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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9 年，中國大陸汽車產業的發展有了進一步的突破，不僅產量世界第一，

也成為世界最大的汽車消費國，這對一個發展中的國家而言，是個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對中國大陸而言，想要將汽車產業做大做強一直是其最大的願望，而其最終目

標仍然是將汽車產業做強，成為與美、日、歐等汽車強國並駕齊驅，甚至取而代

之。 

本文即在探討大陸汽車產業做強的三個關鍵因素，產業結構（集團化）的調

整、自主品牌的塑造、新能源汽車的研發，中國大陸要想做強汽車產業，勢必要面

對此三項問題的挑戰。而中國大陸如果能夠在未來 10至 20年中順利解決此三大問

題，必然有機會可以成為西方學者專家所預測的未來世界汽車產業新的霸主。 

 

關鍵詞：汽車產業、產業結構、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車、做大做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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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一個國家汽車產業的發展與該國經濟的發展與成長有很密切的關係，目前

汽車產銷量前幾名的大國，如美、日、德、法等國均是經濟發達及國民所得較

高的國家；而中國大陸則為後起之秀，其汽車產量近年來成長相當快速，2008

年產量即達 935 萬輛，2009 年更增加為 1,379 萬輛，產銷量為世界第一，為

2008 年金融海嘯後，唯一持續成長的汽車市場，也被視為目前世界上最具有

發展潛力的汽車市場。世界各國汽車大廠除了積極和大陸汽車廠商合資共同開

拓市場外，大陸本土汽車業者也積極耕耘開拓自主的品牌，如目前大陸本土廠

商奇瑞、吉利、比亞迪等轎車廠及解放、長城等卡車及商用車業者，也積極向

外出口大陸汽車，預測至 2020 年，大陸汽車產業仍將會有一個持續成長的表

現，其市場需求也會持續增長，未來發展令人相當期待及矚目。 

中國大陸在一舉超越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生產國，超越美國成為全球

最大的新車市場消費國之後，也面臨外界質疑其是否有持續維持汽車產業向上

提升的潛力，及有無可能發展本土企業的知名品牌。另外大陸汽車市場持續存

在上百家汽車企業的散、亂結構問題是否能夠整合，而最令人關切的即是現今

受人矚目的新能源汽車（電動車及混合動力車）的研發生產狀況等，均是目前

大陸政府最急需解決的問題，也是大陸汽車產業未來是否能與外資汽車廠抗

衡，並持續生存壯大的關鍵。 

本文針對大陸汽車產業發展現況中最受人矚目的三個問題加以探討，除第

一部分前言外，第二部分將分別陳述大陸地區現階段汽車生產概況、集團化發

展（結構）及本土車廠自有品牌發展情形；第三部分則專門探討大陸汽車界最

熱門的議題－新能源汽車發展狀況，第四部分則分就結構問題（兼併重組）、

自主品牌及新能源汽車發展所面對的困境與挑戰做一探討，最後做一簡單的結

論。 

貳、大陸汽車整車產業發展現況 

一、大陸汽車產銷量情形 

中國大陸自 2000 年加入 WTO 之後，其汽車產量超過 200 萬輛，達到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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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輛。其後每年產量平均以 20%以上的比例向上持續成長，迄 2009 年為止，

產量已高達 1,379萬輛（銷量為 1,364萬輛），產銷均達世界第一。（見表 1） 

以世界汽車的產量來看，日本自 2006 年超越美國之後，就一直是全球最

大的汽車生產國。但 2009年日本國內汽車產量只剩七百九十餘萬輛，1比 2008

年減少 31.5%，是日本從 1966 年統計以來，產量的最大降幅；而美國只有

570 萬輛，位居第三。相對的，中國 2009 年汽車產量由於受到優惠政策支持

的結果，飆升 48.3%，達到 1,379萬輛。（見表 2） 

 

 

表 1 2000～2009 大陸汽車產量及產品表 

單位：輛 

年 份 總 量 貨 車 客 車 轎 車 

2000 2,069,069 751,699 709,042 604,677 

2001 2,341,528 803,076 834,927 703,525 

2002 3,253,655 1,092,546 1,068,347 1,092,762 

2003 4,443,491 1,228,157 1,177,469 2,037,865 

2004 5,070,452 1,514,869 1,243,022 2,312,561 

2005 5,707,688 1,509,893 1,430,073 2,767,722 

2006 7,279,726 1,752,973 1,657,259 3,869,494 

2007 8,882,456 2,157,335 1,927,433 4,797,688 

2008 9,345,101 2,270,207 2,037,540 5,037,334 

2009 13,791,000 2,326,300 2,28,0000 9,184,700 

資料來源：《中國汽車工業年鑒 2009 年》（北京：年鑑期刊社出版，2009 年 9 月），頁 456；2「2009 年汽

車產銷及經濟運行情況」，《中國汽車工業協會行業信息部網站》，2010年 1月 11日。 

 

                                                   
1 Production Statistics-By Country, 見 OIC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Motor Vehicle Manufacturers）網

站，http://www.oica.net/。 
2 2005 年起實行新的車型統計分類標準（主要分為乘用車及商用車），本表為了保持歷年資料的延續性，

未按新標準統計；另 2009年轎車數量的統計包括MPV及 S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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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9 年世界前 15 名國家汽車生產統計 

排序 國家 乘用車 商用車 合計 成長率 

1 China 10,383,831 3,407,163 13,790,994 48.3% 

2 Japan 6,862,161 1,072,355 7,934,516 -31.5% 

3 USA 2,246,470 3,462,382 5,708,852 -34.3% 

4 Germany 4,964,523 245,334 5,209,857 -13.8% 

5 South Korea 3,158,417 354,509 3,512,926 -8.2% 

6 Brazil 2,576,628 605,989 3,182,617 -1.0% 

7 India 2,166,238 466,456 2,632,694 12.9% 

8 Spain 1,812,688 357,390 2,170,078 -14.6% 

9 France 1,819462 228,196 2,047,658 -20.3% 

10 Mexico 942,876 618,176 1,561,052 -28.0% 

11 Canada 822,267 668,365 1,490,632 -28.4% 

12 Iran 1,359,520 35,901 1,395,421 9.5% 

13 UK 999,460 90,679 1,090,139 -33.9% 

14 Thailand 313,442 685,936 999,378 -28.3% 

15 Italy 661,100 182,139 843,239 -17.6% 

 總計 47,952,995 13,761,694 61,714,689 -13.5% 

資料來源：OICA（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Motor Vehicle Manufacturers）網站， 

http://www.oica.net/。 

 

根據大陸汽車工業協會行業信息部統計顯示，2009 年大陸汽車產銷分別

完成 1,379.1 萬輛和 1,364.48 萬輛，同比分別增長 48%和 46%，其中乘用車產

銷分別完成 1,038.38 萬輛和 1,033.13 萬輛，分別增長 54%和 53%；商用車產

銷分別完成 340.72 萬輛和 331.35 萬輛，同比分別增長 33%和 28%。在所有政

策中，1.6 升及以下乘用車購置稅減半政策對汽車產銷增長影響的力度最大，

2009年該類車型銷售為 719萬輛，同比增長 71%，銷售增長貢獻度 70%。 

此外，2010 年以來，除了 1、3 月市場產銷量稍大之外，自 4 月起大陸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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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產銷量有明顯的萎縮下降，甚至有產業分析師預測 2010 年大陸汽車市場有

泡沫破裂的可能。3惟迄今大陸公布的汽車產銷量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大

陸地區汽車產量為 847.22 萬輛，終端銷量為 718.53 萬輛，分別同比增長

44.37%和 30.45%，穩居全球第一。由於 2009 年大陸車市表現井噴式的超速增

長（48%），因此 2010 年汽車產量基本上回歸正常，大陸全國乘用車市場資訊

聯席會將 2010 年汽車批發銷量的預測為 1,700 萬輛，而根據日本汽車專業刊

物 Fourin專家的預測應在 1,500萬輛以上。4
 

二、產業結構及集團化發展 

大陸汽車產業中的結構問題一直是困擾產業界及大陸政府官員的議題，根

據調查，大陸地區整車企業仍有一百五十餘家，如按企業集團統計大約有八十

多家。 5車企數量眾多，但是規模和核心技術能力卻與外資汽車廠商相距甚

遠。大陸車企如果要與國外著名汽車廠商競爭，除了加強自己本身的研發能力

外，如何將眾多的中小車企兼併整合到大企業集團中，增強競爭力，就是目前

大陸政府及國有大企業集團最令人棘手的問題之一。 

據統計，2009 年排名前 10 家汽車集團依次是上海汽車工業集團（簡稱上

汽）、中國第一汽車集團（簡稱一汽）、東風汽車公司（簡稱東風）、長安汽車

公司（簡稱長安）、北京汽車工業控股公司（簡稱北汽）、廣州汽車工業集團

（簡稱廣汽）、奇瑞汽車公司（簡稱奇瑞）、比亞迪汽車公司（簡稱比亞迪）、

華晨汽車集團（簡稱華晨）、浙江吉利控股集團（簡稱吉利），共銷售汽車

1,189.33 萬輛，（見表 3）市場占有率提高了 4 個百分點，產業集中度 CR10為

87%，（CR5為 70%），與《汽車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提出的超過 90%的目標

