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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随着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价值

链片段化趋势不断增强，全球生产网络日益形成发

展，汽车产业的国际格局也正在新一轮的分工和竞

争中发生深刻的变化，本文从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出

发，建立层级细分评价指标体系来综合分析中国汽

车产业国际竞争力。通过各个指标的分析发现：近年

来中国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上升，但仍被锁

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和发达国家相比各个指

标上存在的差距不一。基于此，本文提出四种价值链

提升模式，来探究中国汽车企业实现链条攀升乃至

带动整个产业升级的策略选择。

关键词 汽车产业 国际竞争力 价值链片断

化 提升策略

一、引言

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汽车

产业综合性强、关联度高、价值链长、就业面广，其在

经济和社会中的影响已越来越大。入世 10余年来，

中国汽车产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汽车产销量

分别从 2000年的 207万辆、208万辆增加到了 2011
年的 1842万辆和 1851万辆，增长了将近 8倍，并使

中国连续三年成为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① 由此

可见，加入WTO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中国汽车

产业实现了“量”上的跨越式增长。然而随着国际分

工的日益深化以及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全球价值

链片断化趋势不断增强，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

生产网络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组织方式，这对中

国乃至整个发展中国家的汽车产业来说无疑都是一

次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利用此次机遇在新一轮

的全球布局中抢占先机，实现价值链条上的攀升，最

终带动整个产业的升级，将具有重要意义。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Porter（1990）首次提出“钻石模型”，从生产要

素、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性企业、企业策略结构和

竞争程度以及政府与机遇这“4+2”个角度分析了一

个国家的某种产业为什么会在国际上有较强的竞争

力；Rugman（1993）以加拿大为研究对象，提出将“跨

国经营”纳入分析，并提出著名的Rugman“双重钻石

模型”；Moon、Rugman和Verbeke（1998）进一步将“双

重钻石模型”拓展为适合所有小国经济的“一般化的

双重钻石模型”，提出将跨国经营内生化；Cho（1994）
结合韩国的四种人口构成以及商业环境、资源禀赋、

相关和支持产业、国内需求、机遇等五种要素，创建

了一个九要素模型。

国内学者关于产业竞争力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

有：金碚（2001）从中国工业出发建立了产业竞争力

的评价指标体系，分为显示性指标和分析性指标，也

被称为“原因——结果”模型；裴长洪（2002）把“原因

——结果”模型中的分析性指标进行深入，划分为直

接 原 因 和 间 接 原 因 ；朱 春 奎（2003）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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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SungCho的九因素模型，从生产、市场、技术、

资本四个方面出发，建立了产业竞争力来源的层次

结构模型；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产业竞争力研究”课

题组（2004）从实力竞争力、成长竞争力、市场竞争

力、成本竞争力、创新竞争力、投资竞争力、管理竞争

力七个方面出发，建立综合指标体系来研究制造业

竞争力。基于此，许多国内学者针对具体的汽车产业

进行了相关研究。如中国商务部（2005）从环境竞争

力、显示竞争力、企业竞争力、产品竞争力四个方面

进行了中国汽车竞争力研究；赵越（2007）从研发费

用、规模经济、产业集中度、国际市场占有率、国际贸

易竞争指数五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康灿华和冯伟文

（2008）基于产业价值链从环境、技术、零部件、生产、

营销、服务六个方面建立了一个多层次的评价体系；

黄锦华（2011）通过对价值链中占比最大的零部件环

节以及战略性的研发环节进行分析，评价了后危机

时代中国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周晔（2011）
通过RCA指数与TCI指数对中国汽车产业出口产品

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分析。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学者所建立的汽车产业国

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各有侧重，对后续的研究具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改变

