的資助計劃協助企業培訓技術人才或引進專才，加強本土研

發。在這氛圍下，越來越多的汽車零部件企業踏出第一步，積極投入資源培養研

發人才，所以近年中國本土關鍵部件的研發取得很大的進展。在此前提下，如果

港企仍舊原地踏步，則很快會失去競爭力。另方面，模塊化生產將成為未來零部

件業的發展趨勢。模塊化生產的技術要求高，未來將淘汰一大批低技術含量的企

業。要避免被淘汰，積極投入更多的資源在研發技術，培訓人才是必須的。 

培訓人才方面，除在技術方面，增加他們對企業的歸屬感是更有效的推動企

業持續創新能力。概括現時各龍頭企業在人才方的培訓，不難發現他們很多都有

成立「人員發展培訓委員會」，協助員工進行生涯的規劃，並設計新進人員的訓

練課程得以讓他們順利地進入職場發揮所學。亦會在公司內部推動的「導師制度」，

由同部門之中的資深員工協助新進人員瞭解、熟悉工作及環境，大幅縮短適應過

程，建立對企業的歸屬感。 

從我們的調研中發現，一間具備創新能力的企業是與他們重視人才管理是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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鈎的，當中最成功實施以人為本管理的就是為世人所熟悉的 Google，他們以 

“以人為本”核心管理手法令其員工的創意不斷，在行業持續維持高競爭力。讓

企業在管理時應該重視並落實“以人為本”，把人放在企業的中心位置。通過培

訓和企業文化輸入，促使全體員工增強對企業的認同意識，並通過增加福利、改

善環境讓廣大員工切實受益，把他們培育成快樂員工，通過有效溝通，使員工進

一步瞭解企業的目標和管理者的意圖，創造和諧氛圍，使全體員工真心歸屬，全

力以赴，建立正向企業，提升企業競爭力和創新能力，增加企業價值。企業可以

從以下幾方面考慮： 

 合理地配置企業員工，對於企業的管理與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對員工來

講，可以使每個員工的才智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 

 

 建立一套公平、合理、誘人的獎勵

機制，尊重、善待員工，管理必須

著眼於企業收入的提高和員工利

益的保障。 

 

 重視員工的培訓，為員工創造更多

實現自我加值的機會。通過培訓可

以提高員工的創新能力、提高團隊

的合作能力，從而提高員工的個人

能力和團隊的整體能力。 

 

 關注員工優點，激發員工的創造性，表揚每個員工所取得的每一點進步，

讓員工充分勇於面業問題，群策群力幫助彼此提高業績，讓每個員工對

整個團隊獻計獻策，發揮每個員工的最大潛能。通過正面團隊強化培訓，

加強團隊的溝通能力、組織能力、創造力、正向力、領導力及支援力，

建立正向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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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政府支援、勇於拓展內銷 

香港中小企資源有限，在拓展內銷，推廣項目時往往受到很大的限制。為提

升香港產業的技術水準和競爭力，實際上政府推出了不少相關企業支援計劃以協

助中小企推廣及發展項目，較符合中小企申請用作推廣產品，有助拓展內銷的支

援計劃包括: 「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中小企業發

展支援基金」和「一般支援計劃」。就上述支援計劃以下我們整理些資料給多業

界參考： 

 

支援計劃

名稱 

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

專項基金(BUD) 

 

 

中小企業發展

支援基金(SDF) 

 

 

一般支援計劃 

(GSP) 

企業支援計劃 

(秘書處：香港生產力促進

局) 

機構支援計劃 

審批機構 

工業貿易署 工業貿易署 創新科技署 

資助宗旨 資助個別香港企業推

行有關發展品牌、升級

轉型和拓展內銷的項

目，從而提升他們在內

地市場的競爭力，促進

他們在內地市場的發

展。 

提供資助以協助香港

整體或個別行業的企

業發展品牌，為業務

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

市場。 

資助非分配利潤組

織推行項目，提升

或個別行業的競爭

力。 

為非研發項目而設，

旨在支援有助提升本

港產業和推動其發展

的項目，以及有助培

養創新科技風氣的項

目。 

 

http://www.smefund.tid.gov.hk/tc_chi/sdf/sdf_intro.html
http://www.smefund.tid.gov.hk/tc_chi/sdf/sdf_intro.html
http://www.smefund.tid.gov.hk/tc_chi/sdf/sdf_intro.html
http://www.smefund.tid.gov.hk/tc_chi/sdf/sdf_intr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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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 所有按照《商業登記條

例》（第 310 章）在香

港登記，並在香港有實

質業務運作的非上市

企業。 

所有非分配利潤組織
7
 

所有非分配利潤組

織
１

 

機構如： 

- 非牟利工的商協會

或商會 

- 公營機構 

- 根據《稅務條例》

第 88 條註冊成立

的慈善機構 

- 本地大學或其他法

定的大專／專上學

院 

- 區議會，或 

- 根據《公司條例》

註冊成立的本地法

人或非法人公司。 

資助項目

/範圍 

任何有助個別香港企

業透過發展品牌、升級

轉型及/或拓展內銷以

開拓及發展內地市場

的項目均可申請資助。 

研討會、工作坊、會

議、展覽會、調查研

究、科技應用的示範

計劃、數據庫、支援

設施及服務中心等。 

任何有助提升香

中小企業整體或個

別行業競爭力的建

議皆可申請，例如

研討會、工作坊、

會議、展覽、調查

研究、支援設施和

科技示範等。 

會議、展覽會、研討

會、工作坊、推廣活

動、研究調查和提升

產業水準的活動或項

目等，而計劃通常不

會支援特定商業機構

的產品／服務的推廣

項目。 

                                                      

7非分配利潤組織是指不派發紅利予其董事、股東、僱員或任何人士的支援組織、工商

組織、專業團體及研究機關等。另外，申請機構須為法定機構或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

例註冊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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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期限 每個獲資助項目須於

24 個月內完成。 

每個項目最長為期 3

年。 

項目一般須於 2 年

內完成。 

無設定限期 

資助金額 - 資助按對等原則提

供，即政府最多資助

個別項目總核准開

支的 50% 

 

- 企業須以現金形式

承擔不少於該項目

總核准開支的 50% 

 

- 在 基 金 的 申 請 期

內，每家企業最多可

獲資助三個核准項

目 。 每 家 企 業 在

「BUD 專項基金」下

的累積資助上限為

50 萬元。 

- 最多可獲基金資助

500 萬元或核准項

目開支的 90%，兩

者以金額較低者為

準。 

 

- 申請機構須自行承

擔餘下的  10%項

目開支，形式可以

是現金、實物或贊

助。 

- 最多可獲基金資

助 200 萬元或該

項目獲批經費的

90%，兩 以較

低 為準。 

 

- 申請機構須自行

承 擔 餘 下 的 

10%項目開支，

形式可以是現

金、實物或贊

助。 

- 無設定上限 

 

- 如項目向創新及科

技基金申請的撥款

超過 2,100 萬元，

須提交立法會財務

委員會審批。 

申請手續 有意提出申請的企業

需填寫申請表格，連同

所需檔，郵寄或親身送

交秘書處。 

 

基金全年接受申請。

申請機構須填妥申請

表格，連同所需證明

檔，親身、郵寄或以

電子方式向工業貿易

署提交。 

基金全年接受申

請。申請機構須將

已填妥的申請書，

連同所需的證明文

件，以郵寄、親身

遞交或電子方式送

交工貿署。 

全年接受申請。申請

表格須以一式三份

(一份正本加兩份副

本)的形式，親身送交

或郵寄至創新及科技

基金秘書處(一般支

援計劃組)。 

查詢 
www.bud.hkpc.org www.bud.tid.gov.hk www.smefund.tid.gov.hk http://www.itf.gov.hk 

 

http://www.bud.hkpc.org/
http://www.bud.tid.gov.hk/
http://www.smefund.tid.gov.hk/
http://www.itf.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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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香港汽配業示範項目回顧 4

因應近年福建省積極發展汽車及相關的產業，預計在“十二五規劃”末期汽

車業產值高達 2,000 億人民幣，勢將成為中國汽車業的其中一個重要省份。故在

BUD 基金的資助下， SAE-HK 聯同生產力局於「2013 褔建廈門香港周」期間

舉辦了汽車工業成果展覽會、業務及技術對接會、整車廠考察及汽車業發展專題

講座系列活動。我們期望通過此推廣活動能協助企業擴充業務網絡，協助他們抓

緊時機，進入福建省汽車零部件及服務相關的採購鏈，並利用此經驗，將業務拓

展至全國各地。 

在是次活動，一共有 40 多家香港汽車零部件相關的企業及機構到福建省參加了

上述活動，期間與 5 家福建省整車廠及近 30 家汽車零部件企業作了業務及技術

交流，加強了彼此的認識，促進了雙方合作機會。本篇章將總結是次項目整體實

施經驗，給參與者回顧參展時的經驗，同時分享給未有參與活動的香港企業作為

參考之用。 

 

**小知識：2013 福建廈門香港周** 

為拓展閩港兩地經貿文化交流合作，增進兩地友誼和瞭解，2013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2 日在福建省廈門市國際會展中心舉辦了為期一周的“2013 福建廈門香港周”。香

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先生在開幕式上表示希望通過此次活動，協助香港廠商

推廣品牌，拓展內地市場，促進升級轉型，抓住內地“十二五規劃”的發展機遇。 

“香港周”活動舉辦了香港時尚產品博覽·福建廈門工展會、見·識香港展、香港汽

車工業成果展覽、香港動漫展、香港國際傢具展等展會，有眾多香港知名品牌和科技文

化成果在展會上亮相。 

 



 

 

4-3 

 香港汽車工業成果展覽回顧 4.1

「2013 褔建廈門-香港周」活動於 4 月 27 日上午九時正式開幕，香港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先生為主禮嘉賓，SAE-HK 主席勞應海博士、生產力局

主席陳鎮仁先生及生產力局總裁麥鄧碧儀女士應邀出席了盛大開幕儀式，與各參

展單位代表作出交流，並大力推廣香港汽車零部件業成果，讓更多內地企業認識

香港汽車相關的企業。 

 

 

 

 

 

圖 4-1 - 2013 福建廈門香港周盛大開幕儀式 

 

 

 

 

 

 

 

圖 4-2 -嘉賓參觀香港展覽館及參觀香港汽車工業成果展覽館後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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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廈門會展中心香港館設立的「香港汽車工業成果展覽館」，佔地面積 1,200

平方米，分有 4 個展區：企業產品展區、研發成果展區、先進汽車零部件製造

科技展區，以及講座及洽談區，如下圖所示。展覽中一共展出了 13 項以上研發

成果、10 項先進生產技術以及 40 家汽車零部件企業產品及服務。 

 

  

 

  

圖  4-4 - 香港汽車工業成果展覽館分佈圖  

圖 4-4 - 香港汽車工業成果展覽現場 

圖 4-3 - 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及工貿署

署長麥靖宇參觀香港汽車工業成果展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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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 福建省汽車

工業行業協會會長凌玉

章(右三)參觀後與香港

與會代表合照留念 

圖  4-7 - 福建省經濟

貿易委員會副主任曹建

平(右二)參觀香港汽車

工業成果展覽館 

圖 4-5 - 香港律政司司

長袁國強(左一)參觀香

港汽車工業成果展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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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產品展區 

企業產品展區一共展出 40 家香港汽配業的最新產品及服務，具體參展單位

及產品請參考附件。 

 

 

 

 

  

圖 4-8 - 香港汽配企業產品/服務展區 

圖 4-9 - 各企業代表在產品展區進行業務/技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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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成果展區 

「研發成果展區」展示了香港研發成果，包括：i-Auto（R&D 成果示範平

臺）、電車充電系統、MOST 150 多媒體娛樂資訊系統、電動車智能充電系統 

（EV-Mega Net）、先進汽車防撞系統、行車道檢測及切線輔助系統、電動汽車

及電動巴士等。 

 智能汽車平臺  i-AUTO 

展示由生產力局汽車及電子部開發的各個汽車系統，包括先進前大燈系統

(AFS)、LED 車用低燈、集成可配置儀錶板、先進防撞警報系統(ACAS)及綜合行

車道輔助系統(ILAS)。此展品透過影片播放、模擬駕駛及實時操作給參觀者體驗

各系統的優越之處並對其功能增加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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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集體運輸車輛的 MOST150 娛樂資訊系統  

展示由生產力局汽車及電子部開發的一個符合 MOST150 標準的娛樂資訊

系統。該系統可通過光纖環形網絡將多媒體節目和資訊提供給多達 60 個終端顯

示器。基於 MOST150 標準的網絡傳輸協議核心軟件。按照 ISO-13818 開發

的 MPEG 傳輸串流技術，實現多媒體數據於不同 MOST 網絡端之間的傳送。

衛星電視的調諧和解調技術，並配合 MOST 網絡傳輸協議將數碼電視內容傳送

於每一個客戶端。實時 MPEG 壓縮技術，實現 AV 端子視訊和音頻的實時壓

縮和 MOST 網絡端之間的傳送。 

圖  4-10 - MOST150娛樂資訊系統規格示意圖及展覽現場示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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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AS 先進駕駛員輔助系統  

展示由生產力局汽車及電子部開發的盲點警報系統(BSD)、先進防撞警報系

統(ACAS)及綜合行車道輔助系統(ILAS)示範平臺。本展品透過影片播放、模擬駕

駛及實時操作給參觀者體驗各系統的優越之處並對其功能增加瞭解。 

 

 

 

 

 

 

 

 

 

 

  

圖  4-14 –ADAS先進駕駛員輔助系統示意圖及展覽現場示範平臺  

圖  4-12 - 盲點車輛監測  圖  4-11 - 車道偏離警告  

圖  4-13 - 車輛偵查及前方防撞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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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動車充電系統  

此充電系統由科寶工業有限公司贊助展出，EV 充電寶系列交流充電樁是一

種利用專用充電介面為具有車載充電機的電動汽車提供交流電能的電動汽車專

用交流供電裝置。EV 充電寶系列交流充電樁適用於為具有車載充電機的電動汽

車提供交流電能。EV 充電寶系列交流充電樁可很方便地安裝於各種公共、單位

內部及小區內部停車場內，同時也可安裝在各種大、中、小型電動汽車充電站中。

它採用自助方式操作，適用於無人管理的各種停車場，用戶可自主完成充電操作。

EV 充電寶系列交流充電樁具有安全穩定、系統集成、簡潔易用、佔地面積小、

安裝方便等特點，整體外觀設計簡潔大方。 

圖  4-15 - 電動車充電系統示意圖及現場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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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kW 電動車智慧快速充電站 

由汽車零部件研究及發展中心提供展出。高效率充電站網絡對於電動汽車市

場發展十分重要。消費者在考慮是否摒棄傳統汽油車時，電動車的充電時間及續

航距離都是最大的考量。生產力促進局（汽車零部件研究及發展中心）一直致力

開發智慧快速充電站，從提高充電功率、擴闊支持電動車標準，加強輸出電能穩

定性及安全性等多個範疇不斷求進。現已成功開發多項產品，並於市場上長期持

續使用，累積了豐富實戰經驗。 

 

 

 

 

 

 

 

 

 

 

 

 

 

 

 

 

 

圖 4-16 –20kW 電動車智慧快速充電站現場展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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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動車電池和電池管理系統  

由汽車零部件研究及發展中心提供展出。電池管理系統（簡稱 BMS）是電

動車的一個關鍵零部件，負責管理電池的工作狀態，避免電池因頻密充放或過熱

而受到破壞。電動車的電池包是由大量的電池組裝而成。生產力促進局（汽車零

部件研究及發展中心）一直致力相關產品研發，於 2012 年開發出一套 BMS 及

電池包的總成方案，並與香港初出日公司合作把整套系統匹配于國內知名車廠海

馬汽車的純電動車款「海馬王子」上。 

  

圖  4-17 - 電動車電池和電池管理系統展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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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車輛安全及乘客資訊服務系統  

由汽車零部件研究及發展中心提供展出。此系統已在香港安裝於多部公共專

線小巴行走。能提供豐富即時資訊服務予乘客、司機及公共車輛營運商，包括確

保小巴行車安全，提供乘客資訊，讓車隊管理中心瞭解小巴即時的位置及記錄車

隊過去一星期的行車情況。 

 

 

 

 

 

 

 

 

 

圖 4-18 - 公共車輛安全及乘客資訊服務系統現場展示品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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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車系統控制器  

由汽車零部件研究及發展中心提供展出。此系統可優化能源管理流、監控駕

駛者的行為以降低能源消耗、協調電動車動力系統(包括電池管理系統（BMS）) 

和電機控制單元、利用 CAN 網絡通信、提供 6 種排檔 ( 停車，逆向，空檔，

前行，節能和低檔)、故障檢測功能和再生制動功能。 

 

  

 

圖 4-19 – 整車系統控制器示意圖及現場展示品  



 

 

4-15 

 摩托車的集成電子噴射系統  

此系統由星科有限公司贊助展出。該摩托車電噴系統包括了節氣門體和控制

器。氣門體集成了空氣溫度傳感器、空氣壓力傳感器、節氣門位置傳感器以及怠

速電機。精確的燃油噴射閉環控制的軟件策略，噴油量控制精度高，已通過驗證

可以充分滿足國 3、歐 4、EPA-3 排放標準。完全針對摩托車而設計，結構緊湊

節氣門體，發動機不需要改動，採用原化油器車發動機，直接可以安裝，並提升

功率及減少油耗。能有效調諧軟件可定制化匹配各種排量摩托車。 

 

 

 

 

 

 

 

 

 

 

 

 

 
圖 4-20 -摩托車的集成電子噴射系統示意圖及現場展示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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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G 永磁同步電機  

此系統由環保動力有限公司贊助展出。電動汽車專用電動機是通過從電池獲

取有限的能量產生動力，要求是轉矩控制能力良好，轉矩密度高，運行可靠性及

在整個調速範圍內的效率盡可能高，從而保證車輛具有良好的動力性能和操控性，

同時需要具備良好的發電特性，在汽車制動時可最大程度回收能量，延長車輛的

續駛里程。永磁同步電機是採用稀土永磁材料勵磁的交流電動機。永磁同步電機

高效節能，體積小，重量輕，功率密度高的特點使得其特別適合成為電動汽車專

用電機。 

 

  

 

 

 

 

 

圖 4-21 – DG 永磁同步電機展示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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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進汽車零部件製造科技展區 

主要展出各種先進汽車零部件製造科技的介紹及其所製造出來的零部件，技

術包括共注塑技術、擴散焊接技術、類鑽碳膜技術、直接金屬粉末鐳射燒結

(DMLS)技術、金屬管件液壓成型技術、鎂合金成型技術/注射成型技術/半固態

成型技術、微孔發泡注塑技術、粉末注射成型技術、快速模具加熱、冷卻成型技

術及水輔助注塑技術。 

圖4-22 –先進汽車零部件製造科技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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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整車廠考察 4.2