僅差 3 個百分點。6
2009 年汽車銷量超過百萬輛的企業集團達到五家，比 2008

年增加兩家。分別是上汽、一汽、東風、長安和北汽。上汽銷量 2009 年首次

超過 200萬輛，躋身世界第八大汽車集團。 

                                                   
3 Scirocco Pilota，「2009年提前預支需求，中國車市泡沫破裂在即？」，一手車訊，2010年 7月，頁 244-

246。 
4 「中国自動車産業 2010」簡介（名古屋：Fourin 出版，2010 年 9 月），2010 年 8 月 15 日下載，

《Fourin 網站》，http://www.fourin.jp/report/CHINA_INDUSTRY_2010.html。 
5 「金融危機衝擊下中國汽車產業的『危』與『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編，中國汽車

產業發展報告 200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7月），頁 11。 
6 李邦勤，「對中國汽車產業的 SCP分析」，經營管理者月刊，2010年第 5期，頁 116-117；「《汽車產業調

整和振興規劃》實施一年成效突出」，2010年 2月 9日，《中央政府門戶網站》，www.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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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9 年中國大陸前 10 名汽車（CR10）銷量廠商 

單位：萬輛 

排名 生產廠商 合計 

1 上汽集團 270.55 

2 一汽集團 194.46 

3 東風集團 189.77 

4 長安集團 186.98 

5 北汽集團 124.30 

6 廣汽集團 60.66 

7 奇瑞汽車 50.03 

8 比亞迪汽車 44.84 

9 華晨集團 34.83 

10 吉利汽車 32.91 

 10家合計 1,189.33 

 2009年全大陸總計 1,364.48 

資料來源：中國汽車工業協會，http://www.auto.org.cn。 

  

基本上，大陸汽車廠商雖多，但如果前 10 集團能夠占市場份額 90%以

上，那麼其餘一百多家只占份額 10%以內的話，其實這些眾多小廠的存在對市

場的影響力不大，對大陸汽車產業而言，似乎也可以不論。因此在大陸官員的

規劃中，只要目前的大型企業集團能夠在未來幾年透過兼併重組的方式，整合

一些市場上中型廠商，或透過發改委、國資委、軍工集團（如 2009 年長安與

哈飛、昌河汽車的重組）的資產劃撥方式也可以達到重組的目的。7
 

因此我們從 2009 年 3 月發布的《汽車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簡稱《規

劃》）的方案中看出，由發改委及工信部所規劃的對大陸國內汽車企業重組提

出的戰略指導即有此種思維。例如《規劃》中指出，三年內希望通過兼併重

組，形成 2 至 3 家產銷規模超過 200 萬輛的大型汽車企業集團，4 至 5 家產銷

規模超過 100萬輛的汽車企業集團，產銷規模佔市場份額 90%以上的汽車企業

                                                   
7 李永鈞，「政府導向下的車企重組」，上海經濟，2009年 4月，頁 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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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數量由目前的 14 家減少到 10 家以內。另外《規劃》也在產業調整的主要

任務中提出「鼓勵一汽、東風、上汽、長安（四大）等大型汽車企業在全國範

圍內實施兼併重組」，及支持北汽、廣汽、奇瑞、重汽（四小）等汽車企業實

施區域性兼併重組。8
 

然而 2009 年一整年下來，只有廣汽與長豐、長安與中航集團有了實際動

作和結果。其他如奇瑞與江淮、北汽與福汽（福建戴姆勒汽車）、廣汽與福汽

（福建東南汽車）、一汽與金杯等只是停留在傳言或者私下的接觸中，並未見

有實質性的併購重組行動。2009 年傳聞甚久的廣汽重組浙江吉奧汽車公司，

終於在 2010 年 4 月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廣汽重組吉奧後，不僅能使自己的產

品線延長，還將獲得更具競爭力的市場戰略布局；對吉奧而言，吉奧將獲得廣

汽更多支持，提升品牌影響力和競爭力。9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大陸汽車廠近年來亦透過海外兼併收購來壯大集團的

陣容。如 2009 年底北汽集團收購瑞典薩博汽車公司（SAAB）相關知識產

權，其中包括現款薩博 9-5、9-3 等三個整車平臺和兩個系列的渦輪增壓發動

機、變速器的技術所有權以及部分生產製造模具。同時，薩博還將支援北汽控

股運用薩博技術研發製造自主品牌車型。 10另外則是吉利集團對沃爾沃

（VOLVO）的收購，目前已經定案且已開始接收。吉利集團董事長李書福透

露，併購沃爾沃之後，其將在上海嘉定建構中國總部；他並表示，吉利決定將

引進最新款沃爾沃 S60，並在吉利成都工廠代工。現階段，吉利決定先用代工

使沃爾沃盡快打開中國市場，以應對後續資金及股東投資回報的雙重壓力。11
  

三、自主品牌的發展 

大陸汽車產業基本上已經達到了做「大」的目的，但做「強」的終極目標

卻相當不容易，其中一個最關鍵的因素即為自主品牌汽車的發展滯後。12在做

大方面，2004 年起，大陸汽車產量即超越 500 萬輛，進入世界前 5 名，2007

                                                   
8
 「國務院辦公廳發布《汽車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2009 年 3 月 20 日），《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www.gov.cn。 
9
 黃曉天，「再出重組舉措 廣汽携手吉奧」，中國汽車報，2010年 4月 26日，第 9版。 
10

 賀大卓，「車市井噴下的暗流」，英才月刊，2010年 2月，頁 35-38。 
11

 佘研寧，「VOLVO進駐 嘉定汽車城開跑」，工商時報，2010年 8月 12日，第 A11版。 
12

 路風、封凱棟，發展我國自主知識產權汽車工業的政策選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1 月），

頁 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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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88 萬輛、2008 年 935 萬輛（超越日本，居世界第 2），迄 2009 年 1,379 萬

輛，超越美日，一舉衝上世界第一。然而在做強方面，由於多數著名汽車品

牌，均係合資汽車廠的外方所有，中國本土汽車廠（獨資）雖已研發多種品

牌，然多數仍在起步摸索階段，一直缺少與國外車廠相抗衡的著名自主品牌產

生；因此中國大陸主管汽車產業相關部門也開始逐步重視自主企業及自主品牌

的發展，而隨者時間的演變，大陸汽車產業政策的規劃與發布，也均開始重視

自有品牌的發展。13 

大陸汽車自主品牌發展的歷史雖然相當悠久，但多偏重載貨汽車，如解

放、東風等，產品的品質也無法令人滿意。在轎車方面，雖亦有一汽研發的紅

旗牌轎車，但產量甚少，且多提供政府部門使用，對外幾乎並無知名度。如果

要說自主品牌轎車的發展，就不得不提及民營的吉利汽車公司。1998 年 8 月 8

日，第一輛由吉利汽車自主研發的豪情品牌下線，也是大陸本土民營造車企業

的第一輛汽車。與此同時，奇瑞汽車的風雲和旗雲、南汽集團的英格爾、長城

汽車的賽弗 SUV等車型也相繼出現。14 

2005 年前後，大陸本土汽車廠出廠的自主品牌具有代表性的車型有奇瑞

汽車的東方之子、瑞虎、A1、QQ，比亞迪汽車的 F3、F6，吉利汽車的新三樣

（自由艦、金剛和遠景）、力帆汽車 520，華晨汽車的駿捷和 FRV、長城汽車

的哈弗、江淮汽車賓悅和瑞鷹。第二代自主品牌汽車與大型合資汽車廠生產的

名牌汽車雖品質仍相差甚多，但卻以低廉的價格及性能、品質的提升為優勢，

在大陸車市乃至全球車市也創造了可觀的銷售量。 

2009 年，中國大陸成為全球第一大汽車市場，而且大陸自主品牌汽車也

有重大的轉型，特別是代表第三代自主汽車的吉利熊貓和帝豪，奇瑞的 A3、

G5 和 B16，比亞迪汽車的 G3 以及江淮汽車的和悅的誕生，標誌著大陸第三

代自主品牌汽車逐漸脫胎換骨走上品質之路，有了與合資品牌汽車與進口洋品

牌車一爭高低的基礎與能力。 

                                                   
13 瞿宛文，「超趕共識監督下的中國產業政策模式—以汽車產業爲例」，經濟學（季刊），8 卷 2 期，2009

年 1月，頁 501-532。Gregory W. Noble, Domestic and global talent in the emergence of independent 

Chinese car companies，輯於中研院 2009 年 6 月 25 日舉辦之「Patterns of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Reform」國際研討會。 
14 楊再舜，「2020年前後自主品牌汽車可能全軍覆沒？」（2010年 7月 30日），《價值中國網》， 

http://www.chinavalue.net/Blog/43392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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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自主品牌汽車，除了上述本土獨資汽車廠所生產的汽車之外，另外由