过去一直以“钻石模型”为基础的研究思路，结合全

球生产网络不断发展的新背景基础上，从全球价值

链研发、生产、销售、售后服务四个链条环节出发，根

据汽车产业的具体特点，将价值链上每一环节的指

标进行具体细化，来对中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进

行综合分析。

三、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汽车产业国际竞

争力评价体系建立

全球价值链主要分为技术、生产、营销三大环

节，本文结合中国汽车产业的现状和特点，从价值链

角度出发，将研发环节、生产环节、销售环节、售后服

务环节作为四个一级指标，并借鉴已有关于汽车产

业国际竞争力的分析评价指标及关于产业竞争力的

理论模型和分析范式，选取研发投入、新能源汽车技

术、自主品牌竞争力、整车状况、零部件状况、国际市

场占有率、RCA指数等二级指标，从而建立一个基于

全球价值链的多层次的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

标体系（表1）。

四、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汽车产业国

际竞争力评价

（一）研发环节

1、研发投入

研发环节一直是中国汽车产业的薄弱环节，无

论是研发投入、研发成果，还是对核心技术的掌握

程度，中国和发达国家都存在很大的差距，尤其是

研发投入偏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汽车产业

整体竞争力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中国 2003—2010
年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虽有一定的提高，但

整体偏低，仅在 1%—2%左右（表 2），和发达国家平

均 7%的比例相比差距很大，如果再考虑到发达国

家高比例下营业收入的大基数，中国研发投入金额

就更显不足。

二级指标

研发投入

新能源汽车技术

自主品牌竞争力

整车状况

零部件供应

国际市场占有率

RCA指数

盈利能力

汽车后市场

人力资本

研发环节

生产环节

销售环节

售后服务环节

全球价值链

汽车产业

国际竞争力

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表1 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

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亿元）

107.3
129.5
167.8
244.8
308.8
388.7
460.6
498.8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营业收入（亿元）

8144.1
9134.3
10108.4
13818.9
17201.4
18767.0
23817.5
30762.9

比例（%）

1.32
1.42
1.66
1.77
1.80
2.07
1.93
1.62

表2 2003—2010年汽车工业研究与

发展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百分比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年鉴2011》，其中2004年以前营业

收入一栏为产品销售收入，2004年以后为营业收入

96



2、新能源汽车技术

随着环保压力加大，积极开发新能源汽车将是

中国汽车可持续发展的必选出路，然而新能源汽车

一直面临着“政府热、市场冷”的尴尬境遇。据中汽协

的不完全统计，2011年全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合计

8159辆，不足万辆，包括纯电动汽车5579辆、混合动

力汽车 2580辆。②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新能源汽车还

远未达到规模商业化的应用阶段，究其原因就在于

新能源汽车开发存在技术瓶颈，尤其是动力电池、电

机的研发方面。此外，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也进一步制

约了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中国目前只有少数试点城

市有电动汽车充电的充电站。而发达国家，大多数设

在汽车销售店和大型停车场。因而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新能源汽车整体开发、配套设施还存在一定差