於 2013 年 4 月 25 至 28 日期間，30 多位港企代表參加了福建整車廠考察

活動，實地瞭解福建整車廠的運作及要求，為日後雙方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礎。到

訪的車廠包括福建奔馳、東南汽車(福建)、廈門金龍汽車及廈門金旅汽車，參加

各整車廠期間獲各整車廠派出採購代表現場與企業代表交流整車採購客戶特殊

要求，為日後成為一級供應商奠定基礎。 

期間，生產力局亦邀請了福建經貿委、省汽車協會、閩港移轉中心、福汽集

團等講解福建汽車工業在「十二。五計畫」發展的藍圖，為港商提供了到福建投

資的環境、投資營優惠政策講解及討論閩港雙方合作的機遇。 

**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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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及技術對接會回顧 4.3

考察團代表於 4月 27日應 2013福建廈門-香港周的主辦機構邀請參加了盛

大的開幕典禮，並參觀了香港汽車工業成果展覽。 

 

 

 

 

 

 

 

 

 

 

 

同日中午參加了由 SAE-HK 及生產力局管理層主持的午餐會，並邀請了福建省

經貿委副主任曹建平先生、福汽集團副總王志勇先生、福建省汽車工業行業協會

凌玉章會長等出席，現場與各

代表成員交流福建省汽車工業

發展的趨勢。 

 

圖  4-23 - 考察團參觀香港汽車工業成果展覽後合照留念  

圖  4-24 - 考察團代表參加觀迎午宴，席間SAE-HK主席勞

應海博士、生產力局主席陳鎮仁先生、福建省經貿委副主任

曹建平先生致歡迎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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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考察團 30 多位

代表參加了閩港汽車企業

業務及技術對接會，會議

中各代表與來自福建各地

的近 40 家福建企業代表

就技術及業務拓展等話

題進行現場的交流。閩

港二地的企業代表及專

家進行業務對接及技術

交流，目的是推介香港

汽車零部件工業成果予

閩企業，促進雙方在業

務及技術上的合作機會，令更多的港企進入或拓展內地汽車業市場。對接會邀請

到了福建汽車業領軍人物、福汽集團前總裁及現任福建汽車工業行業協會凌玉章

會長與會分享了福建汽車業的發展；以及福汽集團發展部總經理－林清先生現場

了講解整車廠零部件採購之產業佈局及福汽集團零部件採購流程。 

 

 

 

 

 

 

圖  4-26 –考察團代表參加對接會，與閩企業就技術及業務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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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接會期間，各小組成員於對

接期間把握機會與福建整車代表、

福建 4S 代理、汽車零部件進出口

商及福建汽車零部件企業洽談及

交換聯絡，場面氣氛熱烈。是次對

接會共有自閩港二地近六十家企業

共一百多人參加，當中包括福建省五

家整車廠(東南汽車、福建奔馳、廈門

金龍、廈門金旅及福建新龍馬)的採購

代表。 

 

 

 

 

 

 

 

 

 

 

 

 

 

 

 

圖  4-27 - 對接會期問各企業間對接的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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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進的生產材料技術及製造科技趨新能源公交車發展及關鍵部件技術要

求: 環保動力電動汽車有限公司市場總監馬南錦先生、環保動力集團研發

總監(董事)謝丹先生、測試中心董事李德發先生 

2) 先進的生產材料技術及製造科技趨勢: 生產力局顧問彭泓博士 

 

3) 電動汽車供電和充電系統設備安全標準及發展方向: UL 高級項目工程師

徐玉霞小姐、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高級顧問鍾偉聰先生 

4) 最新汽車工業行業標準及管理方法: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顧問梁振豪先生 

5) 全球和中國電動汽車和智慧電網發展前景:“亞洲電動車之父”陳清泉教授 

6) 汽車發展的最新趨勢剖析: 底特律電動汽車控股有限公司亞太區

董事總經理方亦寧先生 

7) 香港汽配業拓展內銷攻略之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實戰篇: 上海鼎睿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總經理聶天心先生、樂域實業有限公司董事勞應海博士 

8) 香港汽配業拓展內銷攻略之新能源汽車發展趨勢及技術研討會: 新加坡極科熱管

理( 蘇州) 公司首席執行官龔偉成先生、環保動力電動汽車有限公司市場總監馬

南錦先生、環保動力集團研發總監(董事)謝丹先生、賽馬會重型車輛排放測試及

研究中心項目經理陳福祥先生 

 汽車工業發展專題探討 4.4

在整個項目期間，我們共計邀請到 15 位汽車業界的專家，通過 8 場座談會，

現場探討汽車業最新發展趨勢及拓展內銷攻略。企業如想對專題講座有進一步瞭

解，歡迎聯絡我們。講座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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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的開發早已引起了全球汽

車廠的注意，世界各大汽車公司以及

國內各大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紛紛

致力於開發清潔節能汽車。隨著國家

大力推行節能減排政策，新能源汽車

產業備受關注，政府大力更推廣新能

源公車發展。各地政府對新源公車的

開發都有不同的政策，因此瞭解不同

地方政策對生產新源車或相關部件是非常重要。 

 

環保動力電動汽車有限公司市場總監馬南錦先

生於講座中與我們剖析了各地政策對新能源汽

車發展的支持及限制。 

 

 

環保動力集團研發總監(董事謝丹先生)

則講解了新能源公車的發展在關鍵部件-電

機的要求，電機控制系統作為新能源汽車的

核心部件，電機控制不僅關係到整車性能，

還與行車安全息息相關，要求更嚴格。 

 

 

 

測試中心董事李德發先生則進一步分享最新新

能源公車的發展及有關部件的測試方法及標

準。 

http://baike.baidu.com/view/66547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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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汽車零部件及各類消費型產品正潮著輕量化、高精度、減少材料、降低

成本、增強功能及環保等方向發展。這些要求衍生了很多種新穎材料及製造科技

以適應要求之轉變及持續技術改善。在汽車工業方面，輕量化不僅可以提升車輛

在節能和速度方面的性能，同時減少了空氣污染。為了實現產品輕量化，使用輕

材料和微型零件是主要的方法。一些輕材料包括鋁、鎂、鈹、鈦和金屬玻璃已被

應用在消費產品和車輛工業。可是部分輕合金和微型材料加工並非容易，所以開

發輕合金和微型材料的加工工藝對產品輕量化和微型化是至關重要的。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材料及製造科技部顧問

彭泓博士通過此講座分享生產力局近期開

發之多種先進的材料及製造科技，包括最

先進的輕合金與微製造技術、鎂合金壓鑄、

半固態成型複雜形狀及截面的金屬管件液

壓成型、水輔成型及物理發泡注塑技術、

類鑽碳膜(DLC Coating)及微型傅感器

等。  

  

先進的生產材料技術及製造科技趨勢講座現場 



 

 

4-27 

隨著各國政府相繼發佈電動汽車發展戰略和國家計畫，必將進一步加快國際

電動汽車產業發展的進程。根據內地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到 2020

年，純電動汽車和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累計產銷量達到 500 萬輛。作為製造商，

可能您已經參與或正準備進

入這個充滿希望的領域：電

動車充電系統的產品或零件

供應。但是， 瞭解各國市場

准入要求是您需要邁出的第

一步，在電動汽車充電系統

認證領域的領導地位, 能提

供您關鍵性的協助。 

 

UL 安全檢定國際有限公司高級項目工程師徐

玉霞小姐分享了 UL 2202 充電系統設備標準

和 UL 2594 電動汽車供電設備標準的關鍵結

構及測試要求。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汽車及電子部高級顧問鍾偉

聰先生介紹了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獲中華電力

有限公司的委託而開發的多制式高功率充電系

統，比家用等級充電的時間可快1至8倍不等，

更能切合市場對充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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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社會競爭劇烈，世界各地製造商普遍透過完善品質管制系統將產業升級，

以保持競爭力。從事汽車工業相關廠商須遵守行業標準及按照行業管理方法執行

以滿足客戶及業界持份者要求。本講座的目的是透過介紹最新汽車工業行業標準

及管理方法，讓汽車工業廠商或有志於投入汽車工業的廠家更瞭解行業要求，從

而作出適當的行動或決策，以保持競爭優勢。 

 

 

 

 

 

 

 

最新汽車工業行業標準及管理方法講座現場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材料及製造科技部顧

問梁振豪先生在講座中介紹最新汽車工

業行業標準及管理方法，如 ISO/TS 

16949:2009 、VDA 6.4:2005 汽車維修及

美容服務優質管理系統 VDA 6.2、汽車環

保製造及管理指引 ELV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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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 19 世紀末德國人卡爾·苯茨發明世界上首台內燃機汽車以來，汽車工業

已經走過了一百多年波瀾壯闊的歷史。近年在面對能源緊缺和環境污染的雙重壓

力下，未來汽車發展將更加注重節能減排，使用新能源的汽車成為未來人類社會

代步工具的主要發展方向。當新能源汽車的關鍵技術發展及方向，成為汽車產業

探討重點的同時，業界亦同時對汽車業的發展的經濟及技術週期存在很多的疑

問。 

 

“亞洲電動車之父”中國工程院院士，

香港大學電機電子工程學系榮譽教授陳

清泉教授通過此講座分析了中國和全球

電動汽車產業發展前景，今後十年市場

預測，目前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主要關

鍵技術，包括動力電池技術、電機電控

技術、系統集成技術、基礎實施、智慧

充電技術和智慧電網特性。 

 

 

 

 

 

 

 

 

 

 

全球和內地電動汽車和智慧電網發展前景講座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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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為人類帶來了移動的自由，非常顯著地拓展了人們的活動範圍，豐富了

人們的社會活動，從而全方位地推動了經濟。但是，受到能源短缺、全球暖化等

問題的影響，傳統的內燃機汽車面臨嚴峻挑戰。汽車未來發展趨勢是近期最熱門

討論的話題之一。 

 

 

底特律電動汽車控股有限公司亞太區

董事總經理方亦寧先生從整車廠角度

剖析汽車業發展的經濟及技術週期，以

及從新能源及技術等方面來剖析了汽

車在未來會有怎樣的發展趨勢，協助企

業探討汽車業的經濟及技術發展趨

勢。 

 

 

  

汽車發展的最新趨勢剖析講座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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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汽車製造業發展一日千里，再加上汽車是國家政策所支持的重點產業之

一，可見內地汽配市場擁有的巨大商機。按理來說，香港的基礎工業根基穩固，

本地企業顯然具備潛力，能把握此巨大商機為內地汽車業提供所需技術及配件以

支援其發展。可惜大部分的企業不瞭解內地汽車工業市場，缺乏業務網絡，難以

拓展內銷。 

 

本研討會由主

辦機構 SAE-HK 主

席－勞應海博士親

自分享今年 4 月在

新興汽車工業重鎮

－福建省廈門舉辦

的“香港汽車工業

成果展覽”及系列活動詳情；同時，勞博士亦以企業代表的身份分享企業升級轉

型至汽車部件製造商的經驗。 

 

除此之外，我們亦成功邀到中國貿易促進委員會汽車行業分會（全球第一大

車展上海國際汽車工業展主辦方）的官方戰略合作夥伴 - 上海鼎睿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創辦人聶天心先生親臨本會，剖析中國汽車工業發展未來趨勢及分享如

何協助各地中小型汽車技術和零部件企業提供業務對接、技術許可等拓展中國內

地市場。 

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實戰篇講座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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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日益突出的燃油供求矛盾和環境污染問題，世界主要汽車生產國紛紛

加快部署，將發展新能源汽車作為國家戰略，加快推進技術研發和產業化。節能

與新能源汽車已成為國際汽車產業的發展方向，未來 10 年將迎來全球汽車產業

轉型升級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隨著 2012 年國務

院發佈《節能與新能源汽

車 產 業 發 展 規 劃

2012-2020》，內地汽車

市場更堅信汽車產業會

沿著節能與新能源的方

向發展。應此良機，本研

討會邀請到電動車專家

現場剖析新能源汽車核

心技術-電動車電池及電機，並同場介紹本港首部電動巴士項目以及零減排汽車

趨勢。通過此研討會將新能源汽車核心技術及最新發展趨勢帶給與會者，促使本

土企業能及時抓住機遇、抓緊部署，加快培育和發展節能與新能源汽車業務，從

而搶佔先機，拓展內銷市場。 

  

新能源汽車發展趨勢及技術研討會講座現場 



 

 

4-33 

 企業反饋及活動成效總結 4.5

香港汽配業示範項目已完滿結束，包括香港汽車工業成果展覽、福建整車廠

考察團、閩港汽車業務及技術對接會及汽車發展專題講座。為瞭解參加者對於是

次活動的意見，我們向參加者收集了對於活動的感想和做了問卷及電話調查。 

對閩港汽車企業技術及業務對接會意見問卷調查 

在福建期間，參加港企到訪福建 4 家整車廠後，均參加了閩港汽車企業技術

及業務對接會。活動完成後，我們於會後對 100 多位的參加者進行了問卷調查

以收集他們對於對接會的意見，受訪者包括福建整車廠代表、研發機構和汽車零

部件供應商。以下是我們調查的總結： 

 100%受訪者都對是次活動感到滿意和抱有正面態度，均認為可以借此

機會瞭解雙方需求，促進日後合作機會 

 超過 80%的參加者透過對接會與 1 個或以上的單位進行了交談，當中

超過 60%參加者更是與 3 個或以上的單位進行了交談，單位包括福汽

集團、福建奔馳、東南汽車、新龍馬汽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和汽車

零部件企業等 

 60%受訪者表示對接會中與單位代表重點交流的主要內容是潛在的業

務拓展商機 

 近 50%受訪者交流的主要內容是關於汽車零部件研發技術 

 近 30%的受訪者表示是關於先進的製造技術 

 接近 90%的參加者會在 3 個月內與交談單位有聯繫 

 超過 50%的受訪者表示與閩港的汽車零部件企業有聯繫 

 30%的受訪者表示與整車廠(福建奔馳/東南汽車/新龍馬汽車)和香港

生產力促進局(汽車研發技術/先進的生產技術)有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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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所有受訪者都表示對是次的活動內容和安排都感到滿意，透過是

次活動成功瞭解更多內地汽車工業情況和相關資料，亦在對接會中與相關單位取

得聯繫，並就業務拓展商機和技術研究進行了交流，希望將來可以再次舉辦類似

的活動讓內地和香港業界進行交流。 

 

活動成效及建議總結 

各活動完成後，與會者與參觀者亦提出了各種寶貴的意見，對我們活動成果

肯定之餘，亦提出了各種建議，以下是各活動成效的總結及建議： 

 整體活動成效總結 

舉類此類型活動能團結業界力量，擴大影響力，有效幫助香港中小企推廣

業務及建立拓展內銷的管道。我們通過電話及電郵的訪談，接近 70%的

企業與福建的整車廠及閩港二地的汽車業界已有進一步的接觸，當中

20%的企業更通過福建的聯繫與中國其他各省份的汽車企業有接觸，期望

未來 1-2 年內有業務聯繫。 

其他 30%的企業已有福建整車廠的聯繫方式，待業務進一步發展時會與

他們聯繫。(注：汽車工業號稱工業中的工業行業，進入門檻很高，由於

涉及到安全性問題，與整車廠合作一般需 2-6 年的開發時間; 與整車供應

鏈內的企業合作亦需遵循整車廠的要求進行，難於在短期內可見即時的業

績。因此我們主要關注要點是企業能否取得聯繫的管道及有進一步的接觸。

而且基於保密協議，企業不方便透露有關福建的車廠的資料。) 

 

 香港汽車成果工業展 

整體展覽美觀簡潔，集中了香港汽車業界的成果，是近年難得一見的，亦

是反映香港業界團結結力量的成果。希望可保留是次活動的展品以便在其

他類似的活動或其他城市繼續做展覽，讓更多內地汽車工業界瞭解到香港

汽配業的發展狀況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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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閩港技術及業務對接會 

對於日後舉辦的對接會希望可以邀請到更多的車企代表；有一份關於每一

個參展商之公司網頁及聯絡方法的電子摘要就更好，這可讓團員直接查詢

有關參展商公司之產品；於對接會前先預留時間讓買家及賣家預約，這可

預防同一時間有過多的賣家接觸同一個買家，做成資源分配失衡。 

 

 福建整車廠考察團 

參觀時間可以延長，讓我們可以作出更深入的討論。可以有一份表單列出

整車廠需要及有興趣採購之部件可以派發就更好了。 

 

 專題講座 

舉辦的各類型講座有助瞭解汽車行業的最新發展，希望在未來主辦單位可

以邀請到中國內地的整車廠權威能更細緻講解中國汽車業的發展狀況及他

們的需求；亦期望講解有關新能源汽車業發展對汽車零部件及相關服務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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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各參加者意見，節錄如下：(為尊重各參加者意願，文中不顯

示名稱) 

 

 

 

 
 

 

 
  

「整體展覽集中了香港汽車業界

的成果，是近年難得一見的，亦

是反映香港業界團結結力量的成

果」 

「 拓展內銷仍未能達到一定的成

效，可能在類似的活動要先與參觀機

構多做一些資料搜集及溝通，因而提

供對應的服務及方案。」 

「以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目前所掌

握的資源，這次對廈門整車廠考

察團、展覽和對接會的安排，已

是相當完美，可謂盡力了。」 

「整個活動對於公司在拓展內銷和

進入汽車採購鏈亦有幫助，公司透

過是次活動成功與東南汽車和福建

奔馳取得聯絡，正在洽談進一步的

合作機會。希望將來可以多一些類

似的活動舉辦，讓企業可以瞭解更

多汽車工業的狀況。」 

「之前沒有途徑或方法可以讓

香港供應商和中國的買家有聯

繫，但此考察團就給了我們公司

一個這樣的機會，謝謝!」 

「展覽的整體設計簡潔美觀，能充現

展示各產品特性，希望可保留是次活

動的展品以便在其他類似的活動或其

他城市繼續做展覽，亦希望可以多舉

辦汽車行業的對接會，並可在環保新

能源方向進行研討。」 



 

 

4-37 

 

 

 

 

 

 

 

 

 

 

 

「對接會的目的非常好，可以讓香

港汽車零部件供應商和中國的潛

在買家配對。參觀尤其很好，但是

參觀時間可以延長，讓我們可以作

出更深入的討論。假如可以有一份

表單列出整車廠需要及有興趣採

購之部件可以派發就更好了。」 

 

「很榮幸有機會參加是次活動，對整

體安排十分滿意，工作人員十分細

心。假如單位可以有一份關於每一個

參展商之公司網頁及聯絡方法的電子

摘要就更好，這可讓團員直接查詢有

關參展商公司之產品。而要讓對接會

的目的發揮得更好，可以於對接會前

先預留時間讓買家及賣家預約，這可

預防同一時間有過多的賣家接觸同一

個買家，做成資源分配失衡。」 

「在考察團得到的好處是買家

已知道我們公司的名稱，並有進

一步洽談，所投資的時間和精力

是值得的。」 

「一個妥善安排的活動，各汽車零

部件生產商可以盈聚一起，發揮協

同效應，希望日後多些這樣的活

動，並希望香港特區政府提供補

助，使各企業多些參與，站穩在內

銷的業務及工作。」 

「強大如博世，在研發中亦常受到

當地州政府的資助，希望  貴局能

舉辦更多相關之活動，通過具有遠

見的謀篇佈局與運作，協調香港汽

車零部件行業避免陷入溫水煮青蛙

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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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訪：香港汽車零部件業拓展內銷            4.6

機遇與挑戰 

   

 

 

 

 

 

 

國際航空及汽車工程師學會-香港分會主

席-勞應海博士 

勞應海博士是樂域光機電科技有限公司主席，一位有豐富實戰經驗的工業人，從事製造

業四十多年。勞博士主修機械工程，深造塑膠工程，精妙的把中西管理哲學融會一起，

應用並發揚光大。 

 

勞博士一手創立的樂域集團建基於亞洲，擁有一千人的工作團隊，以三十多年的豐富專

業製造經驗，為顧客提供一條龍式的優質服務。樂域專注於國家重點支持的高新科技，

將技術成果轉化為產品功能，並致力提高製造級別、精益生產、提升效能、整體策略

帶動業務擴張，企業利潤增長。 

 

勞博士少立大志，有期待有動力，用自己雙手創造傳奇；凡事親力親為，竭盡全力，積

極面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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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汽車零部件業拓展內銷的機遇與挑戰 

對於汽車零部件業來說，自 2010 年後，受到產業轉移等因素影響，港商開

始加大部署中國內銷市場發展，而2013年成為了港商進軍內地市場重要的一年。

應此良機，我們訪問了「拓展汽車零部件內銷市場 – 協助香港汽車零部件中小

企打進中國汽車市場」計劃的主辦機構-國際航空及汽車工程師學會-香港分會主

席勞應海博士，以下是訪談內容： 

問: 勞博士，目前內地汽車業發展蓬勃，但很多人認為港商的受惠並不多，

你對此有什麼看法?香港的汽配業存在哪些問題呢? 