集團合資公司所生產的自主品牌，近年來也相當受到重視。如一汽集團已建立

從微型到豪華型轎車全系列產品的四個平臺，東風汽車集團計劃建立 B、C、

D 級三個平臺，首款風神 S30 型 1.6 升三廂轎車已投產上市；上汽集團在臨港

（上海）、南京、儀征基地生產新一代榮威 750、榮威 550 和名爵品牌轎車；

長安汽車集團有奔奔、陸風、傑勳、志翔和悅翔等品牌轎車；北汽集團計劃以

「高低結合、兩翼齊飛」的思路，並以高端轎車為切入點發展自主品牌中高級

轎車和開發新能源轎車。15然而在合資公司研發自主品牌的汽車上，許多專家

也發現到無論是福特 FOCUS 還是帕薩特領馭，無論是大眾速騰還是雪鐵龍凱

旋，16他們雖披上「合資自主」的外衣，卻屢屢標榜自己是合資公司的技術開

發能力，也讓人懷疑「合資自主」品牌是否真的是大陸本土的「自主品牌」，

而非一場巨大的公關秀。 

以較為廣義的自主品牌而論，中國大陸自主品牌汽車的產銷量並不差。根

據資料顯示，當前自主品牌汽車占中國汽車年產銷量約 60%左右，其中商用車

自主品牌的市場占有率約 90%，乘用車中的轎車自主品牌市場占有率接近

30%。以 2008 年為例，轎車品牌分國別的市場占有率是：日系車 30.8%、中

國車 25.9%、德系車 20.3%、美系車 12.2%、韓系車 7.1%、法系車 3.5%；這

個資料指出，大陸自主品牌轎車的國內市場占有率已上升到第二位，僅次於日

系車在中國大陸的市場占有率，而且具有繼續上升的趨勢。 

2009 年，自主品牌也表現了不俗的業績，乘用車銷售 457.7 萬輛，占乘用

車銷售市場的比率超過 44.3%。轎車銷售 747.31 萬輛，其中自主品牌轎車銷

售 221.73 萬輛，占轎車市場的 29.7%，排名第一，領先日系、德系、美系、

韓系汽車的銷量。17 

2009 年，銷售量排名前 10 位的轎車生產企業中，自主品牌企業有比亞

迪、奇瑞及吉利，分別銷售 44.84 萬輛、40.93 萬輛和 32.91 萬輛，名列第 6、

                                                   
15 滕伯樂，「中國汽車產品自主品牌的現狀及政策建議」（2010 年 1 月 4 日），《鳳凰汽車網》， 

http://auto.ifeng.com/topic/zizhudiaocha/news/domesticindustry/20100104。 
16 王亮，「新殖民化與合資自主解構中國汽車自主模式」，2010 年 4 月 11 日，《經濟觀察報》。 
17 「汽車工業協會：2009 年中國汽車產銷量躍居世界第一」（2010 年 1 月 11 日），《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www.gov.cn；「2009 年我國自主品牌汽車市場份額擴大 乘用車達 44%」（2010 年 1 月 20 日），《中國經

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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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和第 10 位。此外，奇瑞、比亞迪、華晨和江淮已經位列六大汽車集團

（分別為上汽、一汽、東風、長安、北汽、廣汽）之後，躋身於大陸汽車集團

銷量排行榜的前 10名。與 2008年相比，比亞迪增長速度最快。 

另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統計，2009 年大陸國內新上市（含改進和新推

出的車型）乘用車車型有 221 款（約 327 個品種），自主品牌占了一半多，共

有 120 款，比 2008 年多出 83 款。其中奇瑞表現較為突出，新上市的 24 款乘

用車品種中，有 8 款為全新品牌，為各企業最多；比亞迪和吉利分別有 3 款全

新品牌上市，表現出色；另外，長城、江淮、華晨也推出一批新車型。與

2008 年自主品牌轎車銷量 130.82 萬輛相比，2009 年大陸自主品牌開始全面啟

動，產銷規模發展迅猛，市場占有率也大幅提升，企業盈利也相對大幅上升，

表現十分出色。 

根據搜狐汽車網的調查資料顯示，2010 年 1 至 7 月的自主品牌狹義乘用

車18銷量達到 204 萬台，占市場份額 32.8%，仍繼續保持第一的位置。日系、

德系、美系及韓系分居二、三、四、五名。 

參、大陸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與前景 

一、新能源汽車發展趨勢 

近三年來，中國大陸最熱門的汽車議題之一，即為發展新能源汽車。根據

2009 年 3 月大陸發改委頒布的《汽車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說明，所謂新能

源汽車是指純電動車（BEV）、插電式混合動力車（PHEV）和混合動力車

（HEV）。而為了要在 2012 年達到產銷規模，應加強改造現有生產能力，形成

50 萬輛純電動車（BEV）、插電式混合動力車（ PHEV）和混合動力車

（HEV）等新能源汽車產能，且其銷量占中國大陸乘用車銷售總量的 5%左

右。此外，也要求推動純電動汽車、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及其關鍵零組件的產

業化。 

中國大陸近期各大汽車廠、自有品牌汽車廠、央屬大型企業及相關電池生

產企業，也紛紛投入電動車的設計研發工作。如 2009 年 8 月，在中國汽車工

                                                   
18

 所謂狹義乘用車，就是只計算轎車+MPV+SUV的產量，而將微型客車、輕型客車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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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協會的組織下，一汽、上汽、東風、長安、廣汽、北汽、重汽、華晨、奇

瑞、江淮共十家整車企業聯合成立電動汽車產業聯盟，並簽署《電動汽車發展

共同行動綱要》；2009 年底，浙江康迪也與中國海油、中國普天、浙江天能電

池有限公司等能源巨頭達成合作協議，聯合成立「中國純電動汽車產業化推進

聯盟」，192010 年 8 月 18 日，由國資委組織成立「中央企業電動車產業聯

盟」，20再加上相關政策的鼓勵及試點，發展新能源汽車，已是中國大陸目前

最熱門也是最突出的一項發展趨勢。 

二、推展新能源汽車相關政策 

中國大陸自 1994 年 6 月推出首部《汽車工業發展政策》後，即視汽車產

業為大陸的支柱產業，並特別加以重視。2004 年發布《汽車產業發展政策》，

則是大陸政府對於汽車行業更進一步的支持。2009 年 3 月頒布的《汽車產業

調整和振興規劃》，不但刺激了大陸汽車產業的產銷量達 1,379 萬輛，創下世

界第一，且亦提升大陸汽車產業往更高階的新能源汽車邁進。因此政府政策的

大力推動，在大陸未來的電動汽車產業發展將持續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1994 年公布的《汽車工業發展政策》即明確規定國家要鼓勵推廣使用汽

車電子技術及新材料，生產節能和低污染的汽車產品。2004 年 6 月發布《汽

車產業發展政策》，對新能源汽車的關注程度提升了一個位階；其在條文中指

出國家將引導和鼓勵發展節能環保型小排量汽車，並支持研究開發醇燃料、天

然氣、混合燃料、氫燃料等新型車用燃料，鼓勵汽車企業開發生產新型燃料汽

車。此外在每 5 年研制的計畫（或規劃）中，均表示要發展節能減碳的小型汽

車，如在《九五計畫》、《十五計畫》及《十一五規劃》中均強調要積極發展電

動車或新能源汽車的計畫。自 2009 年起，中國大陸推動新能源汽車的主要計

畫與政策如次。 

(一) 「十城千輛」政策 

中國大陸科技部和財政部於 2009 年 1 月共同啟動了「十城千輛」電動汽

車示範應用工程。決定在未來的 3 年內（2010~2012），每年發展 10 個城市，

每個城市在公交、出租、公務、市政、郵政等領域推出總數 1,000 輛新能源汽

                                                   
19

 陳剛、彭勇，「電動汽車國家標準漸行漸近 車企爭奪發言權」，經濟參考報，2010年 2月 25日。 

20
 黃少華，「央企抱團 汽車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出爐」，中國青年報，2010年 8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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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的示範運行。最終目標希望在 2012 年時，中國大陸地區的新能源汽車可以

達到汽車市場 10%的占有率。 

(二) 在 13個城市購買純電動客車每輛補貼 50萬元 

自推動「十城千輛」政策之後，中國財政部、科技部、發改委、工業和信

息化部四部委於 2009 年 2 月 17 日，聯合在北京召開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示範推

廣試點會議。會議中通過遴選北京、上海、重慶、長春、大連、杭州、濟南、

武漢、深圳、合肥、長沙、昆明、南昌 13 個城市參與「十城千輛」工程，並

開展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示範推廣試點工作。財政部對試點城市購買和使用節能

與新能源汽車給予一次性定額補助，其中對 10 米以上城市公交純電動客車每

輛最高補貼可達 50萬元。 

2009 年 12 月 9 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將節能與

新能源汽車示範推廣試點城市由 13 個擴大到 20 個，21選擇 5 個城市對私人購

買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給予補貼試點。 

另外各個示範城市亦於 2009 年 12 月起陸續推出促進電動汽車發展的地方

性政策，如上海市、山東省及武漢市均制訂相關政策，對使用或購買新能源汽

車給予一定的支持及補助。 

(三) 汽車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 

2009 年 3 月頒布的《汽車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在規劃目標、主要任務

及政策措施中均有推動新能源汽車的相關規定，對發展新能源汽車有實質的助

益，相關規定參見表 4。 

 

