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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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接全球新能源汽车供应链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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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阵营”各类玩家根据自身能力和战略地位，采取不同的行动方向

近日，罗兰贝格联合中

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发布《中

国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白皮书

2020》，梳理了在新的行业背

景之下，新能源汽车供应链

的产业变革驱动力与竞合趋

势，以及“国内大循环为

主、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给汽车供应链带来的

挑战及机遇，并基于此，向

中国新能源汽车供应链提出

了应对疫情与国际形势变

化、强链补链的战略建议。

从市场现状来看，全球

新能源汽车市场仍处于发展

初期，规模仍有待进一步放

量，整体产业链增长与发展

潜力巨大，中国、欧洲和美

国在全球新能源汽车浪潮中

扮演了关键角色。

聚焦中国市场，国内新

能源汽车产业起步较早，自

2001 年“863”电动车重大

专项计划诞生开始，经过十

余年的持续发展，其销量规

模已突破 100 万辆/年大关，

年均增速超过 80%。从全球

视角来看，国内新能源汽车

销量占全球销量的近 50%，

已连续 5 年位居全球第一，

成为无可争议的新能源汽车

行业领导者。我国新能源汽

车行业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

大阶段：起步阶段、过渡阶

段与成熟阶段。当前已从起

步阶段跨入各驱动因素接力、

共同作用的过渡阶段，预计在

2022年至2025年前后进入成

熟发展阶段。

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

快速进步也将加速全球汽车

供应链的变革，尤其是催化

新能源汽车核心价值链的成

熟演变，其已呈现出新能源

汽车部件主导未来价值增

量、电气化系统垂直集成、

新能源系统与智能网联系统

跨链融合、核心能力要求向

非汽车领域延伸四大趋势。

①新能源部件主导未来

价值增量：从单车视角来

看，与传统燃油车相比，到

2025年，电气化系统将贡献

50%以上的整车价值增量。

②电气化系统垂直集

成：电驱动系统与电控系统

的集成化为核心趋势，进一

步整合供应链，并对竞争格

局带来深远影响。

③新能源系统与智能网

联系统跨链融合：未来整车

架构的研发重点将向域融

合、软硬解耦的电气架构革

新转移，推动电气化系统与

智能化系统不断跨链融合。

④核心能力要求向非汽

车领域延伸：重点由传统的

机械设计、制造、集成能力

等向新材料研发应用、电气

化系统开发、软件算法研发

等新兴能力转变。

中国新能源汽车供应链

的变革趋势既与全球具有一

定的趋同性，又在政策、产

业、市场层面显示出独特性：

①新能源产业鼓励政策

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以

补贴、双积分等政策为强力

抓手，全面引导主机厂向新

能源转型与产业链发展。

②部分新能源供应链企

业将逐步完成国际化，实现

对于技术方向的引领，跻身

行业领导者地位，国际市场

参与度不断提升。

③国内市场竞争环境呈

现开放、透明、公正的特

点，国内、国外主机厂与供

应商同台竞技、百花齐放，

竞争与合作长期共存。

④新能源供应链发展重

点将从产品性能的跨步提升

向整车级与部件级的安全性

和环保性转移，更加重视产

品的安全性和价值循环。

相比传统汽车，在“新

四化”趋势影响下，汽车价

值链将进一步细化并延长，

涉及环节增多，带来更多技

术与商业模式创新发展机

遇，由此对行业竞争格局产

生深刻影响。

①核心供应链高集中度

和寡头格局仍将持续：以动

力电池行业为例，玩家集中

度较高并持续提升，业内

Top10 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从

2016年的77%上升至2020年

上半年的94%。

②强势主机厂带动效应

明显：在“三电”市场集中

度逐步提高的背景下，中小

零部件企业的生存环境不容

乐观，能否成功进入强势车

企供应链将成为关键，与强

势主机厂绑定意味着有机会

大幅提高市场占有率，甚至

迈入业内头部企业行列。

③主机厂自研带来的供

应链重塑：主机厂重新定义

采购策略，由集中外采转向

重度自研，并且以特斯拉为

代表的行业领导玩家不断进

行供应链垂直整合，以进一

步强化自身产品技术的领先

优势与竞争壁垒。

④价值链竞争边界逐渐

模糊：“新四化”趋势下，在

传统主机厂不断拓展业务边

界的同时，造车新势力、出

行公司、科技公司等也纷纷

进入汽车行业，这使得汽车

价值链竞争边界逐渐模糊。

⑤生态体系共建实现风

险分摊：“新四化”浪潮带来

价值链合纵连横，包括各类

战略合作、生态联盟的兴

起，主机厂与供应商合资的

深度绑定，以及充换电、车

电分离等创新运营模式的不

断涌现（如图）。

国内新能源汽车供应链

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部分

核心技术尚不成熟、二/三梯

队玩家生存压力较大、国际

巨头入华对本土供应商的挑

战，以及后补贴时代的盈利

压力四大方面：

①电子电气架构与软件

算法、中央计算芯片与功率

半导体仍为当前“卡脖子”