答: 中國汽車己連續 4 年成為全球產銷量首位，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中汽

協)最新的資料，今年前 11 月，國產汽車產銷量距兩千萬輛大關只差數

萬輛，全年篤定突破兩千萬輛大關，再創新的歷史紀錄。據中汽協統計，

1 至 11 月，中國汽車生產和銷售規模分別為 1998.93 萬輛和 1986.01

萬輛，同比分別增長 14.34%和 13.53%；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秘書長董

揚表示，今年全年國產汽車產銷量均有望達到 2100 萬輛的規模。而且

據專家預測估計，今後 5 到 10 年內仍是中國內地汽車業發展的黃金期，

以目前形勢分析，中國汽車產銷每年將以 8%—10%的速度增長。以上

這些數據說明內地汽車業發展真的是不容忽視！ 

 

香港背靠祖國，雖然有不少企業亦從中取得商機，但對大部分中小企而

言，事實上的確是受惠不多。阻礙發展內銷的問題可總結如下： 

i. 香港汽車零部件業己發展多年，但由於本土欠缺整車廠，故仍不成

氣候。大部分的已進入汽車供應鏈的中小企業在汽車供應鏈中處於

較下游位置，屬於三級以下的供應商；同時也令很多中小企難以踏

足汽車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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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雖然國內汽配市場已出現嚴重的誠信危機，假冒偽劣充斥市場，令

消費者蒙受巨大的損失，故形成消費者情願花費巨額購買進口貨，

形成另一龐大的市場。香港的企業向來在國際上享有重誠信及高可

靠性的良好信譽，換理而言，對香港企業進軍內地市場而言是極好

的時機。可惜很多的香港企業欠缺進入內地市場的途徑，難以拓展

業務，導致業務發展停滯不前 

 

iii. 國內“十二五”規劃己得到各省政府的落實和推動，政府大力推廣

新能源汽車及電動汽車的發展，但企業對新標準認識尚淺，在生產

時面對很多不同的困惑 

 

iv. 由於大部分的港資企業仍是屬於第三層以下的供應商，對整車廠運

作及要求不瞭解，對升級成為汽車供應鏈中更高層次的供應商造成

一定的障礙 

問: 針對香港的汽配業存在這些問題，你們有什麼建議去解決這些問題? 

答: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需為港商爭取更多推廣管道才能有助他們拓展內銷。雖然

我們學會的成員非以公司名義參與，但我們協會的成員大部分來自香港汽配

行業，包括我自己。我們深知香港汽配業中小企的難題，為貫徹我會宗旨-

推動香港汽工業發展的動力，我會委託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以下簡稱生產力局)

進行“拓展汽車零部件內銷市場 – 協助香港汽車零部件中小企打進中國汽

車市場”的計劃。此計劃得到了申請香港工貿署的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

展內銷市場(BUD)的專項基金（機構支援計劃）資助。 

 

是次項目，我們挑選了鄰近香港的福建作為推廣香港汽配業的試點。因為目

前福建己有汽車整車生產企業 7 家，因此雲集了一大批的汽車零部件的一級

供應商；而且福建省已落實在“十二五”期間將突出抓整車生產企業的規模

擴張、汽車電子生產基地建設、推進華擎發動機項目和延伸汽車產業鏈等; 與

此同時，還將推進新能源汽車、汽車電子、汽車零部件以及汽車發動機項目



 

 

4-41 

建設；另外，中央大力提出的福建海西建設也為福建汽車產業的發展提供了

良好的歷史機遇，以上所列因素將令福建成為中國重要汽車生產基地之一。

因此，此項目的目的帶領香港企業代表參與展覽、對接會等活動，抓緊先機

向閩企業展示香港汽車零部件發展技術、研發成果及企業重誠信及高可靠性

的核心價值，促進雙方合作的機會，進入汽車供應鏈，或能升級成為二級以

上的汽車零部件供應商。 

 

問: 是次廈門舉辦的活動如何?收到預期的效果嗎? 

答: 通過工業貿易署『BUD 專項基金』資助，我們於 2013 年 4 月於福建省廈門

市的“2013 福建香港周”期間舉辦了『香港汽車工業成果展覽』、閩港二地

業務及技術對接會、整車廠考察及專題講座，是次大規模的推廣活動，對推

動本港汽車業起著重要的作用。 

 

我們帶領了 40 家香港汽車零部件相關的企業及機構參加「香港汽車工業成

果展覽」，並籌辦整車廠考察團、閩港兩地技術及業務對接會，以及最新汽

車發展專題座談會等活動，強化閩港之間的技術交流，促進彼此在業務及技

術上的合作機會。 

 

此外，我亦相信大型展覽會提高港商地位。『香港汽車工業成果展覽』共計

有 40 家港商及機構參加，展示了 13 項研發成果、10 項先進製造科技，共

計 200 多項最新產品/服務。6 天展覽會共錄得逾 8 萬人次到場參觀，提供

閩港兩地互相交流的機會，推廣香港汽車零部件業發展成果，進一步協助港

商發掘商機及拓展內地市場，整項活動取得了預期向內地市場推廣香港汽車

零部件業的成果，目前已有幾家企業與福建整車廠洽談，期望不久將來更多

企業可經此活動拓展內地市場。 

 

港商一向是「無名氏」，生產的汽車零部件產品缺少推廣管道，藉著展覽及

考察的活動，使港商有機會展示能生產高增值產品的實力。與整車廠代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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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後，瞭解到他們重視廠商的技術和生產能力，才能給予他們信心，故突出

自己的專長相當重要。雖然，港廠商在這刻未必能即時提升生意，但收到的

查詢對於未來的業務發展和雙方的合作機會，極具正面意義。亦為港企日後

進入汽車供應鏈或升級成為一級供應商奠定基礎。 

問: 您是學會的主席，同時你亦是企業的掌舵人，據瞭解貴司近年亦亦積極開拓

內地市場，可以分享下拓展內銷的策略嗎? 

答: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因應自身企業的特色審視內銷策略。隨著農村的工業化發

展，內地的汽車需求將持續增加。從內地車廠考察活動中發現，一些內地汽

車廠使用的零部件產品開始改用本土品牌，顯示他們建立自我品牌的決心。

我預期，內地汽車業有能力建立更多自我品牌，生產質量將進一步追近歐美、

日本汽車的水準，這方面將為港商帶來發展機遇。因為港商一向以生產嚴謹

見稱，在工程管理方面「到位」，並對質量的要求極高，可作為發展策略。 

在過去，港商在廣東省的投資最多，單在深圳，港商的投資比例達到六成。

現在內地市場分散而多樣化，廠商亦可考慮內地其他汽車工業重鎮，如：瀋

陽、武漢等。 

 

另外，在缺少汽車廠的環境下，影響了港商產品的認受性。政策上，香港欠

缺整體汽車製造的發展土壤；相對之下，內地的汽車產業得到政策的扶持，

使汽車廠商得以茁壯成長。因此，他期望日後行業能得到更多支援，聯合業

界、生產力局及其他研發機構，為中港兩地汽車產業之間建立合作橋樑，助

廠商開拓內地汽車市場網絡。 

問:  謝謝勞博士的分享，最後，可以講講您對汽車業界持續發展的建議嗎? 

答:  我的答案很簡單: 穩定生產勝於一切。因為汽車是講求穩定生產的產業，需

持續進行質量監控，以及投入研發工作。我期望業界緊守崗位，未來可考

慮推行自動化生產及工廠資訊化，做到技術、生產、管理等多元方面的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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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進入汽車零部件採購供應鏈策略 

中國汽車業正處於黃金發展期，未來五至十年仍處於發展高峰期。因應目

前中國汽車業的蓬勃發展趨勢，很多中小企期望抓緊此黃金機會加入汽車供應

鏈體系，升級轉型，拓展內銷。但汽車行業是一個特殊的行業，涉及到安全性

的問題，因此對供應商的要求特別嚴格。在第二章福建汽車工業行業協會會長

的訪問中，凌會長已明確指出在汽車行業中，供應商都遵循 QCDDS 原則： 

 

 品質（Quality），品質保證能力 

 價格（Cost），成本控制能力 

 供貨（Delivery），供貨保證能力 

 開發（Development），零部件開發能力 

 服務（Service），售後服務水準 

 

QCDDS 可說是汽車供應鏈中的供應商必須具備的基本元素。要維護

QCDDS，企業必須擁有健全的質量管理系統，要求達到高產品質量及穩定生產，

符合汽車客戶的客戶特殊要求。以下我們根據汽車行業的特殊要求，總結了三

個要素給計劃進入汽車零部件採購供應鏈的企業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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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符合國際標準的汽車質量管理體系 5.1

計劃進入汽車工業整車供應鏈，企業建立完整的質量管理體系，確保產品

的質量及生產的穩定性。取得國際標準的汽車質量管理體系 - ISO/TS 16949(以

下簡稱 TS)認證可說是進入汽車零部件採購鏈的踏腳石，因為客戶挑選供應商

的首要條件是企業須符合 TS 的要求及取得認證公司所發的認證。 

TS 是由國際汽車推動小組 (IATF) 和有關國家汽車工業協會 (ANFIA 、 

AIAG 、 CCFA 、 FIEV 、 SMMT 和 VDA-QMC) 經共同努力於 1999 年 3 月制

定的。其目的在於為全球的汽車工業尋求一種統一的供應商品質管理系統。 TS

是在 ISO9000 的基礎上，融合了美國的 QS9000 、德國的 VDA6.1 、義大利

的 AVSQ 以及法國的 EAQF 等汽車工業品質管理系統。 TS 現已得到世界知名

汽車生產廠商全球主要汽車廠，如通用、寶馬、大眾、福特及克萊斯勒的認證。

這亦意味著企業計劃從事汽車部件的生產，首先要符合 TS 的要求。 

總括來說，導入 TS 後會帶來好處，包括： 

 綜合的管理方法，減少第二方稽核的頻次 

 整合公司流程，強調過程方法，量身定做的品質系統 

 系統地進行目標定位，公司規範系統和一個持續改善的過程 

 定期驗證並管理公司以及相關的規範 

 定期調查顧客的滿意度以及市場表現對比 

 重點加強了預防和策劃 

 有效的錯誤診斷系統 

 作為具有吸引力和可信賴的合作夥伴增加了客戶的信任度 

 以顧客 ( 包括內部和外部的 ) 為關注焦點 

 體現企業優點，明確不足，瞭解改善的潛力 

 透過監督稽核，關注規範化和生產力提高和投資回報率的實現 

 更好地瞭解汽車工業及其他供應商所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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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TS 質量體系除可滿足客戶要求外，企業亦可通過建立此汽車業特有的

體系，期望在 TS 關注於持續改進、強調缺失預防、降低變異和廢棄物原則下，

保證企業管理、生產和產品質量的穩定性，符合及滿足汽車供應鏈的要求，更

好地抓緊國內汽車業發展蓬勃的黃金機會，成功將產品打進汽車工業，達到企

業升級的目標。建議分四個階段建立 TS 體系，包括體系差距評估、體系建立和

實施、模擬質量管理體系審核和認證審核，以協助企業的質量管理體系提升至

符合 TS 的水準。 

建立 TS 質量管理體系的建議 

第一階段：體系差距評估 (此階段一般需時約二個月) 

在此階段，企業的全體員工參與「ISO/TS 16949 概念和要求」培訓， 以

瞭解 TS 的概念，為日後推廣 TS 作準備。 

各部門討論和評審現有的體系檔和績效資料，識別品質管制體系的核心過

程，找出現時體系和 TS 的差距，並與有關的管理、監督人員共同確定現行的運

作是否有不符合要求之處。企業的須根據上述的評審結果和建議，成立專責小

組負責提供支援和監察專案進度，並須委派一名管理者代表負責統籌本專案的

執行工作，以及組織足夠的工作小組落實建立和推行品質管制體系。 

第二階段：體系建立和實施 (此階段需時一般需時約六至八個月) 

一般而言，建議在此階段企業的員工需進行以下的培訓：  

 TS 系統文件編寫 

 先期產品品質策劃(APQP) 

 生產件批准過程(PPAP) 

 失效模式和後果分析(FMEA) 

 測量系統分析(MSA) 

 統計制程式控制(S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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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TS 的要求以過程主導的方式編寫品質手冊。品質手冊說明品質管制體系

的過程、目標、職責和實現目標的方法，屬公司最高層次的政策檔。 

完成培訓之後，按 TS 的要求增加或修訂運作程式、相關表格和記錄。很多

企業將這些工作大部分交由顧問完成，建議企業應盡量由各部門員工參與或在

顧問指導下自行完成相關的工作。這種做法令員工清楚明白自己擔當的角色。

他們除了更加願意投入新的體系，亦對程式有清楚的認識，日後負責維持這些

程式時變得更有把握 

當相關文檔準備好後，企業對選出的內部審核員提供「內部質量審核員」

培訓。完成後，可準備首次的 TS 內部審核。內部審核員須按計劃對提升後的品

質管制體系進行全面內部品質審核，監察品質管制體系的實施情況。 

第三階段：模擬質量管理體系審核 (此階段需時約一至二個月) 

企業實行所有運作程式後，經評估後符合申請 TS 的要求後，企業可正式向

協力廠商認證機構提出認證的申請。如有需要，企業可邀請協力廠商認證公司

到企業進行為期一至二天的預備審核，找出潛在的差距，並進行整改活動。 

第四階段：認證審核 (此階段至取得證書一般需時三個月) 

此階段主要由協力廠商認證機構執行，但需注意的 TS 的審核需包括主要場

所-現場1及所有支援場所─外部場所2。具體審核日期根據企業規模人員數量而

定，如下表所列： 

                                                

1
 現場: 發生增值制造過程的場所 

2
 外部場所: 支持現場並且為非生產過程發生的場所。港企常見的外部場所如香港的辦公室

(負責收取訂單、出貨等)，及設於外地的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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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 認證所需的審核人天 

資料來源：ISO/TS 16949：2002 IATF 認可規則，第三版，2008 年 10 月  

 

一般而言，TS 適用於為汽車供應鏈可以是從事下列產品和服務供應商： 

 產品或生產材料生產 

 熱處理、油漆、電鍍或其他表面處理 

 顧客要求的其他產品的生產 

  要獲得 TS 的證書，公司必須先證明它滿足 TS 的所有要求及客戶的相關

要求。所有的一般不符合項必須在正式現場稽核後的三個月內由被稽核方通過

相應的糾正措施實施現場整改，以確保能頒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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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尚未通過 ISO 9000 驗證的公司，我們

建議首先應當先通過新的 ISO 9001：2008 驗證，

獲得證書。然後再盡力滿足 TS 的要求。但需強調

的是申請認證時，企業需已正式開始供貨給整車

(OEM)供應鏈上的客戶，非供貨給整車(OEM)供應

鏈的客戶。 

要求獲得 TS 認證註冊的企業，必須具備有至少 12 個月的生產和品質管理

記錄，包括內部評審和管理層評審的完整記錄。對於一個新設立的加工場所，

如沒有 12 個月的記錄，也可進行評審，經評審符合品質系統規範要求的，認

證公司可簽發一封符合規範要求的信件。當具備了 12 個月的記錄後，再進行

認證審核註冊。 

有關 ISO/TS 16949 最新消息，企業可定期登入 IATF的網站查詢: 

http://www.iatfglobaloversight.org/ 

 

 

 

http://www.iatfglobaloversigh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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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執行 TS 五大核心工具 5.2

取得 TS 認證，有效執行 TS 五大核心工具是一關鍵步驟。在 TS 條例中明

確規定如果顧客沒有明確指定使用哪些參考手冊，一般會選擇使用由美國汽車

工業行動集團(AIAG)發佈的五本通用手冊，這五大手冊所描述的內容亦統稱為

TS5 大核心工具，包括： 

 APQP-CP《產品品質先期策劃 -控制計畫》  (Advanced Product 

Quality Planning & Control Plan)，最新版本為第二版 

 PPAP《生產件批准》，最新版本為第四版 

 FMEA《潛在失效模式和後果分析》 (Potential 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最新版本為第四版 

 SPC《統計程式控制》，最新版本為第二版 

 MSA《測量系統分析》，最新版本為第四版 

以下是五大工具的簡介，具體的請參考由 AIAG 出版的手冊。 

 

 

TS 五大工具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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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質量先期策劃（Advanced Product Quality 

Planning, APQP） 

 

 

圖 5-2- 產品策劃週期 

 

產品質量先期策劃（簡稱 APQP）是一種結構化的方法，用來確定和制定

確保某產品使顧客滿意所需的步驟。產品質量先期策劃的目標是促進與所涉及

每一個人的聯繫，以確保所要求的步驟按時完成。高效的產品質量策劃依賴於

高層管理者對努力達到使顧客滿意這一宗旨的承諾。產品策劃週期是由基於

PDCA 循環原理進行，循環的前三個階段為產品/過程確認中的前期產品質量策

劃，第四階段-實施行動為輸出評價階段，其重要性表現在二個功能上，一是決

定顧客是否滿意，二是支持追求持續改善。從每一項目中獲得的經驗應用到新

項目的開發，周而復始，闡明對持續改善的永無止境追求。APQP 的目的是制

定產品質量計劃來開發產品，滿足顧客要求，達到顧客滿意： 

 及時完成關鍵任務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A%A7%E5%93%81%E8%B4%A8%E9%87%8F%E8%AE%A1%E5%88%92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C%80%E5%8F%91%E4%BA%A7%E5%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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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時通過生產件批准 