表 4 《汽車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有關推動新能源汽車內容 

規劃目標 

1. 促進電動汽車產銷形成規模，改造現有生產能力，形成 50 萬輛

純電動車（BEV）、插電式混合動力車（PHEV）和混合動力車

（HEV）等新能源汽車產能。 

2. 電動汽車銷量占中國大陸乘用車銷售總量的 5%左右。 

3. 主要乘用車生產企業應具有通過認證的新能源汽車產品。 

                                                   
21 「『十城千輛』示範運行」（2010年 4月 20日），《索榮電動汽車網》， 

http://www.sovey.com/pages/sovey_news/2010-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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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務 

1. 推動純電動汽車、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及其關鍵零組件的產業

化。 

2. 掌握新能源汽車的專用發電機和動力模組（馬達、電池及管理

系統等）的優化設計技術、生產規模和成本控制技術。 

3. 建立動力模組生產體系，形成 10 億安時（Ah）車用高性能單體

動力電池生產能力。 

4. 發展普通型混合動力汽車和新燃料汽車專用部件。 

政策措施 

1. 啟動國家節能和新能源汽車示範工程，由中央財政安排資金給

予補貼，支援大中型城市示範推廣混合動力汽車、純電動汽

車、燃料電池汽車等節能和新能源汽車。 

2. 縣級以上城市人民政府要制訂規劃，優先在城市公交、出租、

公務、環衛、郵政、機場等領域推廣使用新能源汽車。 

3. 建立電動汽車快速充電網路，加快停車場等公共場所公用充電

設施建設。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四) 啟動私人購買新能源汽車補貼試點工作 

為加快汽車產業技術進步，著力培育戰略型新興產業，推進節能減排，中

共財政部、科技部、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頒布《關於開展私

人購買新能源汽車補貼試點的通知》（簡稱《通知》），確定自 2010 年 6 月 1 日

起在上海、長春、深圳、杭州、合肥 5 個城市啟動私人購買新能源汽車補貼試

點工作。22 

《通知》明確指出，中央財政對試點城市私人購買、登記註冊和使用的插

電式混合動力乘用車和純電動乘用車給予一次性補貼。補貼標準根據動力電池

組能量確定，對滿足支援條件的新能源汽車，按 3,000 元/千瓦時給予補貼。插

電式混合動力乘用車每輛最高補貼 5 萬元，純電動乘用車每輛最高補貼 6 萬

元。補貼資金撥付給汽車生產企業，按其扣除補貼後的價格將新能源汽車銷售

給私人用戶或租賃企業。 

此外，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還聯合下發《關於印發

                                                   
22 「私人購買新能源汽車補貼試點工作正式啟動」（2010年 6月 26日），《搜狐汽車網》， 

http://auto.sohu.com/。 



中國大陸汽車產業發展現況與展望 

 

 

39 

專題研究 

「節能產品惠民工程」節能汽車推廣實施細則的通知》，將發動機排量在 1.6

升及以下、綜合工況油耗比現行標準低 20%左右的汽油、柴油乘用車（含混合

動力和雙燃料汽車）納入「節能產品惠民工程」，中央財政對消費者購買節能

汽車按每輛 3,000 元標準給予一次性補貼，由生產企業在銷售時直接兌付給消

費者。23 

(五) 頒布《純電動乘用車技術條件》 

中國大陸預訂 2010 年下半年頒布《純電動乘用車技術條件》，據大陸工信

部表示，大陸國家汽車標準化技術委員會電動車輛技術委員會已對《純電動乘

用車技術條件》、《電動汽車用動力蓄電池規格尺寸》等 7 項新能源汽車國家標

準和行業標準進行審查，確立純電動汽車各項具體指標。24  

《純電動乘用車技術條件》是一項國家標準，具有強制性。該標準對純電

動汽車的要求和試驗方法、電池箱重量及安裝、整車動力性能、續駛里程、能

耗和可靠性等提出具體技術指標，適用於最高設計車速大於 80 公里∕小時的

M1 類（9 座以下載客汽車）純電動汽車。《電動汽車用動力蓄電池規格尺寸》

規定電動汽車用金屬氫化物鎳動力蓄電池和鋰離子動力蓄電池單體及模塊的規

格及外形尺寸。今後中國大陸政府補貼參與新能源示範的純電動汽車、《節能

與新能源汽車推廣示範車型推薦目錄》都將參照這一技術標準。據瞭解，純電

動汽車國家標準最快能夠在 2010年底前推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純電動乘用車技術條件》係針對與傳統汽車性能接

近的純電動汽車，對於低時速、小型化的電動車則未予規範，也就是對於目前

大陸地區湧現的山寨版小型電動車暫不納入標準監管。25 

三、新能源汽車發展現況 

自從 2009 年底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之後，讓低碳經濟的概念風靡全球，在

全球傳統能源面臨枯竭，節能減排壓力日增的情況下，發展以低能耗、低污

染、低排放為特徵的低碳經濟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

                                                   
23

 呂釗風、劉婧，「節能與新能源汽車同獲政策鼓勵」，中國汽車報，2010年 6月 7日，第 A1版。 

24
 「《純電動乘用車技術條件》預計明年實施」（2009年 12月 6日），《中國企業新聞網》。 

25
 江愛群，「中國大陸電動汽車政策與主要車廠發展現況」，車輛工業月刊，185 期，2009 年 7 月，頁 57-

61；陸曦，「市場需求旺盛 山寨地位尷尬－低速電動汽車應鼓勵還是扼制」，中國汽車報，2010 年 4 月

12日，第 A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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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儘管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未能開創一個全球減排的新格局，但大陸政府已經

把發展低碳經濟作為面向未來的重大戰略，對於排放二氧化碳主要行業的汽車

產業來說，大力發展新能源汽車業已成為國內外車企的共同選擇。 

當前發展新能源汽車不僅關乎國計民生，也與世界各國企圖積極節能減碳

有很密切的關係。因此各國政府都不約而同地把發展新能源汽車提升至「拯救

企業和國家經濟命脈」的高度，中國大陸也在此一時期陸續推出一系列的優惠

指導政策，協助新能源汽車的發展。再加上，國際能源總署（IEA）首席經濟

學家法提赫比羅爾（Fatih Birol），2010 年 7 月 25 日於接受電視台訪問時透露

IEA 將於今年 11 月出版的《世界能源展望 2010》報告中，指出 2009 年中國

各種能源消耗的總量（包括可再生能源）相當於 22.52 億噸原油，已超越美國

消耗 21.7 億噸原油，成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耗國。26面對此種壓力之下，中國

更無理由不大力發展新能源汽車。 

(一) 成立大型車企、央企及地區聯盟 

1.大型車企及央企聯盟 

(1) 2008 年 9 月，由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發起，聯合大陸汽車銷售量前 10

位的大型車企組織「T10 聯盟」，27該聯盟於 2009 年 7 月及 2010 年

3 月召開二次大會，均在探討推動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的行動綱領及

發展戰略，並加快新能源汽車產業化的路徑。「T10 聯盟」除了於

2009 年 7 月 11 日成立聯合成立「電動汽車產業聯盟」外，也撥出

專款支援各項調研和系統研究工作。惟運作 2 年來，具體成績並不

顯著，屬於一個較為「鬆散型」的組織。 

(2) 2010 年 8 月 18 日，由中共國資委組織成立「中央企業電動車產業

聯盟」（簡稱「央企聯盟」），聯盟成員包括一汽、東風、長安、中石

油、中石化、中海油、國家電網、南方電網等 16 家大型中央所屬國

                                                   
26 「國際能源署：中國首次超美國成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耗國」（ 2010 年 7 月 25 日），

http://international.dbw.cn/；「國際能源署被指暗算中國 美能源消費仍第一」（2010 年 8 月 2 日），《人

民網》，http://mnc.people.com.cn/BIG5/12310578.html。 
27 「T10 車企聯盟：推進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發展」（2010 年 5 月 27 日），《搜狐汽車網》；劉金霞，「T10 共

赴新能源汽車盛宴」（2010 年 4 月 22 日），《中國經濟新聞網》。10 名成員包括上汽、一汽、東風、長

安、廣汽、北汽、華晨、奇瑞、重汽和江淮等 10家國有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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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企業。28聯盟成立後，主要任務是整合央企資源，建立推動電動