距。

3、自主品牌竞争力

中国合资已有 30多年历史，各大汽车公司多属

合资，且合资品牌轿车几乎垄断了中高档车市场，占

据绝对优势，而自主品牌一直以低价占据低端市场，

品牌竞争力明显不足。近年来，随着自主品牌的发

展，自主品牌在商用车方面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但在

乘用车市场，尤其是轿车市场，处于绝对的劣势。随

着劳动力、资源等成本提高，自主品牌车低成本优势

逐渐消失，加之收入水平提高、城市限购令颁布、消

费结构升级，更多消费者愿意出更多钱买一辆质量

相对更高的合资、外资车。此外合资品牌之前一直处

在中高档市场，近来合资品牌下探低端市场的趋势

直接给自主品牌致命的一击。据相关资料显示，2011
年自主品牌的市场份额锐降3.77%，直接跌回了两年

前的水平。而合资品牌如上海通用、上海大众和一

汽大众年增长均在 20%以上，2011年突破年产 100
万辆的重要关口，并且仍有多款车型处于供不应求

的局面。③ 未来由于成本上升、消费结构升级、合资

品牌下探低端市场等带来的压力，中国自主品牌汽

车将迎来新的严峻局面。

（二）生产环节

1、整车状况

自加入WTO以来，中国汽车产业得到了快速发

展，产量从 2000年的 207万辆增加到了 2011年的

1842万辆，并连续三年成为世界第一。更值得一提的

是，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欧美日市场低迷，

中国车市在利好的政策刺激下依然保持高速增长，

2010年中国汽车产量占全球产量的 23.6%，达到有

史以来单一国家汽车生产的最高纪录。然而近两年，

随着刺激政策的取消，2012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市场

延续了 2011年放缓的增长趋势，汽车产销分别为

952.92万辆和 959.81万辆，比上年同期仅增长 4.1%
和2.9%。与之前年均24%的增速相比，增长速度大幅

下滑，总需求增速触底新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尽管

增速下滑与前10年的增长基数增大有关，但整体增

长低迷的态势已非常明显（图1）。

2、零部件状况

（1）企业生产规模

中国大大小小的零部件企业有上万家，但是数

量众多的零部件企业生产集中度低，绝大多数没有

形成规模。据了解，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中同类产品

的生产厂家数量为发达国家的5—6倍，而产量只占

其 1/10。2010年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全国销售收入在

500万元以上汽车零部件企业有13000多家，而其中

最大汽车零部件企业年销售收人仅100亿元(如万向

集团），与世界 500强中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如德国

Bosch公司相比差距巨大，其年销售收入已超过 200
亿美元（约合 1300亿元）（黄锦华，2011）。同时中国

零部件企业在生产标准和质量方面缺乏统一口径，

在国内尚未形成统一的供应体系，在面对跨国公司

的全球采购时，中国零部件企业就更显得难以满足

它们的高质量要求，很多汽车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生

产，其核心零部件甚至很多标准件都是直接从国外

进口，更多地来源于与其培育的全球供应商，中国数

量众多的零部件企业很难成为跨国公司配套的本土

图1 2001—2012年中国汽车产量及增长率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2001年至 2011年数据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年鉴

2012》；2012年数据来自《2012中国汽车产销量连续四年第

一》，http://www.askci.com/news/201301/12/1210415548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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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

（2）进出口产品结构

中国进口的汽车零部件多为技术含量高、附加

值高的关键零部件，而出口的大多是技术附加值低、

资源消耗大的零部件，零部件进出口产品结构不合

理。据相关资料显示，2011年汽车零部件进口产品中

传动系统、车身及其附件、发动机及其零部件所占比

例最大，总体接近 75%，且其平均增幅高达 20%；而

在零部件出口产品中，行驶系统、汽车电子电器、车

身及其附件出口金额最大。④ 这就很直接地暴露了

中国零部件进出口的结构存在问题，中国大量出口

的是行驶系统，主要包括汽车轮胎、车轮及其零件、

悬架系统等，其对橡胶、铝、钢材等战略性资源的消

耗很大，属于典型的资源消耗型产品，而进口的传动

系统、车身、发动机及其零件都是高附加值的核心部

件，这种不合理的结构极大影响了中国零部件企业

在国际上的形象，由于缺乏核心高附加值零部件而

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环节的问题十分严峻。

（三）销售环节

1、国际市场占有率

近 10多年来，中国汽车产品的出口取得了惊人

的发展，出口额从 1998年的 8.8亿美元增加到 2011
年的 689亿美元，增长了近 80倍（图 2）。从图中可以

看到，中国汽车出口额除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有一定幅度的下滑，总体的增长趋势十分明显，国际