 持續地滿足顧客的規範 

 持續改進 

 APQP 的好處 

 將資源致力於顧客滿意 

 促進所需變更的早期識別 

 避免晚期變更 

 以最低的成本按時提供最高質量的產品 

每個新產品質量策劃分五個階段進行，如下圖所示，包括 

 第一階段： 計劃和定義項目 

 第二階段： 產品設計和開發驗證 

 第三階段： 過程設計和開發驗證 

 第四階段： 產品和過程確認 

 第五階段： 反饋、評估和糾正措施 

每一階段的輸出成為下一階段的輸入，以下圖所示。 

 

圖 5-3 - 產品質量策劃進度表 

http://wiki.mbalib.com/zh-tw/%E9%A1%BE%E5%AE%A2
http://wiki.mbalib.com/zh-tw/%E6%8C%81%E7%BB%AD%E6%94%B9%E8%BF%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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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潛在失效模式和效應分析  (Potential 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 , FMEA) 

FMEA 是系統化的風險評估工具，通過量化標準來將潛在的失效進行排序，

設計者或製造者即可按照順序來改進，以免資源不足而無法馬上改善所有問題。

FMEA 用來描述系統化的活動，其目的在於： 

 找尋並評估產品或工序的潛在失效及其影響 

 釐定行動以消除或降低潛在失效發生的機會 

 使全部過程檔化 (Documented) 

 使產品的設計／工序更加完備，並提高顧客的滿意程度 

 產品或服務的預防性質量保證工具 

FMEA 中風險量化方法：  

RPN = S x O x D 
RPN： 風險系數 

S： 嚴重度 

O： 發生頻度 

D： 探測度 

常用的方法是將每一指標分成 1-10 個級別，1 為最小，10 為最大。RPN

分數由 1 至 1000，RPN 指數越大代表風險越高。各個級別制定可參照 FMEA

手冊，或因應各行業標準而制定。如自行制定評估分數，建議在提交 PPAP 前

通知客戶有關做法，並取得客戶書面同意，以避免雙方存在誤會，影響判斷準

則。 

現被廣泛採用的有兩種 FM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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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潛在失效模式和效應分析(DFMEA)： 旨在預防生產前以設計為基

礎的失效模式 

 

 過程潛在失效模式和效應分析(PFMEA)： 注重製造過程和服務期間的

潛在失效模式的原因 

 
圖 5-4 – 應用 FMEA 好處 

 

 設計潛在失效模式和效應分析(DFMEA) 

DFMEA 是一種分析技術，設計工程師／小組將此技術用作分析潛在失效

模式的原因和機制用以評估整個系統、子系統、零部件等。是設計人員對於產

品的思想總匯，可以在設計時，將工程師的思考正規化和檔化。 

DFMEA 是一個動態檔。利用過去的經驗和知識開展產品設計。如果一個

新項目或新應用在功能上和當前的產品相似，經顧客同意，可以使用統一

DFME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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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 DFMEA 與其他文件的關聯圖 

 過程潛在失效模式和效應分析(PFMEA) 

PFMEA 是一動態檔，任何按要求的作出產品/過程的變更或更新都應當經

過評審。對評分等級進行定期的評審，尤其是當產品/過程的變更或更新後對發

生頻度及探測度的重新評審、生產現場問題發生時及收到客戶投訴後。 

將一個基本合理的 PFMEA 作為起點，就可以用過去的經驗和知識做就最

大的機會！ 

 

 
 

圖 5-6 - PFMEA 與其他文件的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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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件批准程序 (Production Part Approval Process , 

PPAP)  

PPAP 的目的是確定組織是否已經正確的理解了顧客工程設計記錄和規範

的所有要求，以及該製造過程是否具有潛力，在實際生產運行中，依報價時的

生產節拍，持續生產滿足顧客要求的產品。PPAP 必須適用於提供生產件、服

務件、生產原料或散裝材料的組織的內部或外部現場。散裝材料，不要求

PPAP，除非由經授權的顧客代表規定。 

PPAP 需要提交的專案如下圖所列： 

圖 5-7 - PPAP 需要提交的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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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量系統分析 (Measure System Analysis, MSA) 

測量系統分析 (MSA)的目的是用以評定測量系統的品質，主要是針對每個

零件能重複讀數的測量系統。 

 

 
圖 5-8 - 測量的重要性示意圖 

 

 

 

 

通常在以下的情況下做 MSA： 

 新生産的産品存在較大的産品變差（PV） 

 引進新儀器時（EV） 

 測量操作更換新的人員時（AV） 

 易損耗之儀器必須注意其分析頻率 

MSA分析要確認的資訊包括： 

 測量誤差有多大？ 

 測量誤差的原因是什麽？ 

 測量工具是否具備足夠的解析度？ 

 重複測量也能得到相同的結果嗎？ 

 用別的測量工具也能得到相同的結果嗎？ 

注意：如果測量的方式不對，好的結果可能被測爲壞的結果，壞的結果 

也可能被測爲好的結果，此時便不能得到真正的産品或過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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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量工具隨時間的推移是否保持穩定狀態？ 

 怎樣提高測量系統？ 

測量系統的質量通常僅僅取決於經過一段時間後産生數據的統計特性： 

 Stability 穩定性 

指同樣的部品在不同的地點用同樣的測量儀器測量的結果差異。 

根據時間的推移測量結果互不相同時，說明該測量系統缺乏穩定性。 

圖 5-9 - 測量系統的質量數據圖例 

 Bias 偏倚 

測量值平均和真實值的差異。 

 
圖 5-10 - 測量值平均和真實值的差異 

 Linearity 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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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性是指量具在其工作範圍內偏倚的變化規律。 

在全部測量範圍內，測量值和基準值的差異保持穩定，說明其線性好。 

 

 
圖 5-11 - 線性  

 

 

 

 

 

 Repeatability 重複性 

由一個人使用同一量具，對同一被測量特性進行多次重複測量，所得結果

之間的偏差，即爲測量系統的重複性。 

 

 
圖 5-12 - 重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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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roducibility 再現性 

由不同的人使用同一量具，對於同一被特性進行多次重複測量，所得結果

之間的偏差，即爲測量系統的再現性。 

 

 
圖 5-13 - 再現性  

實施 MSA 的部門效益： 

 企業將構建起科學、嚴謹的測量系統評測體系。 

 數據的真實性和准確度將得到有力保障。 

 測量分析效率將大大提高。 

 測量人員的工作技能也將持續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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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系統分析流程圖 

 

 

 

 

 

 

 

 

 

 

 

 

 

圖 5-14 - 測量系統分析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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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過程式控制 (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 SPC) 

SPC 是將一個過程定期收集的樣本數據按順序繪製而成的一種圖示技術。

SPC 的核心是控制圖，可以展示過程變異並發現異常變異，並進而成爲採取預

防措施的重要手段。SPC 是過程式控制制的重要手段，已經成爲汽車行業質量

管理體系的必須要求，也是六西格瑪改善項目中的必備工具。 

生産現場中常用到的兩種不同的數據類型 

 計量型數據：  長度，重量，時間，強度，成份… 

 

 計數型數據 

 計件型數據：  不合格品數，不合格品率…         

 計點型數據：  疵點數，灰塵微粒數… 

 

SPC 控制圖的種類和選擇 

 

 

 
圖 5-15 - SPC 控制圖的種類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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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 SPC 應注意的問題： 

 缺乏中層管理人員的支援 

 過於著重電腦的幫助 

 對品質控制圖的訊息，沒有適當的反應 

 “製程能力”與“製程式控制”混淆在一起 -“數據都在規格內，為

何控制圖竟說明不受控” 

 用不受控製程所得的數據，來設定控制界限 

 沒有訂定 OUT-OF-CONTROL-ACTION-PLAN﹝不受控應對計劃﹞，

對不受控製程的出現沒有系統性的應付方法 

 沒有即時記錄及處理所得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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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能力分析 

過程能力和過程績效分析是評價過程是否可達到其過程或產品的特定的規

格，務求製造或維持產品於指定的公差範圍內。過程能力的測定也是六西格瑪

改善項目中測量階段的重要工作之一也是客戶評價組織過程的重要參數。世界

五百強幾乎所有的製造企業中對其供應商都有過程能力方面的要求。 

 
圖 5-16 - 過程能力調查及改進的步驟 

過程能力指數(Cpk)一般以數值代表，如 Cpk>1.33，Cpk 通常由客戶訂定

並要求其供應商達致指定的品質水準。以汽車工業而言，供應商的製程能力必

須達到 Cpk>1.33 才可以得到客戶的量產批準。 

 
圖 5-17 - 製程能力與 Cp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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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客戶的特殊要求 (CSRs) 5.3

認證機構在對申請 ISO/TS 16949 認證註冊的組織進行審核時，除了要審

核 ISO/TS 16949 的要求以外，還要審核客戶的特殊要求。在某程度上來看，

客戶的特殊要求是凌駕在 TS 要求之上。在項目開展之前，企業應該向顧客瞭解

清楚，他們具體都有哪些特殊要求，確記要有書面證據，然後儘管按顧客的要

求去做就是了。客戶的特殊要求會不定期更新，企業應該有系統地定期向客戶

或經其他途徑查詢客戶的特殊要求是否有更新。對於己實施 TS 的企業，如果確

定客戶沒有特殊要求，企業必須按 TS 的要求進行。 

取得客戶特殊要求的途徑 

 直接由客戶提供 

 從客戶的供應商平臺取得 

 經汽車業相關的專業平臺取得，如 IAOB 網頁：  

 

 

 

 

 

 

 

 

 

 

如圖所示/按下列連結 http：//www。 iatfglobaloversight。org/content。

aspx?page=OEMCustomer-SpecificRequirements 

http://www.iatfglobaloversight.org/content.aspx?page=OEMCustomer-SpecificRequirements
http://www.iatfglobaloversight.org/content.aspx?page=OEMCustomer-Specific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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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表作一個例子說明客戶特殊要求與 TS 的分別。表中以福特和通用的客

戶特殊要求作基礎，總結了其部分要求：  

  通用(GM) 客戶特殊要求 FORD (福特) 客戶特殊要求 

記錄保存（TS 條款

4.2.4.1） 

 滿足現用生產和服務的有效要求

時間後再加一個日曆年;  

 內部品質體系審核記錄和管理評

審記錄應保持三年 

 滿足現用生產和維修的有效要求時

間後再加一個日曆年 

 內部品質體系審核和管理評審的記

錄應保持三年 

 培訓記錄要被保持三年 

設計變更（TS 條款

7.3.7） 

 參見條款 TS 7。3。7 和 7。1。

4; 

一份已標注的圖紙可以用於

PPAP 提交，提出的圖紙要有

GM 主導工程師簽字，並包含一

個 EWO 編號和日期。  

 所有組織的設計記錄應通過 GM

批准。 

 應通知 STA 

生產件批准程式

（TS 條款

7.3.6.3） 

 按生產件批准程式（PPAP）進

行 

 按照 Q1 要求，組織有責任管理各

級分承包方的 PPAP。 

分承包方要滿足 PPAP 的全部要

求。 

 當福特指定要求“節拍生產（Run-

at-Rate）”時，通過 PPAP 第二

階段的“生產驗證”來驗證其已經

滿足了 PPAP 中 PSW 對“節拍生

產”的要求。 

對認證／註冊機構

的通知 

   如果福特汽車公司撤回 Q1，組織

應在五個工作天內以書面通知其認

證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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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方品質管制體系

開發（TS 條款

7.4.1.2） 

   分承包方獲得 TS 或現行版本 ISO 

9000 的協力廠商認證。 

 由 STA 所批准的第二方審核員成功

的對分承包方進行兩個年度的評

審。 

 這些評審的頻率應適當的依據分承

包方對顧客滿意度的影響而調整。

這分承包方明細應每年至少更新兩

次。 

協力廠商註冊要求  應通過一家被 IATF 認可的認證

機構，其使用現行有效版本的汽

車行業認證方案“TS 汽車行業 

 除非福特汽車公司以書面聲明放

棄，為福特汽車公司提供生產件或

維修零件或服務的“第一階供方”

應被協力廠商機構註冊 1 成為

QS9000 或 TS 廠商。在 2006 年

12 月 14 日以後，福特汽車公司將

只接受 TS 註冊。 

產品開發過程    組織應報告 APQP 的狀態，它至少

包括在“APQP 報告指南”和表格

中所規定的要素 － 可從 http：

//web2。qpr。ford。com/sta/ 

特殊特性（TS 條款

3.1.12, 7.2.1.1, 

7.3.1.1, 7.3.2.3, 

7.3.3.1） 

 認證方案，獲得 IATF 認可的規

則”，進行包含了本檔中要求的

TS 第三者註冊。 

 福特所指定的“控制要項零件”是

由福特工程部與福特製造部門一致

對選定的產品而識別的，並在圖面

和規範中用倒三角形（(））在零件

和／或材料編號前加以標識 

年度尺寸檢驗  除非 GM 採購部門另有規定，在

接受生產件批准（PPAP）之

後，不對全尺寸檢驗有顧客指定

的頻率。可參考在 TS 條款 8。

2。4。1 的敘述。 

 全尺寸核對總和功能性驗證（對所

有的工程材料和性能要求）應每年

進行。 

設計驗證（Design 

Verification, DV）

和生產確認

（Production 

 產品開發時進行  產品開發時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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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dation, PV） 

內部品質審核  內部審核員應該如 ISO 19011，

第一版 -- 第 7。1-7。5 章為品

質管制體系的應用中所建議的資

格而被鑒定。 

 此評審應至少一年進行一次; 

 組織的內部品質管制體系審核員應

具有以下 4。39。1 或 4。39。2

的資格。過程和產品的審核可以由

合適的過程專家來進行，這專家是

來自於相關的部門，且不用接受全

面的品質管制審核員培訓。 

多層次過程的審核  組織應在其生產生產件或零組件

的所有制造和裝配線上實施多層

次的過程審核。這些應包括所有

的防錯作業。 

  

特殊過程的評審  CQI-9 特殊過程：熱處理系統評

審 

 CQI-9 特殊過程：熱處理體系評估 

糾正措施計畫    除非通過供方技術支援（STA）以

書面批准的其它替代方法，否則任

何不合格產品或過程的輸出應使用

8D 的方法分析，以確保根本原因

得到糾正，並防止問題再發生。在

5 個工作日內得到根本原因分析的

結果; 要求在 10 個工作天內完成，

或按接收工廠或 STA 的規定執行 

外觀標準樣件  零件提交保證表格（CFG-1001

和附錄 A）（參見 AIAG PPAP 

第 4 版，第 2 章 2。2。18 PPAP

過程要求）; 外觀件批准報告

（Appearance Approval 

Report, AAR）（所有有顏色、

紋理、光澤或紡織品，需要使用

CFG-1002）。 

 外觀批准要求在 PPAP、福特顧客

特殊要求中已規定其要求。 

包裝、發運和標籤    按照 Q1 要求 

過程批准    按照 Q1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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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MEA 和控制計

畫 

   供方應符合“福特 FMEA 手冊”要

求，見 FSP 的 Library Service － 

（FMEA 細目）。供方符合“福特

FMEA 手冊”將滿足“Q1 製造現

場評審”中的 FMEA 和相關要求。 

組織應通過 SREA（供應商的工程

批准申請）來提交申請以獲得批

准。 

電子通訊    Global Supplier Portal： 可以經

由網站 http：// covisint。com 進

入全球供方入口 

應急計畫（TS 條款

6.3.2） 

   組織應在 24 小時內將組織生產中

斷的訊息通知福特接收產品的工

廠、採購人員和 STA 工程師 

法規（TS 條款

7.4.1.1） 

   WSS-M99P9999-A1 中規定了

ELV 的物料報告要求 

 

注：(1) 組織： 指的是企業 

(2) 如車廠沒有特別要求，則按 TS 的要求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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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國汽車工業發展現狀及趨勢 

汽車工業是世界上規模最大和最重要的產業之一，在製造業中佔有很大比重，對相

關產業發展能起到很強的帶動作用，具有產業關聯度高、涉及面廣、技術要求高、綜合

性強、零部件數量多、附加值大等特點，不但製造出大量就業機會，在研發汽車技術的

過程中，還可以提升國家的科技水準，汽車工業發展基本上與國民生產總值同向增長。 

自 2000 年以來，中國汽車工業發展蓬勃，取得了飛速的發展，在國家經濟中的地

位以及對工業增長的貢獻明顯提高，已經成為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之一。 

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統計，2013 年中國汽車產銷量雙雙突破 2,000 萬輛，

其中產量為 2,211.68 萬輛，同比增長 14.76%；銷量為 2,198.41 萬輛，同

比增長 13.87%。至此，中國已經連續 5 年蟬聯全球第一。 

本章會介紹現時中國汽車工業和零部件業的概況，從而探討汽車工業發展的發展趨

勢和潛在問題，進而搜集一些國家對汽車工業發展的政策等給業界作為進供中國汽配市

場、拓展內銷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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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汽車工業發展現狀 6.1

本節介紹中國六大汽車產業群、整車廠的分佈及其產品銷量、汽車的工業總產值，

汽車出口數字、新能源汽車現況來等分析中國汽車工業的現狀。 

 汽車產業群分佈 

汽車整車廠目前分佈在中國 28 個省份，數量超過 100 家，主要分佈在東北、京津

冀、長三角、長江中游、珠三角和長江上游 6 個地區，都是靠近東部沿海地區，可以稱

之為中國 6 大汽車產業群。 

從圖 6-1 看到在 6 大產業群當中，長三角的產量是最多，佔全國汽車產量 16.8%，

是中國最大的汽車生產基地。其次是京津冀，產量與長三角相約，佔全國汽車產量的比

重 16.2%。長江中游、東北和長江上游地區的年產量均超過 200 萬輛，分別佔全國汽車

產量超過 10%。在 6 個地區當中，雖然珠三角的產量屬最少，只佔全國的 7.3%，但這

地區的汽車工業發展的速度是最快的，從 2001 年產量不足 6 萬輛，到 2012 年已生產超

過 138 萬輛，11 年間增長超過 20 倍。這 6 個地區在未來 2 年的產能將會進一步上升，

預計產能升至 310 萬輛到 740 萬輛不等。有關中國 6 大汽車產業群的產量及其汽車製造

代表企業請參閱附錄 8.1。 

 

圖  6-1 - 2012 年中國 6 大地區汽車產量  

長三角 

16.80% 

京津冀 

16.22% 

長江中游 

14.26% 

東北 

12.97% 

長江上游 

11.97% 

珠三角 

7.19% 

其他 

20.60% 

 2012年中國6大地區汽車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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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車廠分佈 

中國現時的汽車工業已經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產業鏈，大部份地區都有汽車工業的整