車產業整體發展的開放平臺，統一產業技術標準，並優化資源配

置，避免重復建設。國資委主任李榮融並表示將在 2010 年國有資本

預算中支出 13 億元用於支援電動車技術平臺建設，今後幾年還將持

續給予支援。 

2.地區性新能源產業聯盟 

2009 年開始，受到大陸政府產業政策的激勵，各地方政府及車企紛紛開

始重視地區性的新能源產業聯盟的建立。如北京、重慶、上海、廣東、吉林、

四川、江蘇、安徽等省市以本地汽車企業為主，紛紛建立新能源汽車產業聯

盟。 

如 2009 年 3 月，北京新能源汽車產業聯盟即以福田汽車為核心，聯合北

京公交、美國伊頓、中科院電工所、清華大學等科研院校組成。2009 年 6

月，由長安汽車領銜的重慶市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聯盟成立。2009 年 12

月，吉林省新能源汽車產業聯盟成立，共有一汽集團、吉林大學等 23 家成員

單位簽署聯盟協定。2010 年 8 月 20 日，安徽省成立「新能源汽車產業技術創

新戰略聯盟」，29成員包括安凱汽車、江淮汽車、奇瑞新能源汽車公司 24 家整

車、科研機構。 

(二) 主要車廠發展新能源汽車 

受到氣候變遷及能源短缺等大環境的影響，世界各國都在推動節能減碳的

工作，而發展新能源汽車不僅能夠配合外在環境的要求，也是各國汽車廠為汽

車產業未來發展所做的更進一步技術換代及更新，各國大型汽車廠也不遺餘力

的投入更多的研究經費及人力，以提前能夠在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競爭下突圍而

出，引領風騷。 

如前所述，中國大陸政府在 2009 年開始即提出一連串鼓勵發展新能源汽

                                                   
28 「16家央企組建電動汽車『國家隊』 預算達 13億元」，2010年 8月 19日，每日經濟新聞。16家央企

包括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公司、中國兵器裝備集團公司（長安集團）、東風汽車公司、中國東方電氣集團

有限公司和中國南車集團公司；電池領域的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北京有色金屬研究總院、中國航太科

技集團、中國航太科工集團公司和中國航太工業集團公司；充電和服務領域的國家電網公司、中國普天

資訊產業集團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中國南方電網有限責任公司和

中國保利集團公司。 
29 「安徽新能源汽車產業聯盟成立大會舉行」（2010年 8月 23日），《中國汽車工業信息網》， 

http://www.autoinfo.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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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的政策，以明確國家對所有車企表示出大力發展新能源汽車的態度，使大多

數大陸車企原本對新能源汽車發展較為保守的狀況，能夠轉為具有積極投入的

意願。 

自 2009 年底大陸地區各大汽車廠家即開始頻頻致力推動電動汽車發展，

如 2009年 12月初，上海汽車發布公告，與 A 123系統香港有限公司成立一家

車用動力電池系統合資公司，共同開發、生產和銷售車用動力電池系統。浙江

眾泰汽車也與普天海油新能源動力有限公司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北汽集團亦正

式發布其首款北京牌電動車 BE 701，並進行小批量生產。 

此外，包括一汽、東風集團、奇瑞、吉利、比亞迪等汽車在內，大陸地區

銷量排名前 30 位的大部分汽車公司均已有電動車發展計畫。部分大型國企及

民營車廠發展新能源汽車的規劃見表 5。 

 

表 5 中國大陸主要車廠電動汽車發展概況 

車廠名稱 主要研發狀況 已有產品（小量批產） 

上汽集團 

著重於在關鍵動力系統的自主研

發，以混合動力車為研發重點，

近期也開始發展燃料電池車和替

代能源燃料技術。 

榮威 750 中混動力轎車，2012 年

榮威 550 插電式強混轎車也將批

量生產。 

一汽集團 

以混合動力車為主，同時也針對

全電動汽車、乙醇燃料等多項技

術進行研發，並代理銷售豐田

Prius混合動力轎車。 

2010 年 4 月北京車展期間，一汽

有 9 款新能源車亮相，預計 2010

年 10 月，將小規模向市場投入小

型純電動車和插電式混合動力

車。 

東風汽車 

以混合動力客車開發為主，純電

動小型車目前也有一定的技術能

力，將代理銷售本田 Civic 混合

動力轎車。 

東風已有 4 款混合動力大客車進

入產品目錄，另外也將小批量生

產電動小巴。 

北汽集團 

以混合動力客車開發為主，福田

已與清華大學合作研發出燃料電

池客車（完全自主研發），零組件

完全國產化。 

集團旗下的福田汽車規劃 2010 年

新能源汽車產量將超過 1 萬輛，

2015 年希望新能源汽車能占到

15%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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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汽車

集團 

專注於混合動力汽車的開發，並

進一步加強純電動、生物燃料等

領域研究。近期表示在純電動和

燃料電池領域已取得研究突破，

並有相應的技術儲備。 

2009 年 12 月長安奔奔 MINI 已試

生產下線，2011 年初，燃料電池

樣車也將開發出來。2015 年預計

推出 22款新能源車型。 

廣汽集團 

主要進行混合動力車和氫燃料電

池車及其動力系統的自主開發。 

曾先後推出 A-HEV 油電混合動力

概念車、VIP-Lounge 燃料電池混

動概念車。目前暫時沒有具體的

生產上市計畫。 

奇瑞汽車 

於 2000 年成立「清潔能源汽車專

項組」，專門負責混合動力汽車、

替代燃料汽車等清潔能源車型的

研發。並承擔科技部「 863 計

畫」中節能和新能源汽車項目的

研發重任，具體負責混合動力

BSG 技術、ISG 技術以及純電動

車的研發任務。 

於 2008 年奧運會期間，提供 58

輛 A5 BSG與 A5 ISG混合動力轎

車作為奧運會服務用車。2009 年

2 月 16 日，純電動轎車 S18 下

線，2009 年 9 月，兩款混合動力

車 A5 BSG與 A5 ISG及純電動車

S11 及 S18 入選國家推荐車型目

錄。 

吉利汽車 

選擇混合動力和純電動兩條技術

路線規劃新能源汽車。參與科技

部「 863 電動汽車專案計畫」

中，計畫在 5 年內研發出 5 款混

合動力轎車。 

2008 年 7 月，遠景 CNG 雙燃料

車量產並投入市場，2010 年 4 月

北京車展時期有 6 款新能源汽車

展示，包括純電動車及混合動力

汽車。 

比亞迪汽

車 

以電池領域核心研發生產能力為

核心競爭力，發展油電混合動力

汽車和純電動汽車，並於 2008 年

收購寧波中緯，進行電動汽車控

制系統晶片的開發。 

已有雙模（DM）技術的 F3DM

小批量上市；2008 年推出純電動

汽車比亞迪 E6，搭載鐵電池，已

於 2010 年小批量生產，並交由深

圳巴士集團旗下鵬程出租車公司

試用中。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相關資料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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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大陸汽車產業發展面對的困境與挑戰 

中國大陸汽車產業雖然已蓬勃發展，但在未來「十二五規劃」中仍被視為

支柱產業，其牽動到的前後關連產業也相當龐大，對大陸是個必須重視且受到

國際矚目的重要戰略產業。 

經過近 30 年的合資與追趕，大陸汽車產業基本上已建立相當的規模與技

術水準。部分自有品牌亦能外銷到東協、中東、印度、非洲及中南美洲等國

家，替中國大陸賺取不少的外匯。2009 年，中國大陸的汽車產銷並雙雙打敗

日本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的「汽車生產工廠」及世界第一的「汽車消費市

場」，受到全球各大汽車廠的青睞與重視，紛紛前往大陸擴廠與合資。惟大陸

汽車產業在光鮮亮麗的數字之下，仍潛藏許多危機及困境。就現階段而言，如

何透過兼併重組改善汽車產業的結構、積極扶植本土汽車企業建立自主品牌及

推動新能源汽車提升國際競爭力等議題均係必須重視及解決的問題。 

一、兼併重組問題 

廠商過多及產能過剩已成為中國大陸汽車產業的痼疾。迄 2008 年止，大

陸的汽車整車企業仍有一百五十餘家，銷量排名前 10 位的企業銷售 782.01 萬

輛，占汽車總銷量的 83%；2009 年排名前 10 位汽車企業共銷售 1,189.3 萬

輛，占總銷量的 87%。其餘一百多家企業一共才賣出 100餘萬輛汽車，其中不

乏「零產量」企業，常常出現「有公告，無產品」的怪現象，中國汽車產業結

構散亂及產能過剩的問題，由此可見一斑。 

為了解決此問題，中國大陸發改委及工信部等單位決心要運用兼併重組的

手段來改革以上的弊端，因此在 2009 年 3 月頒布的《汽車產業調整和振興規

劃》中明確指出，未來 3 年（到 2012 年）在兼併重組的規劃上要形成 2 至 3

家產銷規模超過 200 萬輛的大型汽車企業集團，4 至 5 家產銷規模超過 100 萬

輛的汽車企業集團，產銷規模占市場份額 90%以上的汽車企業集團數量由目前

的 14 家減少到 10 家以內。另外也要求各汽車集團於「新建汽車生產企業和異

地設立分廠時，必須在兼併現有汽車生產企業的基礎上進行」，以利推動各汽

車廠商間的整合。然而中共政府所推動的這項目標能否完全達成或只能部分達

成，就要看未來中央及地方政府支持的力度及各大汽車廠的意願而定，並非僅

靠政策的期待就能達成。 

以往大陸汽車產業在推動兼併重組時，面對的最大困擾即是地方保護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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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祟及產權問題無法解決，30由於大陸汽車業者普遍存在規模小、單位成本高