市场占有率也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随着全球

经济复苏，中国汽车出口市场表现出强劲的增长态

势，2010年国际市场占有率首次突破了 5%。据有关

部门预测，按照目前的增长态势，2020年中国汽车国

际市场占有率有望突破 10%，这也正说明了中国汽

车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提高。然而尽管目前

增长趋势喜人，但是若考虑到产量位居世界第一的

事实，中国的出口水平就和世界发达国家存在很大

的差距。据了解，2011年中国作为世界第一汽车产销

大国，汽车出口量占总销量的比例仅为 4%，而德国

汽车出口占总销量的 74%，日本为 68%，韩国为

50%。⑤

2、显示性比较优势（RCA）
中国汽车产业的 RCA指数一直偏低，平均在

0.1—0.5之间，根据美国巴拉萨 1965年关于显示性

比较优势的划分可知，RCA未能突破 0.8的临界值，

具有较弱的国际竞争力。而像日本、德国近 10 年

RCA指数均在 2.5左右，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尤其是

日本RCA指数都已接近 3的水平。而对于韩国、美

国、巴西，其 RCA指数也远远高于中国，平均都在

1.25以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表3）。由此可见，中国

汽车出口整体实力还有待加强。

3、盈利能力

由于汽车出口数量并不能十分全面地反映一个

国家汽车产业的竞争力，不同的企业由于利润率的

不同其盈利能力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本文将

利用中国汽车行业的整体销售毛利率和按类别的汽

车企业的利润率来进一步分析（表4）。从表中可以看

到，2008年中国汽车行业平均毛利率15.2%，而自主

品牌中实力比较强的 4家企业吉利、奇瑞、中华、长
图2 1998—2011年中国汽车出口额及国际市场占有率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年鉴》整理得到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中国

0.06
0.08
0.09
0.09
0.13
0.16
0.20
0.22
0.25
0.28
0.35

美国

1.07
1.04
1.10
1.09
1.11
1.19
1.21
1.23
1.21
1.19
1.28

德国

2.25
2.25
2.26
2.20
2.20
2.20
2.20
2.21
2.24
2.21
2.32

韩国

1.01
1.23
1.21
1.36
1.51
1.65
1.74
1.77
1.72
1.72
1.76

巴西

1.06
0.99
0.92
1.02
1.07
1.26
1.25
1.26
1.23
1.22
1.26

日本

2.29
2.39
2.52
2.49
2.43
2.58
2.83
2.90
2.92
2.87
2.92

表3 世界主要国家汽车产业RCA值

资料来源：根据WTO2001—2011年《国际贸易年鉴》计算得到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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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中 3家利润率在平均水平以下，只有吉利与行业