車廠或零部件供應商。 

根據第一商用車網表示，截至 2013 年 4 月，中國總共有 118 間整車廠。頭 4 大汽車

集團分別是上汽、東風、一汽和長安，4 個集團的年銷量佔全國年銷量超過 7 成。從表

格 6-1 顯示出的 2012 年中國汽車企業銷量頭 10 位來看，這些企業的銷量已佔了全國

汽車總銷量的接近 90%。但汽車銷量頭 10 名汽車企業當中，只有華晨、長城、奇瑞和

吉利 4 間汽車企業是中國自主品牌，其餘的都是合資公司。可見，現時中國汽車市場仍

以外資和合資品牌為主，自主品牌在中國汽車市場只佔了一小部分的市場份額，仍有很

大的進步空間。 

乘用車方面，頭 10 大汽車自主品牌企業只有重慶長安和奇瑞。反觀商用車方面，有

較多的自主品牌汽車入到 10 大汽車企業，當中包括北汽福田、東風公司、江淮、金杯股

份、江鈴、長城。這結果反映了中國自主品牌的商用車較得到市場的支持，而乘用車則

是被合資或外資企業佔據了主要的市場。 

表格  6-1 - 2012 年中國汽車企業銷量排行榜  

資料來源：中國汽車工業協會  

排

名 

汽車（乘用車及商用車） 乘用車 商用車 

企業名稱 銷量 (萬輛) 企業名稱 銷量(萬輛) 企業名稱 銷量 (萬輛) 

1 上汽 446.14 上海通用 136.35 北汽福田 61.31 

2 東風 307.85 一汽大眾 132.89 東風公司 53.87 

3 一汽 264.59 上汽通用五菱 132.26 江淮 27.47 

4 長安 195.64 上海大眾 128 金杯股份 26.3 

5 北汽 169.11 北京現代 85.96 一汽 22.77 

6 廣汽 71.22 東風日產 77.3 江鈴 18.77 

7 華晨 63.8 重慶長安 60.42 重汽 13.78 

8 長城 62.46 奇瑞 55.02 長城 13.72 

9 奇瑞 56.33 一汽豐田 49.55 上汽通用五菱 13.56 

10 吉利 49.14 長安福特 49.36 南汽 13.2 

合計 (萬輛) 1686.28 907.11 264.75 

所佔比重 (%) 87.34% 58.54% 6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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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中國大部分整車廠大都設在東部沿海地區，形成了汽車產業群。下頁的地圖顯

示了中國整車廠的分佈，紅色標記為十大汽車生產企業的位置及名稱。從地圖中可見，

十大中國汽車企業主要興建在東部沿海地區。 



4.     長安 (北京市) 

5.     北汽 (北京市) 

2.     東風 (廣東省廣州市) 

3.     一汽 (廣東省佛山市) 

4.     長安 (廣東省深圳市) 

5.     北汽 (廣東省廣州市/佛山市) 

6.     廣汽 (廣東省廣州市) 

5.     北汽 (河北省滄州市) 

8.     長城 (河北省保定市) 

1.     上汽 (江蘇省南京市/揚州/無錫市) 

2.     東風 (江蘇省鹽城市) 

4.     長安 (江蘇省南京市) 

1.     上汽 (上海市) 

1.     上汽 (重慶市) 

4.     長安 (重慶市) 

5.     北汽 (重慶市) 

1.     上汽 (湖北省武漢市) 

2.     東風 (湖北省武漢市/十堰市/襄陽市) 

5.     北汽 (安徽省合肥) 

9.     奇瑞 (安徽省蕪湖市) 

1.     上汽 (浙江省寧波) 

2.     東風 (浙江省杭州市) 

4.     長安 (浙江省杭州市) 

6.     廣汽 (浙江省杭州市/台州市) 

10.    吉利 (浙江省寧波市) 

1.     上汽 (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 

2.     東風 (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 

十大汽車生產企業 汽車生產企業 

1.     上汽 (山東省青島市/煙台市) 

2.     東風 (山東省濰坊市) 

3.     一汽 (山東省青島市) 

5.     北汽 (山東省濰坊市) 

6.     廣汽 (山東省東營市) 

1.     上汽 (湖南省長沙市) 

5.     北汽 (湖南省長沙市/株洲縣) 

6.     廣汽 (湖南省長沙市/永州市) 

1.    上汽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 

2.     東風 (河南省鄭州市) 

3.     一汽 (河南省鄭州市) 

 

3.     一汽 (四川省成都市) 

4.     長安 (江西省南昌縣) 

5.     北汽 (江西省景德鎮市/九江市) 

3.     一汽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 

4.     長安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 

3.     一汽 (吉林省長春市/吉林市) 

1.     上汽 (遼寧省瀋陽市) 

2.     東風 (遼寧省大連市) 

7.     華晨 (遼寧省瀋陽市) 

3.     一汽 (天津省天津市) 

3.     一汽 (海南省海口市) 

3.     一汽 (雲南省曲靖市) 

 

中國十大汽車生產企業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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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工業總產值和產銷量 

 汽車工業總產值 

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年鑑和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過去 10 年汽車工業

總產值一直保持上升趨勢。據資料顯示，2012 年全國汽車工業總產值達

52,900 億元，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約 6%，比 2011 年的同期表現升幅約 2%，

從數字上可看到中國汽車市場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產銷量對比 

過去 10 年全球汽車產量都在平穏上升，除了在 2008 年及 2009 年受

到金融海嘯的影響使產量回落去 2003 年的水準，在 2010 年全球汽車產量便

回升到過去水準，在 2012 年，全球汽車產量已超過 8,000 萬輛。 

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資料顯示，至 2012 年，中國汽車的產銷量分

別是 1927 萬輛和 1931 萬輛，到 2013 年，產銷量已升至 2211 萬輛和 2198

萬輛，保持每年平均升幅超過 10%，可見市場仍有發展空間。 

 商用車及乘用車的銷量 

至於商用車方面，2012 年的商用車銷量只佔了整體市場不足 20%，貨

車的銷售量是最多，佔了整體市場的 17%。 

表格 6-2詳細列明瞭 2012年和 2013年商用車及乘用車的銷售情況，

當中顯示了目前乘用車在中國的銷售情況比商用車好。2012 年和 2013 年乘

用車銷量在中國市場所佔的比重都接近 80%，當中基本型乘用車所佔的整體

市場比重佔超過一半，而多功能乘用車所佔比數最少，分別佔了 2.56%和

5.94%。至於商用車方面，2012 年的商用車銷量只佔了整體市場不足 20%，

貨車的銷售量是最多，佔了整體市場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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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6-2 - 商用車及乘用車的銷量和市場比重  

資料來源：中國汽車工業協會  

以 2012 年商用車及乘用車的市場比重(圖 6-3)來看，各類型汽車在市場所

佔的比例，基本型乘用車是最多，超過市場份額的一半，佔 56%，其次是貨車，

佔 17%。由此可見，至目前為止市場仍以乘用車為主導。 

                                                      

1
 含非完整車輛，重型車還包括半掛牵引車 

商用車及乘用車的銷量和市場比重 

 2012 2013 

車型 銷量 (萬輛) 市場比重(%) 銷量 (萬輛) 市場比重(%) 

商用車 

客車 47.66 2.47% 46.5 2.12% 

貨車1 330.38 17.11% - - 

其他商用車 3.08 0.16% - - 

乘用車 

基本型乘用車 (轎車) 1074.47 55.65% 1200.97 54.63% 

多功能乘用車 (MPV) 49.34 2.56% 130.52 5.94% 

運動型多用途乘用車 

(SUV) 
200.04 10.36% 298.88 13.60% 

交叉型乘用車 225.67 11.69% 162.52 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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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 2012 商用車及乘用車的市場比重   

資料來源：中國汽車工業協會  

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資料顯示，中國乘用車品牌在 2012-2013 年度佔

了整體市場超過 40%，其次是德系和日系，分別佔了 18%和 16%。雖然本土品

牌是在各國家品牌當中佔有率最高，但亦只是佔了 40%的銷量，換言之，接近

60%的乘用車銷量是來自其他國家品牌，可見中國消費者仍傾向於外資品牌的汽

車，相信是由於質量較有保證，故此中國的汽車企業需在汽車質量方面加以改善

以提高消費者對中國品牌汽車的信心。有關汽車產銷量和乘用車分國別銷售情況

請參閱 8.3。 

 新能源汽車現況 

近年中國汽車產業正積極發展節能減排汽車，主要分為電動汽車和混合動力

汽車。 

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對新能源汽車的不完整統計數據，2012 年新能源汽

車的產銷量分別是 12552 輛和 12791 輛。純電動車的產銷量分別是 11241 輛

和 11375 輛，同比 2011 年增加了 98.8%和 103.9%，可見電動汽車在中國的前

境是向好。而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在 2012 年的產銷量分別是 1311 輛和 1416

輛。現時中國主要開發新能源汽車的車企包括一汽、廣汽、奇瑞、比亞迪等。 

客車 

2% 

貨車 

17% 其他商用車 

0% 

基本型乘用車 

(轎車) 

56% 

多功能乘用車 

(MPV) 
3% 

運動型多用途

乘用車 (SUV) 

10% 

交叉型乘用車 

12% 

2012年商用車及乘用車的市場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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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汽車以充電方式獲取電源，需要配合相關的充電設施的建設。根據國家

電網的表示，截至 2011 年底，國家電網與經營區域內所有 273 個省（市）政府

簽訂了電動汽車充換電設施建設戰略合作協議，已建成 243 座充換電站、13283

根交流充電樁，同時與國內外 26 家電動汽車及科研機構建立戰略合作關係。要

推進電動汽車的發展，必需倚靠各汽車企業聯同地區政府的合作，積極建設充電

設施的配套，以便大規模推廣給大眾使用電動車。 

目前，發動機技術、電機控制技術、整車控制技術、發動機和電機之間動力

的轉換和銜接是制約混合動力汽車發展的要素。但是，在經過汽車業不斷努力的

研究下，中國在混合動力汽車在技術研發方面比以前已有發展。中國混合動力汽

車在系統集成、可靠性、節油性能等方面進步顯著，同時，各汽車企業對混合動

力汽車的研發和產業化投入顯著增強，產業化步伐不斷加快。而在混合動力汽車

的電池技術研發方面，中國已自主研製出以下的產品： 

 鎳氫和鋰離子動力電池系列產品(容量：6Ah-100Ah) 

 200kW 以下永磁無刷電機、交流異步電機和開關磁阻電機，電機重量

比功率超過 1300w/kg，電機系統最高效率達到 93％ 

 自主開發的燃料電池發動機技術先進，效率超過 50% 

目前，中國汽車企業已將混合動力汽車作為未來主流競爭型產品在戰略上高

度重視，一汽、東風、上汽、長安、奇瑞、比亞迪等都已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

力，混合動力車型已完成樣車開發，並有部分車型已經實現小批量上市。為積極

完善產業鏈建設，近年，力神、比亞迪、比克、萬向等動力電池企業亦投入數十

億資金加快產業化建設，而上海電驅動、大郡、湘潭電機、南車時代等電機企業

也加強與上下游企業合作。  

現時中國汽車企業對掌握混合動力汽車的技術還未成熟，儲能裝置是制約混

合動力汽車發展的要素。電動機和內燃機兩種動力系統比一套動力系統的成本高

出很多，而且長時間高速或均速行駛並不省油。電動汽車方面，由於相關的充電

設施配套不足，質量亦未逹到要求。因此，電動汽車和混合動力汽車在中國的推

廣並不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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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汽車零部件業現狀 6.2

汽車零部件是汽車工業發展的基礎，是汽車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圖 6-4

所示的汽車、變速器和發動機的結構圖。隨著汽車工業的發展，中國汽車零部件

工業作為支撐汽車工業發展的必要因素也隨之急速發展。 

 

 

 

 

 

 

 

 

 

 

 

2000 年以後，隨著中國宏觀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人均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

轎車開始大舉進入家庭，汽車零部件行業迎來了大發展時期。目前中國的汽車零

部件生產企業數量眾多，估計已形成了兩萬多家企業的規模，居世界前列。截至

2013 年，全國納入統計的汽車零部件企業接近 15,000 家。 

(c) 

圖  6-4 –  a) 發動機結構 , b) 汽車結構   c) 變速器結構  

資料來源：汽車構造與原理簡介 /福到網絡 /SUV 汽車網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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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區域分佈來看，中國現已基本形成長三角、珠三角、東北、京

津、華中、西南等六大零部件企業集中區域，主要零部件產業園區有

100 多個，分佈在東部沿海地區，其中江蘇、河北、浙江、福建擁有的汽車零部

件產業園區較多。這 6 大區域的零部件企業佔行業總產值、企業數量及就業人數

均佔行業超過 80%。汽車零部件產業集群化的出現，提高了產業和相關產業橫

向合作的效率，產業鏈協同效應亦顯著增加。 

近年來，中國逐步放開了汽車配件企業股比限制，越來越多外國汽車配件公

司在中國設立獨資企業。據統計，全球排名前 100 位的汽車配件供應商中有 70%

已來華開展業務，在中國大陸進行汽車配件生產的外資企業超過 1200 家。如德

爾福、柏格華納、江森自控、康明斯等跨國公司均在中國設立了合資工廠，逐步

提高中國市場佔有率。截至 2010 年初，外資零部件企業已經佔有中國市場 75%

以上的份額。動力總成系統、發動機等主要汽車配件幾乎全部被這些國外先進廠

家壟斷。在“2013 國際汽車零部件企業排名榜” （詳情請參閱附錄 8.6）的榜

單上，德、日、美等傳統汽車強國的零部件企業佔據了絕大部分名額。其中，博

世（德）、電裝（日）、大陸集團（德）位列三甲，而 PPG 工業（美）以 17.8 億

美元年營業收入位列榜單最後一位。 

目前中國亦已有一批自主創新能力強、產品競爭力較高的自主品牌民營企業

在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他們以貼近市場需求、性價比較高的產品逐漸進入汽車

供應鏈配套體系，穩步擴大在國內外市場的產品銷量。在“2013 國際汽車零部

件企業百強榜”的榜單上有 6 家中國零部件企業，濰柴動力以 76.7 億美元的年

營業收入名列榜單第 24 位，玉柴以 67 億美元位列 34 位，中策橡膠以 36.69

億美元位列 57 位，德昌電機（中國香港）、玲瓏輪胎、中信戴卡分列 89、96、

98 位。有關 2013 中國汽車零部件企業百強排名榜參考附錄 8.5。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預測，未來 10 至 20 年中國汽車零部

件行業配套體係將趨於完善，模塊化供貨體係將基本形成，生產集中度和核心競

爭力進一步增強，將出現一批具有自主研發能力、先進製造水準和掌握關鍵零部

件核心技術的零部件企業，產品附加值高，規模化生產能力強，成為中國汽車工

業的有力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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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零部件的工業產值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2003 年至 2010 年，中國汽車零部件行業工業

總產值增速平均保持在 20%以上；2011 年汽車零部件銷售產值首次突破 2 萬億

元人民幣至 20,155 億元；2012 年汽車零部件及配件製造的總產值已逹至

22,212.7 億元。由此可見汽車零部件在中國的國民經濟中亦佔了一個很重要的

位置。 

汽車零部件從 2003 年的只有 2,607 億元，跳升至 2012 年的 22,212 億

元，增長了 7.5 倍，發展之速由此可見。預計到 2015 年中國汽車零部件

行業規模產值可達到 2.5 萬億元人民幣。專家普遍認為，未來 5 年，中國

零部件市場將至少保持 20%的年均增速。 

 

圖  6-5 - 零部件產值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和中國商務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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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產業中整車和零部件產業利潤率比較 

圖 6-6是 2005年到 2011年汽車產業中整車和零部件產業利潤率對比圖，

從圖中可以看出，汽車產業中整車利潤率除了2008年由於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

其他年份基本上徘徊於 4%到 5%之間。而零部件產業的利潤率則逐年上升，由

2005 年的 5.3%上升到 2010 年的 8.2%，2011 年由於美國經濟不景氣及歐債危

機影響，利潤率有所下降，但仍達到 7.4%，遠高於汽車整車產業的 4.7%。可見

零部件產業是一個比整車業更高回報的行業。 

 

圖  6-6 - 汽車產業中整車和零部件產業利潤率  

資料來源：中華壓鑄網行業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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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部件工業分佈 

近年來，有部分汽車零部件及配件企業已具有一定的國際市場競爭力，產品

售往海外市場。在上海、浙江、江蘇、湖北、重慶、廣東、吉林、遼寧、天津、

福建、安徽等地，形成了中國汽車零部件工業基地，有關汽車零部件企業數量分

佈請參考附錄 8.4。 隨著不同汽車跨國大公司全部進入中國，世界著名的德爾

福、博世、偉世通、電裝、江森、李爾等一大批汽車零部件企業，也紛紛來華投

資，在中國建立了不同的合資或獨資企業，逐漸形成一個產業群，這是為了做到

「及時生產2」的運作模式。 

由於汽車零部件的體積較大，佔用的存放空間較多，為了減低成本和提高整

車的效率，一般整車廠及其零部件廠都會興建在附近地區，以減少運輸成本和做

到「零貯存」，所以會漸漸形成了汽車產業群組。圖 6-7 是汽車零部件工業產值

分佈圖。按區域分佈來看，長三角的工業產值佔最多，有 33%，其次是東北，

有 11%，零部件廠大多分佈在整車廠附近地區，關係密切。

 

圖  6-7 - 2011 年汽車零部件工業產值分佈圖  

                                                      

2
及時生產(Just in time)系統是指使用最少的原物料、在製品及完成品之庫存，以得到精確產量以及短前

置時間的整合活動。零件及時到達至下一個工作站，快速完成加工或裝配並且在生產系統中快速移轉。 

長三角 

33% 

珠三角 

10% 

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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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46% 

2011年汽車零部件工業產值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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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關鍵技術開發現狀 

目前，中國內資汽車零部件廠家的銷售收入僅佔全行業的 20%至 25%。數

據顯示，國內汽車零部件企業在研發投入的比重上遠低於跨國企業，內資企業的

研發投入一般只佔銷售收入的 0.6%左右，而跨國公司的比重大概能達到 7%至

10 %。所以內資汽車零部件企業在資金投入和產品開發方面的明顯滯後，嚴重

影響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影響企業的市場競爭力。現時中國汽車零部件企業對

於一些高技術的產品方面仍未能完全掌握到關鍵技術，整車廠多數會倚進口或合

資企業的產品，其中包括發動機和變速器。 

 發動機 

現時中國已有自己生產的發動機，但由於對發動機的核心技術及零部件的技

術特點掌握得仍不足夠，技術上有很多問題仍需要改善。 

中國出產的發動機經過過去人員不斷努力的研發下，發動機的性能與表現已

比以前良好，而發動機在中國近年的產銷量亦表現向好。2012 年， 中國目前共

有 56 家車用發動機和企業發動機的廠家，產銷量是 1753.81 萬台和 1752.59

萬台，與 2011 年相比，產銷量升幅分別是 4.90%和 3.27%。2013 年 1-4 月，

汽車用發動機累計完成產銷 653.4 萬台和 663.7 萬台，比上年同期分別增長

8.50%和 9.67%。 

雖然發動機產銷量向好，但是仍然有很多地方需要作出改善，包括引擎噪音

和振動大、尾氣冒顆粒物黑煙、同比等排量的汽油車型起步慢、高速性能較差，

在品質方面和對發動機的排放技術總體發展與外國相比依然存在著較大的差

距。 

 汽車變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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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變速器是汽車動力的組成部分，亦是汽車零部件中技術要求較高的核心

