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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

司在全球司在全球 3636 个国家设有个国家设有 5050

家分支机构家分支机构。。作为一家独作为一家独

立咨询机构立咨询机构，，罗兰贝格已罗兰贝格已

成功运营于全球各主要市成功运营于全球各主要市

场场，，而中国是其中最重要而中国是其中最重要

的市场之一的市场之一。。罗兰贝格进罗兰贝格进

入中国市场入中国市场 3030 余年以来余年以来，，

已为众多中外企业提供战已为众多中外企业提供战

略略、、运营及业绩管理方面运营及业绩管理方面

的咨询服务的咨询服务。。目前目前，，罗兰罗兰

贝格已在中国成立贝格已在中国成立55个办事个办事

处处，，拥有拥有 360360 余名咨询顾余名咨询顾

问问。。

汽车零部件行业展望及发展之道

全球汽车产业在经济增

长持续放缓、贸易摩擦升级

的环境下，面临严峻形势与

挑战，并仍处于转型阵痛期。

自2018年整车市场首次

出现负增长以来，中国汽车

零部件企业积极转型与调

整，在2019年实现整体营收

规模逆势增长，但利润空间

显著压缩。然而，其中不乏

亮点企业在产业“寒冬”中

逆流而上，为整体行业打造

旗舰标杆。近日，罗兰贝格

发布《2020年汽车零部件企

业双百强解读白皮书》。本次

报告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

一部分基于整车行业发展动

态，分析零部件百强企业

2019年的营收、盈利及研发

等数据信息，总结2019年零

部件行业三大特点；第二部

分则结合零部件行业四大趋

势，提出企业未来发展应对

之道，并解读优秀企业案

例，进一步提出零部件行业

核心战略的思辨方向。

2019年零部件行业呈现

规模增长、盈利下滑、电子

和新能源板块快速发展三大

特点。中国百强企业整体营

收规模达 1.2 万亿元，同比

增长5%，主流企业应加速规

模化发展，合理选择内生和

外延的发展路径。中国百强

企业盈利下滑10%，尤其是

排名后50位的企业盈利水平

下滑115%，行业整体面临降

本增效、战略转型的压力。

电子及新能源板块增速达到

18%，远超行业5%的增速，并

且其研发投入也更为激进，

11家电子及新能源企业的研

发投入占整体投入的25%。

趋势一：百强头部企业

多维驱动发展，尾部企业面

临瓶颈。

其中，头部增长企业主

要以收/并购、客户拓展及定

位升级为主要发展驱动力。

趋势二：盈利能力形势

严峻，降本增效大势所趋。

中国百强企业整体利润

额下跌明显，尾部企业尤

甚。相比之下，中国零部件

百强企业利润呈现向头部企

业转移趋势，尾部企业亟需

追本溯源，尽快调整战略并

优化运营，提升抗风险能

力，实现转亏为盈。

趋势三：“新四化”驱

动，电子及新能源板块崛起。

产业“新四化”趋势持续

推进中国百强企业榜单中的

电子及新能源板块企业发

展。研发投入方面，电子及

新能源板块研发投入占营收

比重均保持较高水平，占6%-

7%，而传统企业相对保守，

但受新趋势的推动，也正在

增加研发投入占比（如图）。

如今，在新冠肺炎疫情

和外部环境的双重压力下，

加剧了零部件企业安全供应

和降本增效、产业链本地

化、新技术投资及产品结构

转型的压力。在下行周期

中，整车企业对零部件企业

的稳定供应和持续降本能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

在反全球化浪潮之下，近岸

与离岸产业链共生发展正逐

渐成为主流选择，带来中国

企业全球布局的机遇。同

时，疫情之下不仅是中国，

全球发达国家都对新能源及

相关产业链推出了新的政策

支持，进一步利好新能源、

新业务。疫情也让数字化离

每个人更近，产品数字化转

型加快并向软件领域聚焦。

罗兰贝格认为，未来零

部件企业应重点着力于四大

应对之道：稳安全、保盈

利，布局全球产业，建立共

赢机制及实现敏捷转型。

面对严峻的外部市场环

境，企业应以稳定运营现状、

保障盈利能力为首要目标，

充分解读市场需求、明确自身

战略定位与业务优先级，同

时，除识别成本及运营瓶颈，

进行针对性优化，还需关注

供应链稳定性及产出、现金

流等风险，以实现企业整体

在艰难时期的平稳过渡。

位居世界百强企业榜单

第二位的大陆集团近期综合

评估市场趋势与内部资源能

力，有的放矢地对业务重心

进行了调整。2019年，其已

精简马来西亚轮胎业务人员

270 人，未来还将逐步对欧

美液压制动及发动机液压部

件等业务进行精简。相较缩

减业务，大陆集团高度关注

企业数字化能力建设，预计

每年将支出1000万欧元，为

近5000名员工提供定制化软

件培训及内部轮岗机会。

在企业运营风险管理层

面，宁波继峰对格拉默的并

购行为虽然帮助其实现了规

模突破，但因收购金额较

高，企业双方规模差距较大

及并购后整合的挑战，2019

年宁波继峰出现毛利、净利

润下滑和资产负债率高企的