平均持平，而合资品牌一汽大众和广州丰田的毛利

率分别为 22.2%、24.1%，超过行业平均 7%、9%；

2009—2010年受危机的影响，各地政府都出台了刺

激经济的措施，行业整体销售大幅提升，毛利率也连

续增加，自主企业、外资企业都出现了连续的增长，

尤其是自主企业毛利率的增幅大大高于行业平均，

但是合资品牌毛利率甚至出现了小幅下降的趋势。

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合资品牌下探低端市

场，随着合资品牌下探低端市场的趋势增强，导致整

体毛利率下降，但是从整体来看，毛利率明显呈现外

资高于合资、合资高于自主品牌的现象。

（四）售后服务环节

1、汽车后市场

随着汽车产销量的飞速增长，中国汽车保有量

急剧上升，汽车后市场也快速崛起。由于看好中国汽

车后市场的巨大潜力，国外许多知名汽车服务企业

进军中国市场，包括博世、德尔福在内的国际巨头已

经开始陆续出现在各大城市。目前中国汽车后市场

主要有以下五大渠道：一是近年发展起来的汽车 4S
店；二是传统大中型维修厂；三是汽车维修路边店；

四是汽车专项服务店；五是品牌快修美容装饰连锁

店。但是我国4S店和品牌快修美容装饰连锁发展水

平还处在刚起步阶段，尤其是自主品牌4S店更接近

零基础，在消费者心中难以形成值得信任的品牌效

应，国内利润率较高的4S和品牌连锁几乎全是合资

品牌和外资品牌，自主品牌发展受到严峻挑战。而国

外市场方面，对于积极开拓海外市场的自主品牌企

业来说，国外后市场的服务网络建设匮乏，发展水平

低下也严重影响了其整车在国外的销售水平。因此，

采取多样化的发展模式推动后市场向国际化、品牌

化的方向发展，是今后中国汽车产业应该努力抓住

的全球价值链中的一大战略环节。

2、人力资本

中国人均GDP不断上升的趋势已经导致劳动力

成本大大上升，这必将严重削弱大部分汽车企业过

去一直依赖的低成本优势，同时缺乏高层次的汽车

人才的制约也将日益显露。汽车作为多学科交叉的

高科技产品，既需要机械、电子、材料、能源、环境、美

学等学科的复合型人才，又需要财务、法律、经营等

各方面的高级管理人才，同时更需要一批具有创新

意识的现代汽车技术人员和国际化背景下具有战略

头脑的领军人物。而目前中国汽车人才储备方面和

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十分大。如德国，高级专业人员10
万多名，接近汽车产业从业人员的15%，这也是其汽

车产业始终具备核心竞争力、站在世界前列的重要

原因，而中国汽车高级专业人员才接近5万名，占汽

车从业人员的比例不到 1%。而在服务人员方面，中

国高级服务人员仅占服务人员的5%，而发达国家普

遍占40%（毛海和于晓艳，2011）。人才是企业创新和

进步的源泉和动力，对中国来说，加大人才的培养和

引进将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五、基于价值链提升模式的竞争力增强

策略选择

近年来中国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有所提升，

尤其在量上表现更为明显，但在产业结构质上的竞

争力提升却并不多，仍难改变处在国际分工中的较

低位置。目前中国汽车企业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

改变过去粗放的发展模式，借助国际分工深入带来

的机遇以及全球生产网络提供的平台来实现产业的

转型升级，提升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由全球

价值链低端环节向战略环节转变，最终实现中国“汽

车强国”的目标。事实表明，各国企业在微笑曲线上

的位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下面笔者将基于价值链

2008
2009
2010

中国汽车行业平均

15.2
16.1
17.7

吉利

15.2
18.0
18.4

奇瑞

11.6
15.7
18.9

中华

8.2
9.0
12.2

长安

15.0
20.2
17.8

合资品牌企业

一汽大众

22.2
22.1
20.7

外资品牌企业

丰田

24.1
24.6
26.6

自主品牌企业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汽车工业年鉴及各个企业历年年报整理所得，其中丰田公司的数据是以丰田集团历年发布的联合财务

报表，其范围包括大发汽车和日野汽车公司等子公司在内的丰田集团全世界控股子公司以及持股公司

表4 中国汽车行业及主要汽车企业销售毛利率情况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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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模式，从政府政策支持的角度来探讨汽车产

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策略选择：

（一）途径一：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提升

向价值链上游的提升就是从制造环节向研发环

节的跨越（图3）。要改变中国汽车产业竞争力不强的

现状，实现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提升，核心关键是要努

力提高技术自主创新及学习创新能力，提高中国自

主品牌的“含金量”，政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积极促进产业集群，培育汽车“硅谷”推动技