的問題，然而受到地方政府政策保護的庇蔭，不少小規模的汽車公司仍有盈

利，一旦被兼併，既得利益者擔心好處短少，自然會抗拒重組或被兼併。再加

上近年來汽車產業發展正處在熱門階段，許多地方扶持的汽車企業不僅可以給

當地帶來豐厚的稅收，解決就業問題，還可以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發展，所以

多數地方政府不願意本地汽車企業被其他地區的企業控制。31如近期北汽集團

原本已與福建汽車集團協商重組併購問題，但因牽涉到地方政府的財政稅收及

經濟、就業等問題而暫時終止。32另外，本來最為看好的安徽省內兩家自有品

牌的汽車企業奇瑞及江淮，安徽省政府也於 2009 年 5 月 6 日發布《安徽省汽

車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提出支持奇瑞、江淮等汽車公司進行聯合重組，力

爭形成一個產能百萬輛以上的汽車企業集團。33然而此種規劃，遭到江淮汽車

多次反對，奇瑞公司董事長尹同躍於 2010 年 3 月亦表示此項整合重組方案因

多項因素而暫時終止。 

汽車產業整合重組的困難度並不在於大陸政府部門以政策或法規來強加企

業遵循，而是應以市場取向為主導，政府政策為輔。34企業重組的目的是增強

本身的競爭力，更有利於未來的發展，而不是爲了完成政府的任務，為做大而

做大，更不是讓企業背上包袱。因此，行業整合應建立在企業自願的基礎上，

政府的作用僅在於完善市場機制，清除企業重組的制度障礙。 

此外，由於在《汽車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中指明 8 家國有汽車企業（四

大四小）可以在全大陸及區域範圍內採行兼併重組的策略，加速產業的集中

度。然而此種重組方式，可能導致國企將所有中小民營汽車企業均納入其汽車

集團，使具有積極研發活力的民企在重組過程中遭大型國有車企所併吞，其後

果可能對大陸汽車產業的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因此有學者呼籲大陸政府應在

汽車產業整合中不可丟開法律，以避免在重組中產生「國進民退」的現象，導

致本土企業無法生存，間接影響到自有品牌的發展。憂心的車界人士，並建議

大陸中央及地方政府應按照汽車產業整合的法律途徑，既允許國企「大魚吃小

                                                   
30

 夏樂生，「大陸汽車產業集團化發展趨勢分析」，共黨問題研究，28 卷 8 期，民國 91 年 8 月，頁 43-

57。 

31
 吳勇，「重組併購—中國汽車業做大做強的必由之路」，汽車維修月刊，2010年 4月，頁 3-7。 

32
 王秋鳳，「擱置重組談判 東南三股東合作升級」，經濟觀察報，2010年 8月 1日。 

33
 唐柳楊，「尹同躍：奇瑞汽車不會與江淮汽車合併」，第一財經日報，2010年 3月 29日。 

34
 吳勇，「重組併購—中國汽車業做大做強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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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外，也允許部分有發展潛力的民企車廠，能夠「快魚吃慢魚」、「小魚吃大

魚」，以醖釀一個健康、合乎法律精神的市場競爭整合之道。35
 

二、自主品牌問題 

中國大陸一直想要汽車產業做大做強，在做大方面，已於 2009 年超越美

國，一舉衝上世界第一。然而在做強方面，雖有部分本土自主品牌車廠近年來

表現不錯，但技術進步的速度遲緩，在國際競爭逐漸加強之下仍處劣勢。為了

培育本土自主品牌車廠與國外車廠相抗衡，因此中國大陸主管汽車產業相關部

門也開始逐步重視自主企業及自主品牌的發展。 

如中共在 2007 年 4 月發布的「中國汽車產業『十一五』發展規劃綱要」

中即指出自主品牌是汽車產業自主發展的集中體現，因此汽車生產企業應具有

自主品牌的產品。中共國務院於 2009 年 3 月公布《汽車產業調整振興規劃》，

提出未來 3 年中國大陸汽車產業的八大目標、八大任務及 11 項政策措施。其

中之一的目標即為要求自主品牌汽車要擴大市場的比例。《規劃》中指出，自

主品牌乘用車國內市場份額超過 40%，其中轎車超過 30%。自主品牌汽車出

口佔產銷量的比例接近 10%。政府將運用實施自主品牌戰略及出口戰略來協助

汽車企業達到以上的目標。（見表 6） 
 

表 6 《規劃》著力培育自主品牌內容一覽 

原則 著力培育自主品牌 

目標 

擴大自主品牌汽車市場比例： 

1. 自主品牌乘用車國內市場份額超過 40%，其中轎車超過 30%。 

2. 自主品牌汽車出口占產銷量的比例接近 10%。 

任務 

一、實施自主品牌戰略 

1. 在技術開發、政府採購、融資渠道制定相應政策，引導汽車企業

將發展自主品牌作為企業戰略重點。 

2. 支持汽車生產企業通過自主開發、聯合開發、國內外併購等多種

方式發展自主品牌。 

二、實施汽車出口戰略 

1. 加快國家汽車及零部件出口基地建設。 

2. 建設汽車出口信息、產品認證、共性技術研發、試驗檢測、培訓

等公共服務平臺。 

資料來源：國務院辦公廳發布《汽車產業調整振興規劃》（2009 年 3 月 20 日），《中央人民政府網站》，
www.gov.cn。 

                                                   
35

 劉興成，「汽車產業整合別丟開法律」，法人雜誌，2010年 2月，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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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中國大陸自有品牌汽車數量逐年均有增長，如 2009 年大陸自主

品牌乘用車共銷售 457.7 萬輛，占乘用車銷售總量的 44%，已超越日、德、

美、韓等國家品牌，成長甚為快速，惟在亮麗的表現中，亦蘊藏了不少的問題

與困境。 

根據學者及產業界人士的研究，大陸自主品牌汽車企業基本上可分為二種

類型，一種是以國企為主，如一汽、東風、廣汽等，多與外資車廠合作，在車

型開發及技術上多倚賴外資公司，因此在自主品牌研發的腳步上就顯得較為遲

緩及不夠積極；另一種類型則是屬於大陸民營及未與外資合作的國企，如奇

瑞、吉利、比亞迪、長城等公司，此類型車企，大多從仿造其他車廠的車型起

家，再透過「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36及委託外國著名汽車設計公司代

為設計車型等方式逐步累積造車經驗。37雖然其出廠的自有品牌車型及品質不

夠完美，但在價格上卻具有競爭力，因此近年來也在汽車市場上爭取到一定的

市場份額及消費者支持，並基本上站穩了腳跟。 

然而以「市場換技術」的大型國有車企，雖然得到外資合作企業的技術協

助，得以研發製造出穩定的產品，但卻不能獨立開發出一款能夠符合市場需求

的產品。儘管近期許多大型合資公司努力研發新的「合資自主品牌」，但外資

公司的心態及投入的人力、財力令人質疑，其是否真的有心協助合資公司，或

者合資公司創立自主品牌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38此外，在合資企業現有的模

式下，中方企業難以獲得產品研發的自主權，更不可能學到外方產品開發流程

的精髓。相對的，雖然 2009 年中國車市奇迹般地拿下全球銷量的冠軍寶座，

本土的自主車企面對的問題仍然相當複雜，因為它們缺乏關鍵的核心能力，自

                                                   
36

 所謂「逆向工程」就是指在沒有設計圖紙或設計圖紙不全、不完整以及沒有 CAD 模型的情況下，按照

現有的目標產品模型，利用各種數位化技術重新構造零件三維 CAD 數學模型的過程，來執行此一模型

的仿製工作。在汽車產業方面，由於後進發展國家往往在推動汽車自主發展上，面臨技術及資金的限

制，因此運用逆向工程可以消化、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尤其是在車身開發方面，能有效提升後進

國家汽車廠商在車身研發的水平，但也常被批評是仿冒。參見 

http://www.rapidtech.com.tw/cht/Reversed%20Engineering.html。 
37 Gregory W. Noble, Domestic and global talent in the emergence of independent Chinese car companies, Jun 

25 2009; Jianxi Luo, The Growth of Independent Chinese Automotive Companies, International Motor Vehicle 

Program, MIT, May 6,2005。 
38 章玉貴，「中國在全球產業鏈的分工現狀與因應對策」，經濟前瞻，2010 年 7 月，頁 105-111。史寶華，

「合資公司『自主』品牌是一個怪胎嗎？」（2010年 4月 11日），《搜狐汽車網》。， 

http://auto.sohu.com/。 



第 8 卷第 9 期 中華民國 99 年 9 月 

 