產品之一。現時中國主要的汽車變速器有接近 50 家，隨著中國汽車工業的迅速

發展及良好的工業前境，各跨國汽車零部件集團都不斷加大在華的投資，全球三

大立自動變速器製造商均已進入中國市場。現時中國對於手動變速器、輕型商用

車變速器、重型商用車變速器等領域已具備大規模的生產能力，並已有自主研發

和自我發展的能力。 

但是目前對中國來說最困難的是自動變速器。中國對於自主開發汽車自動變

速器已有 20 多年歷史，但實現自主變速器產業化的自主品牌企業並不多，而且

規模化和產業化的水準都較低，基本上自動變速器這部分都是被外資企業壟斷。

現時，有超過 95%的自動變速器年產量是來自外資企業和進口產品(圖 6-8)，每

年進口的交易額更逹到 200 多億元，是一個十分龐大的數目。中國自主品牌自

動變速器的年產量不足市場需求的 5%，所以自動變速器在中國市場佔有一個很

大的發展空間及研究價值。 

 

圖  6-8 - 中國自主品牌與外資和進口變速器的對比   

資料來源：中國汽車工業年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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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售後市場 

除整車製造推動了汽車零部件產業的快速發展外，日益龐大的汽車保有量，

也為中國汽車零部件打開了巨大的售後市場。 

中國汽車市場發展迅速，汽車的售後服務市場亦隨之擴大。售後服務泛指銷

售部門為客戶提供的所有技術性服務工作及銷售部門自身的服務管理工作，主要

的針對車輛在售出後的維護、質量保修、配件供應等一系列技術性工作。 

售後服務的主要包括技術培訓、質量保修和配件供應。從事售後服務工作必

然包含對顧客的進行技術指導、產品諮詢、實體操作示範等，因此對員工的技術

培訓是必需的。質量保修是指處理用戶的質量索賠要求，進行質量鑑定、決定和

實施賠償行為，並向廠商反應用戶質量信息。配件供應是保證售後服務工作的質

量。汽車配件已經日益體現出它對於汽車廠商的經濟價值，這一點在國際市場上

獲得了充分的認可。 

隨著中國汽車的銷量增加，這帶動了汽車售後市場的發展。從汽車零部件更

新的頻度來看，當汽車經過 2 至 3 年的使用，很多重要部件都會開始需要作出

維修和更換。2012 年中國的民用汽車保有量達到 12,089 萬輛，由此所衍生的

檢測、維修、配件、汽車裝飾、汽車改裝等汽車售後服務和服務市場對汽車零部

件的需求十分巨大，汽車售後服務的發展潛力大由此可見。 

售後服務是作為市場營銷的一部分，而且，售後服務將是在消費者購買汽車

後，車商與車主聯繫的一個重要途徑。這已經成為很多廠家和經銷商吸引消費者

的重要要素，良好的售後服務是下一次銷售前最好的促銷。消費者除了對汽車的

質量要求逐步提高，亦同時追求良好的售後服務體驗。因此，汽車售後服務水準

的高低影響汽車品牌形像提升的一個重要因素，良好的售後服務不但能提升消費

者的滿意度和忠誠度，更是樹立企業口碑和傳播企業形象的重要途徑。 

在《家用汽車產品修理、更換、退貨責任規定》實施前夕，中國質量萬里行

促進會對中國 12 個省(區、市)部分會員企業的汽車售後服務質量情況進行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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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專項調查，發現汽車售後服務業呈 5 大問題: 

i. 中小城市汽車售後服務人員專業素質不夠高。 

ii. 一些汽車 4S 店配件摻雜使假，在維修、養護過程中使用非原廠配件，

給消費者留下質量安全隱患。 

iii. 備件無庫存、需要訂貨時的等待時間偏長，甚至無法做到一次到位、需

要反復訂貨，嚴重影響了車輛使用，缺乏快速反應機制。 

iv. 部分從業人員對服務質量標準不瞭解，發生了矛盾糾紛就向消費者推卸

責任，服務人員不能向消費者準確介紹、科學講解服務標准或維修、養

護的價格及流程。 

v. 部分 4S 店違規亂收費。 

由以上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售後市場良莠不齊，質量參次。另外，目前的汽

車租賃、融資租賃、汽車用品、車載資訊、汽車文化等方面發展都不成熟，亦有

很大的發展空間。 

當新車購買兩三年後，車輛保養將成為車主的主要消費。隨著私家車主年輕

化，他們對車輛的個性要求越來越多，對汽車內飾從材質到樣式的要求也越來越

高，這是未來汽車後市場發展的一個巨大商機。售後服務市場將進入到比較繁榮

的階段。根據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流通研究室主任王青推測，在 2015

年和 2022 年兩個節點，中國汽車總保有量分別為 1.60 億輛和 3.25 億輛，可見

汽車售後服務的需求和利潤之大。到 2015 年，中國的維修保養產值將達 7000

億元。另外，目前中國已經呈現了售後服務市場的全面發展態勢，多種業態已出

現。車商可利用售後服務來吸引車主繼續光顧，但必需注意的要為企業建立一個

良好形象，服務人員必需要有良好的服務質素，而且提供的汽車零部件或配件要

有質量的保證，令消費者對企業留下良好印象。 

隨著中國汽車消費市場持續升溫，這將直接拉動了汽車售後市場的發展，在

未來的汽車的發展中，售後服務將會為汽車市場帶來巨大的利潤。有業內人士曾

以“3000 億元市場規模、40%利潤率”來概括未來幾年的中國汽車售後服務市

場。由此可推測中國汽車售後市場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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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汽車工業發展潛在問題 6.3

中國汽車工業發展迅速，現在已成為第一產業大國，但其實汽車工業發展當

中仍存在著很多問題。以下會詳細討論四個問題：外資壟斷關鍵技術、自主品牌

汽車質量問題、汽車業界產能過剩和新能源汽車發展問題。 

 外資壟斷關鍵技術 

一直以來，中國汽車企業以“市場換技術”的策略，開放中國市場給國際汽

車巨頭，為自主品牌汽車引入高技術，這時期自主品牌汽車隨著外資流入而高速

發展。但由於外資品牌的技術封鎖，自主創新品牌能力薄弱，汽車核心技術仍為

跨國集團所掌控，以致自主品牌汽車企業在汽車發動機和變速器等核心零部件領

域中仍處於弱勢地位。由於發現“市場換不到技術＂，目前，不少自主品牌汽車

都以收購國際成熟的技術，加以理解吸收並實現到自主品牌產品上，嘗試獲得與

國際基本同步的產品技術。 

但是中國仍只有不足 43%的汽車零部件供應商擁有專利，其中擁有發明專

利的供應商不足 20%。中國汽車企業很多時只是運用已學到的技術在整車上，

未能加以消化並加入新元素去提升技術，或是遇到一些技術上的問題一直未想到

解決方法，需花費時間和資源研究，以致中國的技術能力一直比外資停留在較後

的位置。 

中國汽車零部件的企業大多規模較小，在需要高技術的零部件產品研發時，

特別在科技含量較高的汽車電子產品和電控機械零部件新產品的研發，創新方面

嚴重不足。根據蓋世汽車網的資料，截至 2010 年 6 月，外商獨資及合資公司基

本控制了汽車電噴系統、發動機控制系統、安全氣囊、ABS 系統、三元催化器、

自動天窗、空調系統、汽車座椅總成、電動玻璃升降器、照明系統、自動變速箱、

高壓燃料泵等部件 7 成以上的市場，部分產品更是被外資公司所壟斷。商務部發

佈的相關資訊顯示，在汽車電噴系統、發動機控制系統、ABS、微電機、安全氣

囊產量中，外資企業所佔份額分別達到 100%、100%、91%、97%和 69%。混

合動力和電動車的關鍵零部件，電子控制等核心技術研發和產業化上亦是被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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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掌控。未來中國的零部件公司相信會加緊以上產品的開發。 

 缺乏技術和自主創新 

中國汽車行業發展迅速，自主品牌汽車企業最近幾年更是高速發展，但佔有

率仍然不及合資品牌。自主品牌面對的挑戰是缺乏技術和自主創新。 

由於缺乏技術和自主創新，所以在一些需要高技術的產品或零部件上，合資

品牌汽車在高技術產品中，發動機、變速箱、行駛、轉向和制動系統等關鍵部件

都佔了優勢。這些系統可以大大提高汽車行業的質量水準。其中，發動機和變速

器是中國自主品牌汽車工業中比較弱的環節之一，包括在耗油和噪音方面。另外，

一些性能上的表現如加速反應遲緩、冷氣機開啟後動機表現無力和換擋延遲都是

現時汽車未夠完善的表現。 

中國質量協會及全國用戶委員會發表了 2013 年中國汽車行業用戶滿意度

(CACSI)測評結果3。結果顯示，汽車用戶對自主品牌的滿意度指數是 75 分，而

對合資品牌的滿意度則是 80 分，比自主品牌多出 5 分。在影響滿意度的要素中，

自主品牌各方面均比合資品牌低分，包括品牌形象、感知質量、產品可靠性滿意

度、性能和設計滿意度。由此可見，合資品牌比自主品牌汽車在質量方面做得更

好。 

根據 2013 年 CACSI 測評結果，在性能和設計方面，得分最低前 10 名如下： 

1. 車箱內部氣味 

2. 發動機省油 

                                                      

3
 2013 年中國汽車行業用戶滿意度(CACSI)測評結果以轎車為主，同時包括了城市多功能運

動車（SUV）、商務旅行車（MPV）、微型車等其他乘用車類別。探測汽車用戶對產品質量、售

後服務和銷售服務的滿意度。測評指標體系包括總體滿意度、設計、性能評價、質量可靠性評價、

售後服務評價和銷售服務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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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記儲存的電台數目 

4. 電台訊息接收穏定 

5. 經過凹凸不平道路時的舒適程度 

6. 媒體格式多樣 (如CD，MP3，DVD等) 

7. 高速中的超車表現 

8. 發動機及排氣管在瞬間加速的聲音 

9. 座椅的材質 

10. 在不良路況下操控性和平穩性 

整合了一些網站對汽車的

缺點分析4，中國自主品汽車企

業除了欠缺條件在高技術產品

上處於弱勢，在其他方面例如車

身設計和汽車電子用品等，仍有

待改善。在這裡舉一個例子，在

車身設計上，機件的接縫位做得

參差不一，如圖 6-9 所見，門

邊位的空隙做得不一致，雖然這

並不會影響汽車的性能，但這是

可以反應出中國汽車整車廠的

工藝和品質管理仍然有進步的空間。 

其他包括汽車內飾和設施用料欠佳，例如前門只加了防撞欄並沒有加強筋，

又或者車身本身的用料不夠強硬，座椅物料不舒服。在電子用品方面，儀表盤未

能顯示行車電腦訊息，控制螢幕按鍵太小，車內音響表現不出色都是一些汽車用

戶覺得不足的地方。 

                                                      

4
 車訊網，中國汽車質量網  

圖  6-9 - 門邊位空隙不一致   

資料來源 : 車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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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業界產能過剩 

目前中國是汽車的第一產業大國，2012 年的年產量便有 1927.18 萬輛， 

2013 年將會產量達到 2000 萬輛。但隨著汽車產量的提升，產能過剩的問題亦

越趨嚴重。 

根據中國汽車流通協會對汽車經銷商庫存的調查結果5顯示，從圖 6-10 可

看到 2012 年有超過半年的庫存系數都超過 1.5 的警戒水準，而 2013 年則由 2

月開始至 6 月，庫存系數一直處於 1.5 的警戒水準線之上。這個庫存系數反應市

場未能完全消化汽車的產量，以致引起產能過剩的問題。 

 

圖  6-10 - 2012 - 2013 年 6 月汽車經銷商庫存系數  

 

 

                                                      

5 汽車經銷商庫存調查結果：調查和計算庫存系數(庫存系數=期末庫存量/當期銷售量)以

顯示汽車品牌當前的庫存深度。根據國際同行業通行的慣例，庫存系數在 0.8 至 1.2 之間，反

映庫存處在合理範圍；庫存系數> 1.5，反映庫存達到警戒水平，需要關注；庫存系數>2.5，

反映庫存過高，經營壓力和風險都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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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統計，到 2015 年，國內六大整車製造商一汽、上

汽、東風、長安、廣汽和北汽的總產銷目標將超過 2800 萬輛，奇瑞、吉利、比

亞迪、長城、華晨和江淮的總產銷目標也將達到 1200 萬輛。也就是說，主流中

國汽車企業的產銷量 2015 年將會飆升到了 4000 萬輛。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流通研究室主任王青推測，在2015年和2022

年兩個節點，中國汽車總保有量分別為 1.60 億輛和 3.25 億輛，新車產銷規模約

為 2600 萬輛和 3900 萬輛。而 據畢馬威發布的《2012 年全球汽車業高管人員

調查報告》顯示，2011 年中國汽車閒置產能高達 600 萬輛，已相當於兩倍德國

汽車市場的規模，預計到 2016 年，閒置產能還將上升至 900 萬輛。 

但是，4000 萬輛的產量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是一個巨大的產能。按現時中國

汽車的銷量推算，中國市場本身估計只能消化大概 2000 萬輛汽車，餘下的車輛

便要出口到其他國家，但是目前中國出口到其他國家的車輛只有大概 100萬輛，

明顯不能消化這個產能，屆時不能賣出的車輛便會做成數以千萬輛車的產能過

剩。 

中國汽車企業都致力提升整車的產能，但中國的市場不足以消化所有的汽車

數量，做成過多汽車的閒置。若汽車產量不斷提高，產車過剩的問題將會日益嚴

重，這個問題絕對值得業界深思如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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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源汽車難推廣 

目前，新能源汽車在發展的過程中遇到不少問題，包括在技術上的缺欠和配

套設施的不足，具體可概括如下： 

 新能源汽車與傳統汽車價格及功能仍有距離 

表格 6-3 是電動車與傳統內燃機汽車的對比分析表。首先，電動汽車

價格成本高，目前電動汽車的技術尚未完善，尤其是動力電源（電池）壽命

短，而且儲電量小，一次充電後行駛距離並不理想，再加上充電設施不多，

導致電動汽車在中國的使用量並不普及。 

表格 6-3 - 電動車與傳統內燃機汽車的對比分析表 

資料來源：太陽能電動汽車網 /汽車之家  

 最高時速 充電時間 續航里程(約) 市場價錢 

純電動汽車6 120 km/h 3~6 小時 140 km 14.8 萬 

燃料電池汽車7 150 km/h  300 km 15~22 萬 

傳統內燃機汽車8 172 km/h  500km 6.58 萬 

 新能源汽車基礎設施的短缺 

 雖然目前電動汽車廠商都聲稱可以用家用插座給電動汽車充電，但目

前國內的狀況並不能適用，像需要專門的停車庫並且帶有插座、每天晚上

都要給它充電，對於目前國內的大中城市的住宅環境來說只能是個奢侈，

這就是為何目前私家電動汽車在國外發展迅速而國內滯銷的一大原因所在。

而對於行駛路徑還只能規定在公司和單位之間的常用行駛半徑以內，要是

去郊區或稍遠的地方一次充電可能還不夠用，在不具備充電樁情況下令車

主擔心。 

 

                                                      

6
 奔馳 Smart 純電動汽車 

7
 奔騰 B70 FCV 

8
 奇瑞 E5 2014 款 1.5L 手動優悅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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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的推行遲緩與利益分配不均  

由於補貼政策細節尚未出臺，致使比亞迪由於定價考慮，而推遲上市，

再加上電動汽車充電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涉及到供電商、運營商和用戶等

各方面的利益關係，要使各方面利益關係達到各自效益的均衡點還需要長

時間的磨合與相關體制、利益分配出臺。 

 電動汽車的安全性在消費者心中還存疑 

2012 年在深圳濱海大道一輛時速超過 180 公里的紅色 GT-R 追撞兩

輛出租車，其中一輛電動出租車（比亞迪 e6）自燃起火，造成傷亡，雖然

在多方證實下並非汽車自身的問題，但留給大眾的依然是疑雲重重。而

2013 年特斯拉 ModelS 於 11 月再度燃燒，引發了第三次起火事故再次將

新能源汽車的安全推上桌面，雖然從目前幾次事故來看電動汽車尚未出現

較大的安全事故，但給消費者留下的疑團還需要更長的時間來洗刷。 

綜合上述所見，在外部的大環境還尚未成熟的情況下，加上電動汽車

在中國汽車工業上有很大的研究和發展空間，對新能源汽車的推廣過程尚

需較長的時間來磨合。而混合動力汽車是暫時的代替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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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 - 中國汽車產量及過剩產能推測  

資料來源：FOURIN 

  中國汽車工業未來發展趨勢 6.4

從以上章節多樣數據可以得知，中國汽車工業近年發展快速，在未來幾年的

汽車工業將持續發展，產量和技術都將會有進一步的提升。產能過剩及新能源汽

車將會是中國汽車未來數年的重要問題，本節就這兩點討論中國汽車工業在未來

的發展方向，另外亦會討論零部件市場的未來發展趨勢。 

 整車市場未來發展趨勢 

按照目前中國汽車的發展趨勢，預計未來中國汽車產量會持續上升。中國汽

車產量從 2008 年的 930 萬輛擴大到 2012 年的 1,927 萬輛，在短短的 4 年時間

內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長，而 2013 年生產規模已達 2,200 萬輛。 

根據 FOURIN 的研究顯示，直至 2020 年中國汽車的產量都會一直穏步上

揚，到 2020 年汽車產量會超過 3,000 萬輛，但由下圖所見，隨著汽車產量的提

升，產能過剩的問題亦越趨嚴重，而中國能出口到其他國家的車輛只有大概 100

萬輛(圖 6-11)，即使未來數年以雙位數增長也明顯不能消化這個產能，介時不

能賣出的車輛便會做成數以千萬輛車的龐大產能過剩及資源浪費，這點相信將成

為未來汽車工業持續發展最值得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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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中國要解決產能過剩問題，估計需從以下方面著手： 

 開拓新興市場 

現時全球汽車市場一半是歐日美，三者一年的新車需求近 3000 萬輛，

但由於這三個地區的車輛保有量太多，需求疲軟，而且銷量呈飽和現象，中

國很難在短時期內打入這些大市並銷售大量汽車。開發容量大而且有增長潛

力的發展中國家才是長遠之策。 

 提高汽車的檔次和質量水準 

現時中國汽車企業的質素還比較低，產品的結構和質量亦有待提高。中

國汽車企業應該投入更多資源去研究如何提高對汽車的整車技術，提高汽車

品牌的檔次和質量水準，增加人民對中國汽車品質的信心，從而願意花一個

更高的價錢去購買一架有質量保證的汽車。 

 把現有生產線轉成其他更有潛力的項目 

投資新能源汽車部件生產，相信是未來企業發展趨勢。汽車企業可能將

資金投放更多在發展整車技術或新能源汽車發展方面，把現有產線的資源投

放在其他方面發展，這樣可減少汽車產能以避免產能過剩，又可提高企業在

其他技術上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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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零部件業未來發展趨勢 