术创新

汽车产业的集群式发展能够促进企业间的分工

与合作，有利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技术、资源、信

息、人才的共享，从而提高效率，推动技术创新。如构

建集群内部共享的技术创新平台，鼓励企业与科研

院所的合作；建立技术服务中心，促进企业间的技术

交流与合作开发；完善集群区域的公共服务环境，提

供强有力的金融及相关产业的支持。通过培育具有

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区的相关企业积极融入汽车跨

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不断提升核心技术，不断加大

技术研发与创新来提高中国汽车产业核心技术的掌

握程度。

2、加快兼并重组与强强联合，鼓励技术的联合

研发

目前中国汽车企业严重存在多而散、投资分散

的问题，政府应当积极运用税收、财政或其他方面手

段来支持和引导企业间兼并重组，尤其是兼并收购

外资大品牌（如吉利收购沃尔沃），这样可以更加有

效地获取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实现向价值

链上游的渗透。此外，政府还需要正确引导企业强强

联合，尤其要鼓励具有差异性和互补性的企业联合，

据Pierre（2000）的研究发现，存在差异性和互补性的

企业联盟（linkalliances）比相似程度很高、互补性不

明显的企业间的联盟（scalealliances）所带来的技术

溢出效应更大。

3、鼓励自主创新建设，提高自主品牌研发能力

自主创新能力是汽车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中

国汽车企业走出去建立自己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的

必要条件。因此，政府要在不违反WTO原则的前提

下，积极思考给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一个“趋利政策”

的平台，为自主创新提供持续的动力源泉。如建立企

业主导的产学研相结合的模式，加大研发力度，把企

业的重大技术需求列入国家和地区的重要科技计划

投入，为企业走品牌路线、提升品牌价值打下坚实的

基础；鼓励企业在海外设立子公司或者研发中心，利

用全球价值链的整体布局来实现先进技术从子公司

到东道国母公司的转移。

（二）途径二：向全球价值链下游提升

向价值链下游提升就是从单纯的整车组装环

节，向营销（包括销售和后市场服务）环节扩展（图

4），上述模式关键就是要大力拓展其业务发展，拓宽

营销网络，尤其是海外市场，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上向

下游的渗透。因此，政府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努

力营造公平、合理、有效的营销环境，为中国汽车企

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1、加大完善汽车后市场服务，加快与国际市场

接轨

汽车后市场，作为价值链上的高端环节，占据汽

车产业近 60%的利润。而目前中国在汽车金融、保

险、租赁服务以及销售、品牌快修美容等方面和发达

国家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可以借鉴发达国家

图3 全球价值链提升模式一

图4 全球价值链提升模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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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验，如采取 4S专卖店、汽车商店、汽车大道、