48 

主品牌仍然無法伴隨國內市場的擴大而迅速變強。39
 

雖然有學者認為大陸自主品牌汽車在依托中國大陸廣大的消費市場，及受

惠於政府產業振興規劃，必然會有廣闊的遠景。40然而 2010 年初始，本土自

有品牌車廠均表示要擴張產能，並期望今年成長率能達 10%以上。（見表 7）

然而自主品牌產能擴張可能導致其內部的過度競爭外，自主品牌車廠在知識產

權、技術創新等方面的增長並未趕上消費大環境和大陸消費者的需求。因為自

主品牌從誕生到目前為止最大的優勢就是價格，頂多還有一些外形優勢，而外

形又多是模仿其他國家車型製造的，在中國大陸可能有一定的市場空間，但也

是很短暫。目前大陸很多車企在引擎、變速器、新能源上大做文章，特別是比

亞迪汽車，但它事實上離整個產業發展水平還有相當大的距離，這些都是自主

品牌進一步發展的障礙。 

 

表 7 主要自主品牌車廠 2010 年產能擴張計畫 

廠商 新 車 計 畫 
2010 年總銷量

目標（萬輛） 

奇瑞汽車 12款新車（三個品牌＋至少 5款新能源車型） 暫未公布 

吉利汽車 7款新車＋4款發動機 40 

比亞迪汽車 5款新車（B、I6、G6、M6、S6） 80 

長城汽車 M2、H3領先版、H5歐風版、CH041、風駿 5 40 

海馬汽車 海馬王子、S3、2010款歡動、換代福美來 至少 20 

江淮汽車 江淮 B SUV、2010款瑞鷹、悅悅 30 

力帆汽車 力帆 SUV、力帆 320電動、力帆 720 13 

華晨汽車 A4、升級版駿捷、新海獅、各種專用車 40 

長安轎車 奔奔 LOVE、改款悅翔、改款志翔 暫未發布 

資料來源：吳勇，「如何看待自主品牌汽車的產能擴張」，汽車工業研究，2010年第 5期，頁 35-37。 

                                                   
39 張曉亮，「從汽車大國到汽車強國，自主品牌該從哪里出發？」（2010年 7月 11日），《新浪網》， 

http://www.sina.com.cn。 
40 趙清，「從薩伯汽車破產重組看中國自主品牌汽車的未來」，商業文化，2009年 3期，頁 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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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能源汽車問題 

近年來，發展新能源汽車已成為最熱門的議題，不僅各大車展最受矚目及

歡迎的展台是各家車廠所展示的電動車、混合動力車或燃料電池車等產品，即

使各國政府也在大力協助支持、宣導推動自己國家的新能源汽車，以爭奪電動

車產業發展的制高點。 

2009 年 6 月，美國總統歐巴馬除力挺通用進行破產保護，並答應提供貸

款支援其發展電動車的計畫。一年多來，美國政府已撥款 250 億美元用於支援

插入式電動車的發展，並為電動車購買者提供高達 7,500 美元的減稅優惠。除

美國外，日本、德國等國也紛紛以政策支援電動車產業的發展，在各國政府的

支援下，大眾、寶馬、賓士、日產和豐田等企業紛紛加快電動車的研發和生

產，全球的電動車熱情風起雲湧。41
 

中國大陸政府針對發展新能源汽車，已頒布多項產業政策，2009 發布的

《汽車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已指出到 2012 年以前，應形成 50 萬輛純電動、

充電式混合動力和普通型混合動力等新能源汽車產能。2010 年 8 月發表的

《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2011～2020 年）草案，亦表示要在 2020

年前，達到中、重度混合動力乘用車年產銷量超過 300 萬輛、新能源汽車保有

量達 500 萬輛及混合動力汽車作為代表的節能汽車，年產銷量達 1,500 萬輛，

晉升世界第 1 的目標。（見表 8）由此可見，發展新能源汽車已成為中國政府

要大力支持及全力以赴的重要支柱產業。 

 

 

表 8 《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2011～2020 年)草案 

主要內容 期望達成目標 

投入資金 約 1,000億人民幣 

培植企業 

1. 3到 5家新能源車整車企業； 

2. 2到 3家動力電池、電機等關鍵零件企業； 

3. 產業集中度達 80%以上。 

                                                   
41

 黃少華，「央企抱團 汽車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出爐」，中國青年報，2010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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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目標 

1. 中、重度混合動力乘用車年產銷量超過 300萬輛； 

2. 新能源汽車（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純電動汽車、氫燃料電

池汽車等）保有量達 500萬輛； 

3. 以混合動力汽車作為代表的節能汽車，年產銷量上達 1,500

萬輛，晉升世界第 1。 

規劃戰略方向 

10年發展目標將分成 2階段： 

1. 2011 至 2015 年，使普通混合動力汽車產業化，並讓中、重

度混合動力乘用車的市場保有量超越 100萬輛。 

2. 2016 至 2020 年，將達到混合動力汽車大規模普及、新能源

汽車產業化、市場規模達到全球第 1。 

資料來源：佘研寧，「中國砸千億 發展新能源車」，工商時報，2010 年 8 月 5 日，第 A11 版。 

 

儘管如此，中國大陸新能源汽車的發展仍面臨諸多問題亟待解決。如標準

尚未確立、研發各自為政、基礎研究尚弱及基礎設施尚未建立等問題，仍須加

以克服。 

(一) 標準尚未確立 

中國大陸汽車專家普遍認為，新能源汽車的標準滯後已直接影響到研發、

生產及使用的環節。例如消費者發現電動汽車儘管在節能上有優勢，但缺乏市

場配套的充電設施，用起來很不方便，因此他們不會想要購買。這種反應即會

影響到汽車企業研發、生產純電動汽車的積極性，從而導致惡性循環，而無法

普及。 

國家標準的制定，將使尚未但想要進入電動汽車領域的企業有所依據，而

已經進入的企業能夠依據標準調整自己的產品，以達到國家的規定，同時，也

可以避免出現許多實力不夠的公司一窩蜂上馬電動汽車項目的混亂狀況。因

此，及早制定標準能夠避免很多日後可能出現的問題，也更加公正公平。42 

其實，中國大陸發展電動車的歷史至少已有 10 年，2001 年在全球石油嚴

重緊缺的背景下，新能源汽車研究項目(主要是電動車)即被列入國家「十五計

畫」期間的「863 重大科技課題」，按照當時的規劃，中共決定的戰略是以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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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剛、彭勇，「電動汽車國家標準漸行漸近 車企爭奪發言權」，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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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車為起點，向氫燃料電池車發展，其中電動車被做為企業開發的重點資金支

援項目。「齊頭並進、百花齊放」，曾是當時汽車行業內的普遍共識。曾有車企

產業內人士推算，從 2001 年到 2010 年的兩個「五年計畫」期間，中國大陸新

能源汽車戰略總投資達到 75 億元，然而由於不甚明晰的技術路徑耗費許多巨

額資金。發展電動車計畫亦復如此，由於關鍵技術（電池、電控）的缺失及成

本過高等原因，一些承擔「863 計畫」電動車專案的車企研發出來的電動車，

因最後無法投入商業化運轉而束之高閣。由此可以看出政府未能發布統一的國

家標準，將使許多投入的車企浪費許多成本在研發的摸索上。 

隨著電動車的積極研發，與之配套的充電站（柱）等基礎設施也如雨後春

筍般出現在大陸地區各大電動車試點城市。據相關統計，大陸地區十個城市計

畫、在建和已建成的電動車充電站（柱）的累計投資金額已超過 3 億人民幣。

43但令人無法想象的是，讓各個大型央企和各地方政府垂青的充電站（柱），

到目前為止，尚無正式國家標準提出。 

不僅外部環境如此，就連電動汽車生產陣營也因不同的充電模式形成兩大

系統。如一汽、上汽、長安等大陸十家整車企業 2009 年 8 月聯合成立電動汽

車產業聯盟，推動「插電式」純電動車的商業標準和模式。而浙江康迪則與中

海油、中國普天、浙江天能電池有限公司等能源巨頭達成協訂，成立「中國純

電動汽車產業化推進聯盟」，力圖擴大「換電池」模式的影響力。且就目前看

來，僅以「插電式」和「電池式」以及充電接口等眾多方面而言，各家企業就

不盡相同。由此亦可看出，國家標準的提出，對推動電動車的研發及市場化均

具有重大的影響。 

(二) 研發各自為政，基礎研究不足 

由於發展電動車是個高成本及高風險的產業，不管是動力電池（目前以鋰

電池為主）或驅動電機、電控系統等項目，均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錢，沒有財力

的支援很容易就面臨研究斷炊的命運，且離真正成品的產出距離尚遠，市場化

的風險甚高。中國大陸早期在發展電動車項目，由於仍在摸索階段，因此各大

車企及研究單位多各自為政，很少有整合的規劃出現。目前大陸電動車發展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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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寇建東，「電動車突圍新能源 行業標準遭遇瓶頸」（2010年 7月 24日），《中國經營報》， 

www.cnauto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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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已有組織各個聯盟的現象出現，但各個車企及電池企業研發的項目及方向仍