按照中國汽車的發展趨勢，汽車零部件的市場未來總體表現還是會持續向好，

至 2015 年，汽車保有量將會保持 8%至 10%的較高增長。預計在 2013 至 2015

這 3 年間，中國汽車零件市場將接近 2.5 萬億，汽車零部件在中國市場存在很大

發展空間。 

隨著外圍經濟不穩定，原材料及勞動力成本上漲等不良因素影響下，汽車零

部件業的發展趨勢將按以下幾方面發展: 

 汽車零部件通用化 

為了滿足消費者對汽車產品日益多樣化的需求，汽車行業不斷縮短新產品

開發的週期，加快推出新產品的步伐。但是新技術研發的速度，新技術、新產

品研發的高投入，多品種生產製造的管理複雜化，使汽車企業不堪重負。為了

找尋規模經濟與多樣化、個性化的平衡點，汽車行業紛紛推出了平臺化策略。 

平臺化策略實際上是將汽車從單一型號的開發轉向系列化、多樣化、共用

化。其核心是提高零部件的通用化，盡最大可能實現零部件共用，即實現通用

零部件更大規模的生產，以減少不斷增多的車型數量和不斷縮短的產品生命週

期而導致的高昂開發成本。 

目前，國外汽車工業已經廣泛採用平臺化策略，加快了零部件通用化進程，

如雷諾-日產、福特、豐田等。在平臺上可以匹配各種可變的總成和零部件，實

現在一個基本型上組合成不同款式、性能各異的車型。“平臺”具有精確的資

料，相同的長度、寬度、以及相同的懸架，是汽車裡面“看不見的部分”。同

一平臺，從一種車型到另一種車型只需扣一個不同的外殼即可。如雷諾與日產

合併後最大的變化是將原先的 25 個平臺 75 種車型壓縮為 10 個平臺 35 個車

型，節約開發費用約 50%；豐田公司將原先 15 個平臺壓縮到 5 個平臺，每個

平臺生產規模都在百萬輛以上；福特公司也將 43%的車型集中在兩個平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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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通用化，能夠大大提高產品開發、更新速度，能夠在降低成本和實

現產品多樣化之間尋求理想的平衡點。競爭各方強強聯合、優勢互補，實施整

車和零部件總成平臺化及其零部件通用化戰略，既能滿足客戶多樣化的需求，

又能產生理想的規模效應，從而大大降低單件研製成本，提高企業競爭力。 

 汽車部件模組化發展 

模組化就是將零件和總成按其在汽車上的功能組合在一起，形成一個高度

集中的、完整的功能單元，模組化設計思想貫穿在汽車的開發、工藝設計、採

購和製造等環節的全過程之中。在設計方面，模組化把整車分成幾十個大的模

組，零部件企業被要求在整車開發的早期就參與到開發設計之中，完成一部分

原來由整車廠承擔的產品開發、模組組裝工作。在模組化生產方式下，汽車技

術創新的重心在零部件供應商方面，零部件設計者要在早期就參與整車企業的

產品設計。在製造方面，大規模生產方式下，整車廠從零件開始組裝整車；而

在大規模定制生產方式下，汽車被分解成十至二十個大的模組，每個模組實際

上是若干個零件的集成，由模組、系統供應商組裝供應，整車廠只需要把這些

模組組裝起來就成了。 

模組化把整車製造商的分裝車間轉移到了零部件供應商那裡。通過模組化，

大大減少了供應商的數量，簡化了整車廠的生產過程，提高了整車廠的裝配效

率，降低了管理費用，並使得適時供貨更容易實現，從而降低庫存。在採購上，

整車廠逐步從採購單個零件到採購整個系統，即是系統配套。實現模組化，零

部件供應商的角色將發生重大變化。模組化要求模組供應商具備系統模組的設

計、製造能力和物流協調管理能力。 

由於模組化的出現，世界汽車業將會出現整車製造商與模組供應商在開發、

製造、服務方面的緊密合作。世界汽車工業近來出現了“0.5”級供應商的稱謂，

以區別于原來概念的一級供應商，這些規模大、能力強的零部件供應商具有模

組化設計、開發、製造和服務等全方位功能，與主機廠之間的合作更加緊密。

目前，以大眾、豐田為代表的跨國汽車集團，正在致力於新模組化汽車平臺的

研發工作，預計到 2015 年之後，這些新平臺將紛紛投入使用，為跨國車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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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控制做出重要貢獻，從而大幅提升其在汽車行業的競爭力。 

 汽車產品向電子化智慧化方向發展 

在汽車上以機械技術創造附加值的潛力已經十分有限，反之，電子和資訊

技術在汽車工業中的應用，為汽車創造高附加值拓展了空間。 

汽車電子技術廣泛應用於發動機控制、底盤控制、車身控制、故障診斷以

及音響、通信、導航等各個方面，也是支撐現代汽車資訊服務業發展的重要基

礎。有研究表明，1989 年至 2010 年，電子設備在整車製造成本所佔比例，由

16%增至 40%以上。目前每部新車的 IC 成本約在 310 美元左右，估計到 2015

年將增長到 400 美元左右。 

在整車成本構成中，電子產品所佔比重將越來越大，如 1.6 升以下緊湊型

轎車的汽車電子成本佔總成本的比重為 15%，中高端汽車為 28%，混合動力

汽車為 47%，純電動汽車達 50%以上。就目前大環境來看，注重環保、安全

和通訊娛樂是汽車電子的未來，其發展趨勢可概括為: 

 環保性: 純電動汽車的研發工作正在持續進行，而且範圍已拓展至

電動汽車或插入式混合動力汽車，混合動力汽車系統可以提高汽車的

燃油經濟性達 30%~40%，並降低碳排放達 60%。混合動力汽車技

術應用有許多結構，但都涉及一個小型電池組、一個電子控制器及一

個可以使汽車發動機在停車時自動關閉並在發動機自動重起前對汽

車進行再次電動加速的電動機。所有這些系統的創新技術都將在未來

的 5~15 年裡為全世界的汽車增加大量電子內容。 

 

 安全性: 汽車的被動安全技術己取得重大的發展，即在汽車發生碰

撞時為駕駛者和乘客提供保護的技術和產品，如碰撞感測器、氣囊、

安全帶、隨動轉向結構、以及金屬板衝撞區等產品和技術已經在汽車

碰撞事故中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並減少了人員傷害。最新的發展方

向是主動安全性，通過採用雷達、光學和超聲波感測器等技術，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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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與周圍物體的距離和接近物體時的速度，該資料可用於提醒駕駛

者控制汽車的駕駛速度，避免可能發生的碰撞事件; 該資訊還可用於

控制制動器或轉向系統，以自動避免碰撞，可以降低全球事故率以及

汽車事故的昂貴成本。 

 

 車載娛樂系統: 現在幾乎全世界的消費者都可以在家中和辦公室

享受數位電子技術和無線基礎設施所帶來的方便，因此更多消費者開

始希望在其汽車和卡車裡享有同樣的技術和通訊便利，以使駕駛過程

更加高效、方便、充滿情趣。GPS 導航、車載資訊服務（嵌入式手

機和其它雙向無線連結所帶來的自動電信）、衛星廣播以及後座電視

等產品和技術就是順應這一趨勢的最好例證。 

全球主要市場研究公司 Strategy Analytics 的資料顯示，混合動力汽車系

統的銷售額將以每年 20%的速度遞增，取決於各個地區的燃料價格和政府調

控情況。他們還預計安全電子產品將以每年 11.7%的速度增長，而資訊娛樂系

統將每年 11.4%的速度增長。中國、印度及東南亞是增長最快的地區，其次是

南美、歐洲和北美。 

近幾年在中國市場上，GPS 導航系統、車載信息娛樂系統、防鎖死煞車

系統(ABS)等發展較快，電子穩定控制(ESP)、車載故障診斷儀(OBD)等已經在

中高檔車上逐步應用。 

展望將來，汽車電子的新應用、新方案將層出不窮，而且呈從中高檔車向

經濟型車擴展的趨勢。其次，中國汽車電子控制、車載電器、內飾等零部件裝

車率低，還有很大增長空間。中國每輛新車的電子支出僅佔整車價值的 7%左

右，遠低於全球平均 26%的水準，可見電子相關的汽車產品會是中國未來汽

車市場的潛力商品，而智能化、電子化、舒適化會是中國汽車行業發展的大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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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部件向輕量化發展 

節源已成為世界主流，汽車業界除致力開發電動車外，另外注重的就是汽

車輕量化，汽車重量減低，相對而言所需的能源要求亦隨之減少，可以節約油

耗及減低污染。輕量化是未來汽車重要的發展方向之一，而實際上就是零部件

的輕量化。近 10 年來，汽車鑄件不斷被品質輕的鋁鑄件取代，新一代汽車中

鋼鐵黑色金屬用量將大幅度減少，而鋁及鎂合金用量將顯著增加。 

 全球化開發 

隨著模擬技術、三維數位化 CAD／CAE／CAM 技術在汽車產品設計中的

應用，各大汽車公司大量採用電腦三維設計軟體和分析軟體的全數位化產品設

計手段，採用大型三維設計軟體和分析軟體的全數位化產品設計手段不僅能夠

縮短設計週期、提高設計品質，而且還可以減少試驗次數。 

另外，為滿足產品開發週期加快、開發成本分攤的需要，技術開發在全球

範圍內進行廣泛合作。零部件企業可參與整車全球開發，如果一個車型在北美、

歐洲、亞洲三地分工後同時開發，一地的工作時間為每日 8 小時，即可實現

24 小時輪轉開發，可以明顯提高開發效率，縮短開發時間。 

 汽車信息切換式網路化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日趨加快，網路化經營和電子商務已成為推動國際

商貿迅速發展的巨大動力。世界汽車行業每年都有過千億美元的交易額，為適

應零部件全球採購的需要，汽車工業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汽車廠商，例如美國的

ANX (如福特、克莱斯勒、通用)、日本的 JNX (如日产、本田、丰田、三菱)、

歐盟的 ENX (如 Renaut、VW、Benz、Bosh、Dana、Citron、Volvo)、韓國

的 KNX 和澳大利亞的 AANX 等都已相繼建立了汽車工業資訊切換式網路平臺

(英文縮寫 xNX)。  

xNX 是一個底層平臺，在此基礎上可以開展電子商務等應用，利用 x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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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生產經營成本，加速企業的國際化進程。例如，法雷奧公

司 2001 年的網上銷售和拍賣金額達 3.8 億美元。在網上交易中，通過網路系

統，法雷奧給潛在的上游供應商發送一個報價單 (RFQ)，再經過協商比價後選

定合約供應商，僅這項網上交易方式，每年可使法雷奧公司減少行銷成本 6,000

萬美元。 

 發展關鍵零部件技術 

中國零部件業預計將投入更多的資源研發以生產出高質量的零部件，掌握

對零部件的核心技術，不再被國外壟斷一些高技術關鍵零部件產品的市場，如

發動機和變速器核心技術。在未來的汽車發展，發動機和變速器是不可缺少的

部分，如上文提及，目前相關技術正被外國壟斷，未來中國應該會再加快相關

發展以擺脫被壟斷局面。 

發動機：發展技術以節能減排為主，特別是在發動機熱效率方面投入比較

多的資源研發相關技術，如以下列出柴油發動機產品的重點關鍵技術： 

 電控高壓噴油系統 

 提升發動機的最大燃燒爆壓能力 

 輕量化 

 餘熱回收 

 降低磨損 

 預混燃燒及混合動力 

 燃燒熱效率 

 進排氣系統和後處理系統 

變速器：中國汽車自動變速器行業未來需要機電融合的配套產業鏈，包

括穏定可靠的變速器箱體，模塊化的機、電、液、氣結會的執行機構和安全可

靠防幹擾的 TCU(自動變速器控制單元)軟硬體控制模塊及高水準變速器製造技

術。以上提到的發動機和變速器都是整車的核心零部件之一，整車核心技術的

提升不單能提升汽車質量，更重要的是中國企業可以有自己的技術製造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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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再倚賴外資或進口產品，奪回零部件產業的主導權，不會繼續被外資壟斷

關鍵技術。再者，整車技術的提升有助提高自主品牌的質量，從而提升自主品

牌的檔次，增加市場的競爭力。 

總括而言，從國家推出有關未來汽車工業產品開發指引供汽車業界參考，

從中亦可得知中國未來的汽車零部件的未來發展方向。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員

會在 2011 年發佈的《產業結構調整目錄》指出，中國在汽車工業方面會重點

發展的項目包括電子系統和汽車關鍵零部件，例如發動機和變速器等，進行研

發以提高汽車的質量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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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源汽車的未來發展趨勢 

近年新能源汽車是中國汽車未來發展的大趨勢，政府亦會推行相關政策以支

持新能源汽車的發展。國家 863 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監理諮詢專家組組長王秉剛

表示，雖然電動汽車被設定為節能減排的主要方向，但由於現階段仍受到電池和

基礎設施等方面的限制，混合動力汽車在現階段更容易實現，所以混合動力汽車

的技術是不能繞過的。 

為配合發展新能源汽車，國務院發出的《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

(2012-2020 年)》表示，計劃至 2015 年，純電動汽車和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累

計產銷量會去到 50 萬輛；到 2020 年，純電動汽車和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生產

能力更達 200 萬輛、累計產銷量超過 500 萬輛。 

 發展充電站 

目前電動汽車的性能還未完善，駕駛距離並不理想，所以充電站是一個十

分重要的設施以給汽車充電，缺乏充電設施是限制著新能源汽車發展的要素。

要做到新能源汽車在中國廣泛使用，加建基礎建設是必需的，例如充電設施。

充電設施在中國並不足夠，在中國充電站只有 200 多家，對於一個地大脈搏

的國家來說，即將擁有超過數以十萬計的新能源汽車，這個數目的充電站是遠

遠不足以提供給數量龐大的汽車。 

 提高對新能源汽車的技術 

另外，中國汽車企業需要提高對新能源汽車的技術。目前新能源汽車在各

方面仍有很多不理想的地方，包括駕駛距離、電池容量和壽命。新能源汽車的

電池容量並不大，而且只能駕駛一段比傳統車較短的距離，這些限制令汽車用

戶對新能源汽車卻步。提高對新能源汽車的性能是必需的，所以汽車企業必需

提高這方面的技術，以改善現時新能源汽車的性能。預計在未來幾年將形成

20 億 Ah 以上的動力電池和全系列驅動電機生產能力，能夠滿足 100 萬輛混

合動力及電動汽車的配套要求，但是，這不能滿足到中國的需求，離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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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萬輛混合動力及電動汽車仍差很遠距離。 

國家已推行不同政策以協助新能源汽車的發展，包括《節能與新能源汽車

產業發展規劃（2012－2020 年）》等，從中可以得知中國如何推動新能源汽

車及其相關行業。 

 政府對新能源汽車相關項目的支援 

為配合中國節能減排的戰略，中國推出了不同的政策以推進新能源汽車的

發展，包括《“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國務院關於加快發

展節能環保產業的意見》和《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2012―2020

年）》等。新能源汽車將會是汽車產業未來發展的一個主要方向，中國亦推行

一系列的政策以幫助節能汽車的發展和研究。 

《“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當中提到新能源汽車產

業將會成為國民經濟的先導產業9，並重點開發高效內燃機和混合動力汽車，

又會大力推廣重點節能技術和產品，開展重點節能技術示範、產品產業化及推

廣應用。實施節能產品惠民工程、重大節能技術與裝備產業化工程，推進重點

領域節能改造。 

《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節能環保產業的意見》中提到節能減排是中國

目前主要戰略， 中國必需加快掌握新能源汽車的技術和示範推廣，實施節能

與新能源汽車技術的創新工程，加強動力電池技術創新，並重點解決動力電池

系統安全性、可靠性和輕量化問題，加強驅動電機及核心材料、電控等關鍵零

部件研發和產業化，加快完善配套產業和充電設施，示範推廣純電動汽車和插

電式混合動力汽車、空氣動力車輛等。 

                                                      

9
 先導產業：國民經濟規劃中先行發展並帶動其它產業發展的產業，對國民經濟未來發展起

方向性的引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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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資助補貼等惠民政策推動對節能產品的消費。在北京、上海、廣州等

城市擴大公共服務領域新能源汽車示範推廣範圍，每年新增或更新的公交車中

新能源汽車的比例達到60%以上，開展私人購買新能源汽車和新能源出租車、

物流車補貼試點。到 2015 年，終端用能產品能效水準提高 15%以上，高效節

能產品市場佔有率提高到 50%以上。為支持推廣新能源汽車，中國政府亦會

採購節能汽車。 

《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2012―2020 年）》中提到為發展

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國務院著實了關於產業的發展戰略和節能減排工作的

決策部署，當中包括出了汽車工業的技術發展方向和財稅政策支持等。規劃裡

的新能源汽車包括純電動汽車、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及燃料電池汽車，而節能

汽車是指以內燃機為主要動力系統的汽車。 

總括而言，中國未來為了發展新能源汽車，將會在以下幾點作出改善： 

 完善社會設施配套，例如增加充電站，專用泊車位等 

 

 新能源汽車整車和部分核心零部件關鍵技術，主要包括 

 驅動電機及核心材料 

 汽車電控技術 

 電池系統的安全、可靠性及輕量化技術等 

 

 補貼稅項及提供買車優惠，包括公交車、計程車、物流車等商用車，

以提升新能源汽車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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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產業技術移轉中心、福建省資訊產業商會、福建省汽車工業集團有限公司、香港汽車

零部件工業協會、香港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並感激福建省汽車工業行業協會提供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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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中提出的一些建議和對策，主要是根據我們工作團隊的多年服務汽車工業的經

驗而制定，各企業需因應自身的特性及發展策略加以需要進行調整。由於數據繁多，關

於中國汽車工業及福建汽車工業的發展及趨勢等資料，如有誤差，敬祈諒解及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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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錄 

 中國 6 大汽車產業群的產量及其汽車製造代8.1

表企業 

表格 8-1 - 2012 年內地 6 大地區汽車產量  

資料來源：中國行業諮詢網 

地區 2012 年產量(萬

輛) 

佔全國比重(%) 現時產能(萬輛) 2015 年產能(萬輛) 

長三角 323.8 16.8% 520 620 

京津冀 312.5 16.2% 420 580 

長江中游 274.8 14.3% 610 740 

東北 249.9 13.0% 360 460 

長江上游 230.7 12.0% 380 590 

珠三角 138.5 7.2% 235 310 

其他 396.98 20.5 - - 

總共 1927.18 100% 2525 3300 

在下一節提到的十大汽車企業，當中不少都設有整車廠在這 6 個地區，以

下列出了一些地區的整車製造代表企業。 

 長三角地區：上汽集團、上海大眾、上海通用、長安馬自達、東風悅

達起亞、吉利汽車、眾泰汽車。 

 