风险，对整体企业运营安全

造成威胁，至今仍在调整阶

段。这提醒我们，必须加强

风险把控和运营优化，以实

现规模和盈利的健康发展。

面对广阔的全球整车市

场，尤其是其他亚洲地区、

南美洲等增长型区域市场，

中国零部件企业全球化业务

仍有极大的挖潜空间。企业

出海可依托下游客户或产业

链其他玩家资源弱化投资及

业务风险。海外团队组建方

面，则应兼顾中方优秀管理

技术骨干与外方行业人才，

同时还需重视企业全球统一

的标准体系建立，强化国际

一体化管理与文化融合。

近年来，宁德时代加快

海外业务布局，2018年与宝

马达成共同出资构建德国工

厂的合作。其中，宝马获得

宁德时代约28亿元股权优先

投资权，并出资资助宁德时

代德国工厂的产线设备，同

时还向宁德时代提供约73亿

欧元订单 （有效期至 2031

年）。宁德时代通过获取客户

投资有效降低了独资建厂的

风险，并保障了新工厂订单

的长期稳定性。

国内传统龙头企业延锋

在维持国内市场领先的前提

下，持续加大海外业务投

入。近期回购安道拓公司持

有的延锋内饰 30%股份，以

更大自主权发力高端化、全

球化战略。组织架构层面延

锋强化总部职能，通过集团

统一、标准化的流程，在加

强集团管控的同时充分赋能

北美洲、欧洲等重点市场，

以做大做强海外业务。

企业之间战略合作或兼

并收购有助于快速实现规模

突破、业务拓展及补足短

板。该过程中应首先充分识

别合作、合并双方在研发、

产品、市场等资源能力层面

的协同效应，制订未来价值

共创方案，然后在此基础上

实现业务、运营、职能架构

等维度的有效整合。另外，

并购前后还需考虑潜在的法

律、人资、运营等风险，提

前制定应对措施。

潍柴集团紧跟“新四

化”产业前沿，瞄准关键企

业高效并购整合。在智能驾

驶领域于2019年以 6.6亿元

收购清智科技 55%的股权，

获得如自动紧急制动系统

（AEBS）等领先的商用车自动

驾驶辅助系统技术。而在新

能源汽车动力布局上，潍柴

集团近期通过收购德国ARA-

DEX及奥地利VDS公司，分别

获得大功率变频、电源设备

技术及新能源汽车电控系统

等相关技术。在多次并购活

动中，潍柴集团将并购企业

与集团内业务板块紧密融

合，并以灵活的形式将新业

务应用领域进行最大化延

伸，以有效发挥企业间的协

同价值。

国际企业并购共赢案例

中，2019年，采埃孚对威伯

科开展的收购项目备受瞩

目。收购完成后，采埃孚在

自动驾驶领域的布局进一步

完善。而威伯科已成为采埃

孚内部全新的商用车控制系

统事业部，在业务独立运作

的同时，实现与商用车技术

事业部、售后事业部等其他

部门的紧密合作，以推动集

团整体业务发展。

为应对未来业务拓展需

要与市场环境转型需求，同

时加强企业应对外部变化的

快速响应能力，企业建立敏

捷性组织与运作机制的必要

性愈发凸显。企业可考虑在

现有业务下加强总部对于营

销和研发的整体赋能，加快

事业部或前端职能对市场、

客户需求的反应速度。而针

对新兴、收购业务，建议通

过独立化部门运作与授权、

项目制机制与考核等形式实

现业务开展的灵活性。同

时，通过总部统筹，加强多

职能联动与资源调度，以实

现业务快速发展。

弗吉亚下属四大事业部

分别独立开展绿动智行、座

椅、内饰及收购获得的歌乐

汽车电子业务。各事业部集

合各类产品的前端营销与研

发职能，并具备自主开拓市

场职能及快速响应客户能

力。而针对综合性未来座舱

业务，弗吉亚将传统事业部

中相关的前沿研发团队抽

离，进一步组成独立智能座

舱开发第五大事业部，以集

中资源实现新业务孵化。

我们认为，逆势之下，

企业需要更加积极地思考四

大核心发展议题：

①降本增效、提升盈

利：如何把握市场需求与机

遇，实现业务聚焦与运营提

效，同时弱化财务风险？

②体系输出、全球开

拓：如何基于自身能力及外

部资源弱化海外运营风险，

并保证企业文化体系的对外

输出与本地化融合？

③合资并购、协同共

赢：如何挖掘并购/合作对象

的协同潜力，并实现双方业

务组织的高效整合？

④面向未来，敏捷转

型：如何梳理现有组织能

力、实现敏捷转型，从而更

快响应市场及未来业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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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寅亮

罗兰贝格全球合伙人

袁文博

罗兰贝格合伙人

百强企业分板块营收、净利润率及研发投入分析

1） 营业收入及利润仅考虑连续两年公开相关数据的企业，整体公布企业67家，其中，电子6家、新能源3
家；研发仅考虑67家企业中公开19年研发数据的67家企业

零部件市场特点趋势

发展之道一：

稳安全、保盈利

发展之道二：

布局全球产业

发展之道三：

建立共赢机制

发展之道四：

实现敏捷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