然各異。 

2009 年開始，受到大陸政府產業政策的激勵，各地方政府及車企紛紛開

始重視地區性的新能源產業聯盟的建立。如北京、重慶、上海、廣東、吉林等

省市以本地汽車企業為主，建立新能源汽車產業聯盟，惟根據報導，很多地方

的新能源產業聯盟可以用「形同虛設」來形容。總結自聯盟成立以來所做的工

作，絕大部分聯盟只是召開了幾次會議，至於發展新能源汽車技術此一核心目

的，各成員企業仍然是各自爲戰，並沒有取得聯合研發的效果。有些產業內人

士亦直言不諱的批評，一些地方組成的新能源汽車產業聯盟，其實是「面子工

程」，44主要原因是政府將推動本地新能源汽車的發展當做政績來做。 

此外，新能源汽車的研發基礎仍然薄弱，根據產業界的調查，中國當前與

日本和美國之間還有差距；尤其是日本，它在發展混合動力汽車上已有成功的

經驗，特別是其有明確的發展路線、足夠的資金支持、具有核心技術和創新基

礎，及有自己的產業聯盟，45因此在研發上的基礎甚為紥實。 

以發展電動汽車最核心的電池而言，位於天津斯特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

全球最大的磷酸鐵鋰原料工廠，它生產高性能動力電池不可或缺的正極材料。

但其想要成為行業內領導公司尚待時日，僅以原料純度而言，目前斯特蘭公司

只能達到 84%，距離生產出理想動力電池的原料相差仍遠。類似研發和投入不

足的情況在動力電池所需的石墨、隔膜、電解液等基礎性原料上同樣存在。 

以隔膜為例，隔膜作為鋰電池材料中技術壁壘最高的一種高附加值材料，

毛利率通常達到 70%以上，占了鋰電池成本的 20%-30%。由於隔膜具有典型

的高技術、高資本特點，而且投資週期很長，風險較大，大陸企業的投資意願

並不高。結果造成中國大陸市場供應量嚴重不足，大部分依賴進口，市場主要

被日本旭化成工業、東燃化學及美國 Celgard 公司所把持。46由此即可看出，

只在動力鋰電池的發展及生產方面，中國大陸在基礎研究上顯得薄弱，落後先

進國家甚多。 

由於中國大陸新能源汽車研發投入長期不足，基礎研發缺位，且產品亦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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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婷，「新能源汽車產業聯盟『花香果少』」，中國汽車報，2010年 8月 17日，第 A8版。 
45 李曉明，「陳清泉：中國有望成為電動汽車王國」，科學時報，2010年 6月 28日。 
46 岳淼，「電動汽車受阻何處」（2010年 5月 25日），《財經網》，http://www.caij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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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充分試驗與改進，在高端技術和產業化方面與國際先進水準仍存在較大差

距，這也是中國大陸在面對發展新能源汽車方面所需解決的問題。47 

(三) 基礎設施尚未建立完善 

電動車的推廣，除了要依靠政府政策的支持外，一般消費大眾的支持才是

該產業能否市場化的關鍵。而要消費者購買新能源汽車，一定要讓消費大眾覺

得方便，其中即牽涉到基礎設施是否完備。如「很多消費者擔心，電動汽車開

了一段時間沒電了，怎麼辦？」因此各地充電站的建設就顯得相當重要。 

電動汽車的基礎配套設施包括充電站網絡、車輛維修服務網絡、多種形式

的電池營銷、服務網絡等，目前都亟待建立。尤其是建立一定數量的公用充電

站并配備專用電纜及插座等是實現電動汽車產業化的關鍵。在一個城市內至少

要建設十幾個到數十個公用充電站，才能滿足市區內的出租汽車、私家車、商

務車快速充電的需要。此外，停車場和區內也要設立充電設備，48這些基礎設

施裝備均需要系統規劃和巨額的投資。 

然而充電站如此重要的基礎設施竟也未能完全統一規格，目前除了有兩大

聯盟分別推動「充電式」及「換電池式」的差異外；即以電動車的充電接口來

說，各家企業研發出的電動車也不一致，如果不儘快出臺國家標準，每家企業

各搞一個，最後將造成每一款汽車必須配備一種充電器的麻煩，就像買個手機

要配個充電器一樣，這將非常不利於電動車行業的順利發展，更不用說電池類

型、型號等方面的標準問題了。這僅僅是標準不統一可能造成的結果之一，而

這個問題就可能造成消費者極大的困惑和不滿，並影響整個電動車產業的商業

化道路。 

截至目前，上海漕溪、深圳龍崗、成都石羊、唐山南湖、延安、鄭州、南

寧等地已經建成、在建或近期將開建大量的充電站，其中上海計劃在 3 年內達

到 5,000 個充電柱的規模；長春計畫 3 年內建成 15 個充電站和 5,000 個充電

柱。2009 年 12 月底，由南方電網投資建設的國內最大電動汽車充電站在深圳

啟用，首批投入使用兩座電動汽車充電站和 134 個充電柱。49這些已經如火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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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0車企聯盟：推進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發展」（2010年 5月 27日），《搜狐汽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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荼展開投資充電站設備的企業，應有助於新能源汽車的推廣。惟其他有關電動

汽車能否普及的問題，如電池尺寸、充電介面是否統一？電池品質能否過關？

快速充電對電池的損害究竟有多大？一系列問題也開始暴露出來，50大陸消費

者所提出的這些問題，大陸政府及相關車企、研究單位也應思考研究快速制訂

標準及回答消費者的疑惑，才能順利讓新能源汽車早日推廣到每一位想要使用

的民眾家中。 

伍、結  論 

汽車產業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成長的重要指標，大凡一個國家汽車產業成

長，其 GDP也必然成長，因此世界各先進國家無不重視其汽車產業的發展。 

大陸汽車產業發展雖已歷經 60 年，開放與外資合作也超過 30 年，而中國

大陸在 2001 年加入 WTO 後，汽車產業也歷經各項考驗，大陸汽車廠商並未

如部分學者專家所預測的被外資大廠所併吞，或大陸汽車市場全為外資品牌所

獨占，反而本土自有品牌車廠開始逐漸成長茁壯。 

中國大陸汽車產業界，尤其是政府官員，一直有一個要將大陸汽車產業做

大做強的夢想。沒有想到歷經 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後，2009 年中國大陸汽車

產銷量就衝上世界第一的位置。惟此種快速發展也並未帶給汽車產業界及民眾

過多的期待。因為在亮麗的數字之後，仍然潛藏許多無法得到答案的問題與危

機。 

做大雖已實現，但大陸汽車產業界散、亂的現象仍然存在，尤其是高達一

百多家的汽車廠商到底要如何兼併重組，一直是汽車產業界的老問題。然而時

序進入 21 世紀後，大陸政府仍然只能運用政策要求大型國企汽車集團加速整

頓汽車市場遍地開花的現象，惟此種運用產業政策的方式，能否順利推動大陸

汽車產業兼併重組，仍是未知數。而大陸政府 2009 年頒布的《汽車產業調整

和振興規劃》所支持的「四大四小」汽車集團，由於均屬國有企業，難免讓外

界質疑政府是否有意讓這八大集團併吞「民營車廠」的意圖。而本土自有品牌

的車廠恰恰是以民營汽車廠為主，未來如果所有具有活力及積極性的民營車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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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國有大型車企重組，對大陸汽車產業的發展恐怕並不是件好事，因此在兼併

重組的規劃上，大陸政府應該不用太過積極，由大陸市場自己去主導較佳。 

大陸要成為汽車產業的強國，看起來似乎並不容易，因為本土自有品牌車

廠的發展，雖有快速的成長，但利潤往往並不如合資廠，所投入的研發經費也

相對不足；要突破汽車產業中的關鍵技術，提升整體產業的工藝水準，仍待持

續努力。尤其是扶持自主品牌車廠的成長壯大，一定要將民營車廠列為首要的

支持對象，而非合資的國有大型汽車集團，否則未來「合資自主品牌」壯大，

但品牌所有權、技術專利權可能仍掌握在外資廠商手中，其後果將是得不償

失。 

新能源汽車的發展，是大陸汽車產業要超越西方、日本等先進國家的一個

必經途徑。由於在傳統汽車的製造技術方面，專家學者預估中國大陸至少落後

10 至 20 年，因此如能從新能源汽車的研發重新起步，應有機會在汽車產業的

未來發展上快速趕上西方汽車強國，然而如此一廂情願的單純想法，也令人憂

心。其實美、日、歐等汽車先進大廠在電動車及混合動力車的研發工作均有一

段時間，尤其是在基礎研發上的實力，非中國大陸科研單位或汽車大廠能夠輕

易趕上，想要一舉超越，難度甚大。 

儘管如此，在觀察大陸汽車產業發展的過程當中，發現主管大陸汽車發展

的政府官員也開始思考如何培植自己的本土汽車廠，並製造出屬於大陸自己的

知名品牌，並積極投入關鍵零組件及新能源汽車的研發工作，其決心與信心似

乎相當堅定，這也讓外國汽車廠商甚為擔憂。甚至已有德國的汽車專家大膽預

測到 2023 年第 70 屆法蘭克福國際車展中，中國大陸自有品牌車廠生產的汽車

將處於領導地位。51此種預測儘管並無任何可靠的依據，但也非沒有可能。然

而就大陸汽車產業各項的難題與危機，似乎亦不易在短期內能夠解決，不過正

如大陸汽車業者所言，大陸汽車產業的發展，其過程雖然崎嶇不平，但未來的

遠景卻是一片光明。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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