网络直销以及租赁营销等模式；推进汽车产业和金

融保险业的结合，大力发展汽车金融业、汽车保险

业，拉动需求的增长和相关联产业的发展；在汽车售

后服务，尤其是汽车维修保养等领域，要完善维修店

网络布局，鼓励品牌快修连锁店的建设；对于积极开

拓海外市场的自护品牌来说，更要强化其国际后市

场网络建设，这样才能为其整车汽车的销售提供新

的来源与市场。

2、建立国家层面人才平台，为后市场服务提供

强有力的人力支持

汽车的销售服务，甚至到维修等环节都需要大

量的专业人才，人才是一切创新的源泉。政府要进行

管理创新，打破人力资源流动限制，营造良好的环境

刺激人力资源的跨国界跨区域跨企业的合作；同时

要通过创建一个国家层面的技术创新的研发平台，

聚集优秀的人才形成战略人才联盟，为企业提供强

有力的人力资源后盾，协助企业各个环节尤其是高

端环节的价值增值；此外政府还要引导高校以市场

为导向细化专业分配，多样化培养具有深厚专业知

识的人才，尤其是在金融、保险、管理、销售乃至高级

技工等各个方面。

（三）途经三：向全球价值链中部提升

向全球价值链中部提升是指在中间的生产制

造、整车组装环节努力，使全球价值链变得更加扁

平，从上下游的企业中“剥夺”更多的附加价值，采取

这种升级方式并没有向上游或者下游提升，却同样

也能提升自身的地位（图5）。它主要通过获得国外先

进技术提高中国企业生产的工艺水准，甚至掌握世

界先进的生产技术，从而提高中游企业的议价能力，

提升中游企业在网络中链条上的地位。

1、加快零部件企业与整车企业合作，实现标准

化专业化生产

针对中国零部件小企业过多以及零部件企业与

下游整车厂之间协作关系不紧密，国内标准不统一

的问题，政府首先应该积极做好规范标准工作，切实

保证零部件标准与整车厂的对接，使零部件企业能

生产符合标准的零部件，并引导有潜力的企业成为

全国乃至世界的零部件供应商；其次要利用政策便

利及管理便利支持少数几个零部件企业专门生产某

种产品，形成规模化生产，作出品牌，汽车品牌的竞

争力就是各个零部件竞争力的总和，通过专业化生

产，增强各个零部件的竞争力；此外要积极鼓励创建

以研究所等为主体的平台，引导零部件企业参与整

车设计，参与联合开发与创新，通过整车厂的带动提

高零部件企业的整体实力。

2、组建自己的供应商体系，积极培育零部件全

球供应商

核心零部件直接决定了汽车产品的性能，因此

政府对汽车产业的扶持重点也应放到零部件上来:
首先要建立健全汽车产业标准全球认证制度，实现

零部件的标准化生产与国际接轨，实施模块化生产，

更好地融入汽车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其次要鼓

励零部件企业组建战略联盟，通过不同的零部件企

业合作，形成不同的汽车生产模块，以此来促进更多

的战略联盟企业成为模块化供应商，提升整体竞争

力，乃至成为全球跨国公司的品牌供应商；此外要大

力完善零部件体系，在发展已有一定批量基础零部

件的同时，更要着力加强核心零部件的研发和具有

巨大市场潜力的新兴零部件的发展。中国汽车零部

件企业只有通过“做大做强”才能对汽车产业形成有

力的支撑。

（四）途径四：直接跃升至更高层次的全球价值

链

跃升至更高层次的全球价值链，是价值链的整

体上移（图 6）。它主要是通过改良生产工艺，更新生

产设备，从而实现产品的更新换代或者生产新的高

技术含量产品来实现的。

新能源汽车的出现为中国汽车产业升级提供了

良好契机，其在提升中国汽车产业的创新能力和技

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中具有巨大的潜图5 全球价值链提升模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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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政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加大研发投入突破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瓶

颈，电池技术瓶颈仍未突破是中国新能源汽车推广

最大的技术问题所在，因此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鼓

励金融机构提供长期研发资金的支持，创立研发平

台，积极推动企业创新。二是加快新能源汽车标准化

建设，新能源汽车由于起步较晚，中国和大部分国家

之间在很多方面的差距并不大，这也就为中国制定

国内统一标准甚至发展成为国际标准提供了可能。

无论是电池还是充电设备，政府要协同相关协会提

供标准化信息，同时要制定统一的标准，积极鼓励各

种专利进一步开发推广，通过不断认证最终形成被

国际广泛认可的标准，这样就能在新的竞争中夺得

话语权。

总的来说，在全球生产网络的背景下，中国汽车

产业要实现“汽车强国”的发展目标，必须充分利用

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结合自身优势，积极

融入全球价值链，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四种价值提

升方式，加快技术创新，创立品牌，不断发展成为跨

国公司具有领导力的全球供应商，最终带动中国汽

车产业由全球价值链低端向高端的转变，实现产业

国际竞争力的全面提升。

注释：

①牛刚：《我国汽车产销量连续三年连续第一》，http://
www.12365auto.com/news/2012-11-23/20121123133053.shtml

②盖世汽车研究院：《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分析》，http:
//auto.hexun.com/2012-07-12/143485765.html。

③张伯顺：《2011年乘用车市场分析自主品牌受挫》，http:
//auto.cnfol.com/120209/169,1684,11713457,00.shtml。

④根据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发布的《2011年汽车零部

件进出口分析》整理得到。

⑤《我国汽车出口比例显尴尬汽车大国的盛世之忧》，

http://info.gongchang.com/a/auto-2011-01-17-1732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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