的核心技术，由于国内产业

链尚不成熟，因此对国外技

术与产品进口依赖度仍较高。

②2016年至2020年上半

年，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

电池管理系统、驱动电机的

CR10 分别达到 94%、 78%、

59%，行业寡头开始显现，与

此对应的是中小企业生存压

力大，尾部企业生存空间被

持续压缩。

③合资主机厂新能源产

品进入发力期、日韩系电池

重返中国市场、欧系电机市

场占有率快速提升，本土现

有玩家的市场地位将受到严

峻挑战，压力进一步增加。

④新能源整车销量规模

有待释放，带来规模效应提

升的挑战；与此同时，整车

利润率低，补贴退坡后盈利

压力大；而“三电”部件盈

利性尚可，预计未来其利润

空间将进一步承压。

国内新能源汽车供应链

面临的机遇主要体现在用户

接受度领先、核心技术不断

突破与供应链环节“百花齐

放”三大维度：

①与全球其他主要国家

相比，国内终端消费者对电动

汽车的接受度与购买意愿名

列前茅，营造了良好的终端市

场氛围，并且目标用户群体逐

渐从限牌的高线城市下探至

三四线及以下城市与农村。

②在整车层面，行驶能

耗降低，纯电续航里程提

升，进一步消除用户的用车

焦虑；在部件层面，电池技

术领先，跨入全球第一阵

营，电机有望实现国产替

代；在基础设施层面，充电

桩市场加速成熟，车桩比不

断优化，进一步消除了用户

的补能担忧。

③自主品牌持续发力，

高端新能源汽车品牌与纯电

动平台全新车型层出不穷；

各大主机厂基于产品定位差

异采取向多个供应商采购策

略，国内供应商渗透机遇显

著增加；同时，产业链环节

上下延伸，实现全生命周期

闭环覆盖，例如动力电池的

回收与梯度利用已逐步兴起。

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发

展的目标始终为全面、均衡

的产业链能力建设，这正是

跻身汽车强国的必要条件。

因此，在避免出现价值链短

板的大前提下，需要重点推

进强链补链，以现有价值链

能力优势为核心牵引，实现

综合能力塑造与短板补齐。

背后的核心在于顶层助力、

头部牵引、积极应用三大环

节，挖掘内需和外在市场的

潜力，尽快形成以汽车产业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

汽车产业参与国际合作和竞

争的新优势。

①顶层助力为重要出发

点与动能来源。中央与地方

政府需以终为始，从产业的

战略发展目标与终局出发，

提升战略重视度，制订详尽

的产业发展规划与路线图，

形成高层次方向指引。一方

面，作为抓手构建相关产业

平台、统领资源分配与技术

协同共享；另一方面，通过

产业基金、政策扶植与补贴

等途径，强力助推行业发展。

②头部牵引是产业进步

的主要途径。针对已在特定

产业链环节形成技术和规模

优势的行业领先玩家，应充

分发挥行业带头人的作用，

局部带动整体，强链带动弱

链。一方面，应针对原有领

域进一步加大资源投入，着

力布局下一代技术的开发；

另一方面，则应发挥现有技

术、人才与资源优势，在达

成协同性的基础上适当向产

业链上下游拓展，以自建、

合资、合作等丰富形式，为

其他弱链环节赋能。

③积极应用是实现成熟

与商业化的关键环节。对于

已取得一定成果、可实现初步

商业化的传统弱链环节，政府

与上下游玩家可通过采购补

贴、定点扶持等方式，积极引

导相关产品的上车搭载与商

业化应用，对产品与技术进

行持续优化和改进，促成良

性的正循环，不断提升竞争

力，最终达到业内领先水平。1）包括软件算法、系统集成等；2）包括传感器、定位硬件、芯片/超算平台（一般被集成在Head Unit中）等；3）以及车辆控制、车内通讯。 资料来源：车百智库；罗兰贝格整理

供应链变革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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