 京津冀地區：北汽集團、北京現代、北京奔馳、一汽豐田、天津一汽、

長城汽車、中興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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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江中游地區：東風本田、東風標致、東風雪鐵龍、東風日產、廣汽

菲亞特、北汽福田、奇瑞、江淮、昌河等。 

 

 東北地區：一汽集團、一汽大眾、一汽馬自達、華晨寶馬、華晨汽車、

上海通用、哈飛汽車等。 

 

 長江上游地區：長安集團、長安福特、長安鈴木、力帆汽車、一汽大

眾、一汽豐田、沃爾沃、吉利。 

 

 珠三角地區：廣汽集團、廣州豐田、廣州本田、東風日產、一汽大眾、

比亞迪、北京汽車。 

近年，汽車的產銷重心開始向西面發展。東部地區面臨著成本上升和環境

問題等壓力，產量開始有下降趨勢。至於西部地區的汽車產量則逐年上升，產

量從 2001 年佔全國的 15.7%上升至現時的 24.3%，預計在兩年西部地區的產

能將會進一步提高。 

 

 中國汽車工業總產值 8.2

汽車工業總產值是指汽車整車（包括發動機）、改裝汽車、汽車車身及掛

車製造、汽車零部件及配件製造產值之和。汽車工業總產值是衡量汽車工業發

達程度的重要指標。 

汽車工業總產值和全國工業總產值一直保持上升趨勢，據資料顯示，2012

年全國汽車行業規模以上企業累計完成工業總產值達 52,90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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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 –近年全國汽車工業總產值統計圖 

資料來源：中國汽車工業年鑑、國家統計局 

汽車強國的汽車產業在一國的工業產值和比重上佔有絕對優勢，特別是民

族汽車工業是一個國家汽車工業的核心。汽車工業的增加值達到國內生產總值

(GDP)的 3%的時候，代表汽車工業將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汽車工業在一

個大國強國的 GDP 中佔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從下圖數據中可見 2007 年，汽車

工業總產值佔 GDP 的比重已超過 4%以上，近幾年保持平穩上升的趨勢，至

2012 年汽車工業的總產值佔 GDP 的 10%。 

全國工業總產值則由 2002 年的 110,776.50 上升至 2012 年的 903,900 億

元，升幅同達 8 倍多。從下圖可見，二者對比之下，汽車工業總產值一直穩佔

全國工業產值的 4 至 5%(圖 8-2)。 

另一方面，對比國內生產總值來看，過去十年二者均保持保持著升幅。汽

車的生產總值由 2002 年只佔國內生產總產值的 5%，到 2012 年比例已上升到

10%，升幅逹 1 倍之多(圖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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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 – 近年汽車工業總產值和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較 

資料來源：中國汽車工業年鑑、國家統計局 

 

 

圖 8-3 – 近年汽車工業總產值和國內生產總值的比較  

資料來源：中國汽車工業年鑑、國家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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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汽車產銷量 8.3

從圖 8-4 和圖 8-5 可以看到內地及全球汽車過去 10 年的產銷量及內地佔

全球汽車的比重。由 2003 年開始，內地汽車在全球汽車產銷量所佔的比重一

直保持升幅， 產銷量分別由 2003 年的 7.33%和 7.36%，至 2012 年已佔了全

球汽車總產量的 22.9%和 23.62%，10 年間累計升幅已超過 2 倍，由此可見內

地汽車發展速度之快。 

 

圖 8-4 -內地和全球汽車產量的比較 

資料來源：中國汽車工業協會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中國汽車產量 (萬輛) 444 507 571 728 888 935 1,379 1,826 1,842 1,927

全球汽車產量 (萬輛) 6,066 6,450 6,648 6,922 7,327 7,052 6,170 7,770 8,011 8,414

中國佔全球汽車產量比重

（%） 
7.33%7.86%8.59%10.52%12.12%13.25%22.35%23.51%22.99%2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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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5 - 內地和全球汽車銷量的比較 

資料來源：中國汽車工業協會 

汽車產銷量分析 

在 2009 年，內地汽車產銷量突破 1,000 萬輛，首次超越美國，成為世界

第一產銷量國家。直到現在，已連續 4 年保持世界第一。從圖 8-6 可見，過去

10 年，內地汽車在產銷量方面均保持著平穏上升的趨勢，從 2003 年到 2013

年其間，產銷量分別由 400 多萬輛上升至超過 2000 萬輛，10 年間增幅超過 3

倍，發展之速由此可見。 

 

圖 8-6 - 2003-2013 年全國汽車產銷量 

資料來源：中國汽車工業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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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8-2 – 2012-2013 年乘用車分國別銷售情況 

資料來源：中國汽車工業協會 

乘用車 2012 2013 

銷量 (萬輛) 佔內地乘用車銷量比例 銷量 (萬輛) 佔內地乘用車銷量比例 

內地 648.5 41.85% 722.19 40.28% 

德系 285.74 18.44% 337.25 18.81% 

日系 254.2 16.41% 293.06 16.35% 

美系 181.21 11.69% 222.15 12.39% 

韓系 134 8.65% 157.75 8.80% 

法系 44 2.84% 55.2 3.08% 

其他 1.87 0.12% 5.29 0.30% 

總共 1549.52 100% 1792.8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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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汽車零部件企業數量分佈 8.4

表格 8-3 - 2011 年汽車零部件企業數量分佈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2011 年汽車零部件企業數量分佈 

排名 地區 企業數量 比重(%) 累計比重(%) 

 
全國 8396 

  
1 浙江省 1159 13.8 13.8 

2 江蘇省 960 11.43 25.23 

3 山東省 792 9.43 34.66 

4 湖北省 696 8.29 42.95 

5 重慶市 494 5.88 48.83 

6 上海市 477 5.68 54.51 

7 廣東省 458 5.45 59.96 

8 安徽省 422 5.03 64.99 

9 河南省 371 4.42 69.41 

10 遼寧省 360 4.29 73.7 

11 吉林省 333 3.97 77.67 

12 河北省 272 3.24 80.91 

13 四川省 254 3.03 83.94 

14 廣西 250 2.98 86.92 

15 福建省 245 2.92 8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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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中國汽車零部件企業百強榜 8.5

2013 中國汽車零部件企業百強榜 

排名 企業名稱 主導產品 

1 濰柴動力股份有限公司 發動機 

2 廣西玉柴機器股份有限公司 發動機 

3 杭州中策橡膠有限公司 輪胎 

4 中信戴卡輪轂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輪轂 

5 山東玲瓏輪胎股份有限公司 輪胎 

6 福耀玻璃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玻璃 

7 一汽解放汽車有限公司無錫柴油機廠 發動機 

8 風神輪胎股份有限公司 輪胎 

9 北方淩雲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汽車管路系統，汽車門鎖系統，汽車車身結構件等 

10 陝西法士特汽車傳動集團公司 變速器 

11 信義玻璃控股有限公司 玻璃 

12 萬向錢潮股份有限公司 輪轂單元，傳動軸部件等 

13 遼寧曙光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車橋 

14 寧波華翔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內外飾件 

15 遼源均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汽車電子 

16 東風德納車橋有限公司 車橋 

17 萬豐奧特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輪轂 

18 無錫威孚高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燃油噴射系統，後處理系統 

19 青特集團有限公司 車橋 

20 廣東富華機械集團有限公司 車橋 

21 重慶大江工業有限責任公司 車橋 

22 陝西漢德車橋有限公司 車橋 

23 湖北恒隆企業集團 轉向器 

24 亞普汽車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油箱，加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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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正興車輪集團有限公司 輪轂 

26 安徽安慶環新集團有限公司 活塞環，活塞，氣缸套 

27 安徽全柴動力股份有限公司 發動機 

28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發動機 

29 深圳市航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車載娛樂系統，車身控制電子，新能源汽車控制系統 

30 諸城市義和車橋有限公司 車橋 

31 許昌遠東傳動軸股份有限公司 傳動軸 

32 廣東好幫手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車載娛樂系統 

33 中國長安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重慶青山變速器公司 變速器 

34 東風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儀錶，制動系統，供油系統 

35 浙江亞太機電集團 制動系統 

36 貴州貴航汽車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散熱器，門鎖，橡膠密封件等 

37 昆明雲內動力股份有限公司 發動機 

38 河南中軸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凸輪軸，車橋 

39 寧波拓普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發動機減震部件 

40 中國長安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建安車橋分公司 車橋 

41 惠州市德賽西威汽車電子有限公司 車載娛樂系統，空調控制系統 

42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險杠等 

43 道依茨一汽（大連）柴油機有限公司 發動機 

44 山東浩信集團有限公司 發動機缸體、缸蓋，飛輪，制動鼓等 

45 南京奧特佳冷機有限公司 空調壓縮機 

46 惠州華陽通用汽車有限公司 車載娛樂系統，車身穩定控制電子 

47 東風朝陽朝柴動力有限公司 發動機 

48 索密克汽車配件有限公司 轉向拉杆 

49 浙江銀輪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發動機冷卻模組 

50 綦江齒輪傳動有限公司 變速器 

51 浙江萬里揚變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變速器 

52 上海加冷松芝汽車空調股份有限公司 空調系統 

53 山東鵬翔汽車有限公司 車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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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建新趙氏集團有限公司 密封件 

55 江蘇新泉汽車飾件股份有限公司 內飾件 

56 山東濱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活塞 

57 中航工業新航豫北轉向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動力轉向器 

58 安徽安凱福田曙光車橋有限公司 車橋 

59 中航工業新航豫新汽車空調股份有限公司 汽車空調 

60 哈爾濱東安汽車動力股份有限公司 發動機 

61 江蘇曠達汽車織物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內飾織物 

62 中航工業新航平原濾清器有限公司 濾清器 

63 北京佩特來電器有限公司 發電機，起動機 

64 天潤曲軸股份有限公司 發動機曲軸 

65 浙江萬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動系統 

66 河南省中原內配股份有限公司 發動機汽缸套 

67 山東隆基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制動鼓，制動盤 

68 山東興民鋼圈股份有限公司 輪轂 

69 中國重汽集團大同齒輪有限公司 變速箱 

70 上海保隆汽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排氣系統、氣門嘴 

71 浙江世寶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動力轉向器 

72 江蘇超力集團 發動機冷卻模組，電機，電動轉向系統 

73 湖南天雁機械有限責任公司 增壓器，氣門 

74 杭州錢江彈簧有限公司 彈簧 

75 河南省西峽汽車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水泵 

76 龍泵集團 燃油噴射系統 

77 江蘇龍城精鍛有限公司 齒輪 

78 山東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刹車片 

79 東風 （武漢）實業有限公司 發動機支架，副車架總成 

80 江蘇飛船股份有限公司 齒輪 

81 北京四維圖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子地圖 

82 浙江雙環傳動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齒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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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國際汽車零部件企業百強榜 8.6

2013 國際汽車零部件企業百強榜 

排名  企業名稱  

1 博世（德國） Robert Bosch GmbH（Germany） 

2 電裝（日本） Denso Corp.（Japan） 

3 大陸集團（德國） Continental AG（Germany） 

4 麥格納（加拿大） Magna International Inc.†（Canada） 

5 愛信精機（日本） Aisin Seiki Co.（Japan） 

6 江森自控（美國） Johnson Controls Inc.（USA） 

7 佛吉亞（法國） Faurecia（French） 

83 襄陽汽車軸承股份有限公司 軸承 

84 山東厚豐汽車散熱器有限公司 空調散熱器 

85 合肥美橋汽車傳動及底盤系統有限公司 車橋 

86 江蘇皓月汽車鎖股份有限公司 門鎖 

87 北京亞新科天緯油泵油嘴股份有限公司 噴油泵，油嘴，共軌系統 

88 儀征雙環活塞環有限公司 活塞環 

89 四川成飛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車身模具，鋰離子動力電池 

90 南陽淅減汽車減振器有限公司 減振器 

91 亞新科美聯（廊坊）制動系統有限公司 空壓機，制動盤 

92 南嶽電控(衡陽)工業技術有限公司 噴油泵總成 

93 河北瑞豐動力缸體有限公司 缸體，缸蓋 

94 長春一東離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離合器 

95 常州遠東連杆集團有限公司 連杆 

96 中國長安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江濱活塞分公司 活塞 

97 江蘇太平洋精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齒輪 

98 山東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橡膠件 

99 成都正恒動力配件有限公司 發動機缸體、缸蓋 

100 無錫惠山泵業有限公司 水泵、油泵、發電機鋁合金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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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現代摩比斯（韓國） Hyundai Mobis（Korea） 

9 采埃孚（德國） ZF Friedrichshafen AG（Germany） 

10 美國康明斯 Cummins Inc.（USA） 

11 矢崎（日本） Yazaki Corp.（Japan） 

12 李爾（美國） Lear Corp.（USA） 

13 德爾福（美國） Delphi Automotive PLC（USA） 

14 天合（美國） TRW Automotive Holdings Corp.（USA） 

15  巴斯夫（德國） BASF SE（Germany） 

16 法雷奧（法國） Valeo SA（French） 

17 住友電工（日本） Sumitomo Electric Industries（Japan） 

18 豐田紡織（日本）  Toyota Boshoku Corp.（Japan） 

19 捷太格特（日本） JTEKT Corp.（Japan） 

20 日立汽車系統（日本） Hitachi Automotive Systems（Japan） 

21 舍弗勒（德國） Schaeffler AG（Germany） 

22 奧托立夫（瑞典） Autoliv Inc.（Swedish） 

23 康奈克（日本） CalsonicKansei Corp.（Japan） 

24 濰柴動力(中國) Weichai Power（China） 

25 本特勒（德國） Benteler Automobiltechnik GmbH（Germany） 

26  海斯坦普（西班牙） Gestamp Automocion SA（Spain） 

27 德納（美國） Dana Holding Corp.（USA） 

28 加特可（日本） JATCO（Japan） 

29 豐田合成（日本） Toyoda Gosei Co.（Japan） 

30 柏格華納（美國） BorgWarner Inc.（USA） 

31 馬勒（德國） Mahle GmbH（Germany） 

32 馬瑞利（義大利） Magneti Marelli S.p.A.（Italy） 

33 偉世通（美國） Visteon Corp.（USA） 

34 玉柴（中國） Guangxi Yuchai Group（China） 

35 海拉（德國） HELLA KGaA Hueck & Co.（Germany） 

36 吉凱恩（英國） GKN PLC（British） 

37 恩梯恩（日本） NTN Corp.（Japan） 

38 天納克（美國） Tenneco Inc.（USA） 

39 三菱電機（日本） Mitsubishi Electric Corp.（Japan） 

40 現代威亞（韓國） Hyundai-WIA Corp.（Korea） 

41 博澤（德國） Brose Fahrzeugteile GmbH（Germany） 

42 歐姆尼塑膠（法國） Plastic Omnium Co.（Fr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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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日本發條（日本） NHK Spring Co.（Japan） 

44  小糸製作所（日本） Koito Manufacturing（Japan） 

45  貝洱（德國） Behr GmbH（Germany） 

46 高田（日本） Takata Corp.（Japan） 

47 國際汽車零部件（盧森堡） IAC Group（Luxembourg） 

48 日本精工（日本） NSK（Japan） 

49 萬都（韓國） Mando Corp.（Korea） 

50 東海理化（日本） Tokai Rika Co.（Japan） 

51 Flex-N-Gate Corp.（美國） Flex-N-Gate Corp.（USA） 

52 輝門（美國） Federal-Mogul Corp.（USA） 

53 固特異（美國） Goodyear Tire & Rubber Co.（USA） 

54 尼瑪克（墨西哥） Nemak（Mexico） 

55 Wieland-Werke AG Werk Ulm(德國)  Wieland-Werke AG Werk Ulm（Germany） 

56 TS Tech Co.（日本） TS Tech Co.（Japan） 

57 中策橡膠（中國） Hangzhou Rubbe（China） 

58  萊尼（德國） Leoni AG（Germany） 

59  Eberspaecher Holding GmbH（德國） Eberspaecher Holding GmbH（Germany） 

60 安通林（西班牙） Grupo Antolin（Spain） 

61 哈曼（美國） Harman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 Inc.（USA） 

62 美國鋁業（美國） Alcoa Inc.（USA） 

63 杜邦（美國） DuPont（USA） 

64 霍尼韋爾（美國） Honeywell（USA） 

65 偉巴斯特（德國） Webasto SE（Germany） 

66  拜耳材料技術（德國） Bayer MaterialScience AG（Germany） 

67 邦迪管路系統（美國） TI Automotive（USA） 

68 德科斯米爾（德國） Draexlmaier Group（Germany） 

69 昭和集團（日本） Showa Corp.（Japan） 

70 美國車橋（美國） American Axle & Mfg. Holdings Inc.（USA） 

71 Iochpe-Maxion SA（巴西） Iochpe-Maxion SA（Brazil） 

72 Martinrea International Inc.（加拿大） Martinrea International Inc.（Canada） 

73 庫博標準（美國） Cooper-Standard Automotive（USA） 

74 現代派沃泰（韓國） Hyundai Powertech Co.（Korea） 

75 恩坦華產品集團（美國） Inteva Products（USA） 

76 京濱集團（日本） Keihin Corp.（Japan） 

77 阿爾派電子（日本） Alpine Electronics Inc.（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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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旭硝子（日本） Asahi Glass Co.（Japan） 

79 斯凱孚汽車部（瑞典） SKF Automotive Division（Swedish） 

80 威伯科（比利時） WABCO Holdings Inc.（Belgium） 

81 三葉集團（日本） Mitsuba Corp.（Japan） 

82 英飛淩（德國） Infineon Technologies AG（Germany） 

83 KSPG AG（德國） KSPG AG（Germany） 

84 利納馬（加拿大） Linamar Corp.（Canada） 

85 科士達（德國） Leopold Kostal GmbH（Germany） 

86 耐世特（美國） Nexteer Automotive（USA） 

87 CIE Automotive SA（西班牙） CIE Automotive SA（Spain） 

88 斯坦利電子（日本） Stanley Electric Co.（Japan） 

89 德昌電機（中國香港）  Johnson Electric（China HK） 

90 塔奧（美國） Tower International（USA） 

91 Autoneum Management AG（瑞士） Autoneum Management AG（Swiss） 

92  特瑞堡（德國） TrelleborgVibracoustic（Germany） 

93 利優比（日本） Ryobi（Japan） 

94 東海橡膠（日本） Tokai Rubber Industries（Japan） 

95 Hyundai Dymos Inc.（韓國） Hyundai Dymos Inc.（Korea） 

96 玲瓏輪胎（中國） Shandong Linglong Tire（China） 

97 皇家飛利浦電子（荷蘭） Royal Philips Electronics（Netherlands） 

98 中信戴卡輪轂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中國） CITIC Dicastal Co.（China） 

99 考泰斯﹒德事隆(德國) Kautex Textron GmbH（Germany） 

100 PPG 工業（美國） PPG Industries Inc.（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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