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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汽车电子行业发展现状研究与投资前景分析报告（2022-2029年）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
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
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
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www.chinabaogao.com/baogao/202208/6067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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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电子邮箱: sale@chinabaogao.com

联 系 人: 客服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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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汽车电子是车体汽车电子控制装置和车载汽车电子控制装置的总称。车体汽车电子控制装置
，包括发动机控制系统、底盘控制系统和车身电子控制系统（车身电子ECU）。

国家层面汽车电子行业相关政策
近些年来，为了促进汽车电子行业发展，我国陆续发布了许多政策，如2022年1月国务院安
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十四五”全国道路交通安全规划》的通知中提出：强化标准引领，修
订机动车运行安全国家标准，研究制定经营性机动车运营安全国家标准，推进客货运车辆辅
助安全、主被动安全标准升级。提升载客汽车安全要求，提升客运车辆阻燃性能水平，提高
客运车辆安全逃生要求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政策名称
重点内容
2022年6月
国务院
《关于印发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的通知》
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智能制造，加快建设一批智能制造平台，打造"智能制造+智能
服务“产业链。加快建设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园，推进智能纯电动汽车研发和产业化，加强智
能网联汽车测试示范，打造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和智慧交通产业集群。
2022年1月
国务院
《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支持贵州参与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重组，在数字技术、空天科技、节能
降碳、绿色农药等优势前沿领域培育建设国家级重大创新平台。支持贵州培育壮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加快新能源动力电池及材料研发生产基地建设,有序发展轻量化材料、电机电控、充
换电设备等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
2022年1月
发展改革委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提升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服务保障能力的实施意见
支持电网企业联合车企等产业链上下游打造新能源汽车与智慧能源融合创新平台，开展跨行
业联合创新与技术研发，加速推进车网互动试验测试与标准化体系建设。积极推进试点示范
，探索新能源汽车参与电力现货市场的实施路径，研究完善新能源汽车消费和储放绿色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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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和调度机制
2022年1月
国务院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十四五”全国道路交通安全规划》的通知
强化标准引领，修订机动车运行安全国家标准，研究制定经营性机动车运营安全国家标准，
推进客货运车辆辅助安全、主被动安全标准升级。提升载客汽车安全要求，提升客运车辆阻
燃性能水平，提高客运车辆安全逃生要求
2021年12月
国务院
《关于印发计量发展规划(2021-2035年)的通知》
提升交通运输计量保障能力。开展新能源汽车电池、充电设施等计量测试技术研究和测试评
价，加强智能汽车计量测试方法研究和基础设施建设。
2021年12月
国务院
《关于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
提升核心产业竞争力。着力提升基础软硬件、核心电子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和生产装备的
供给水平,强化关键产品自给保障能力。实施产业链强链补链行动，加强面向多元化应用场
最的技术融合和产品创新,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竞争力，完善5G、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
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重点产业供应链体系。
2020年10月
国务院
《关于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的通知》
提升产业基础能力。以动力电池与管理系统、驱动电机与电力电子、网联化与智能化技术为
“三横”，构建关键零部件技术供给体系。实施新能源汽车基础技术提升工程。突破车规级芯
片、车用操作系统、新型电子电气架构、高效高密度驱动电机系统等关键技术和产品，攻克
氢能储运、加氢站、车载储氢等氢燃料电池汽车应用支撑技术。支持基础元器件、关键生产
装备、高端试验仪器、开发工具、高性能自动检测设备等基础共性技术研发创新，攻关新能
源汽车智能制造海量异构数据组织分析、可重构柔性制造系统集成控制等关键技术，开展高
性能铝镁合金、纤维增强复合材料、低成本稀土永磁材料等关键材料产业化应
2020年8月
国务院
《关于深化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工作
方案的批复》。
推动互联网信息服务领域扩大开放。支持开展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和自动驾驶地图应用,建
设京沪车联网公路。探索建立适应海外客户需求的网站备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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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
国务院
《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的通知》
建立以关键核心技术为突破口的前沿产业集群。建设集成电路综合性产业基地，优化进口料
件全程保税监管模式，支持跨国公司设立离岸研发和制造中心，推动核心芯片、特色工艺、
关键装备和基础材料等重点领域发展。推动智能汽车、智能制造、智能机器人等新产业新业
态发展。
2019年3月
国务院
《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2019)》
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
、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
2018年6月
国务院
《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深化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开放。取消或放宽种业等农业领域，煤炭、非金属矿等采矿业领
域，汽车、船舶、飞机等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地方层面汽车电子行业相关政策
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各省市积极推动汽车电子行业发展，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推进汽车电子产
业发展，如2021年发布的《关于印发天津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
的通知》中提出：聚焦智能硬件、智能传感、汽车电子等特色方向，搭建集成电路公共服务
平台,进一步优化我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生态。

省市
发布时间
政策名称
重点内容
天津
2021年12月
《关于印发天津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十四五”专项规划的通知》
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新体系。构建以电子信息制造为核心，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与
人工智能共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发挥电子信息制造优势，以智能终端为突破口，重点发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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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电路、智能传感器、汽车电子领域，打造一批新增长点，引领带动产业进阶发展。
2021年12月
《关于印发天津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的通知》
以“芯火“双创基地(平台)为依托,聚焦发展IC设计、芯片制造、封装测试。设备、材料等五大
子产业链条,以滨海新区、西青区、津南区为重点区域,开展基于数字技术的高端电子制造设
备及智能集成系统应用、封装测试等环节数字化水平提升,加快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
链现代化。聚焦智能硬件、智能传感、汽车电子等特色方向，搭建集成电路公共服务平台,
进一步优化我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生态。
河北
2022年7月
《河北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
重点推动现代通信、新型显示、半导体材料与器件、汽车电子及产品、软件产品及服务、人
工智能及智能装备、网络安全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培育区块链、量子信息、虚拟现
实等产业。
山西
2021年4月
《关于印发山西省“十四五"1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通知》
面向5G通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汽车电子、电力电子等关键应用，积极推进建设射频
器件、功率器件、光电器件、短波红外相机等生产线建设，打造专用领域差异化竞争优势。
内蒙古
2022年2月
《关于促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意见》
鼓励智能网联汽车研发及产业化，鼓励支持企业建设国内领先的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和汽车
电子实验室。
辽宁
2022年1月
《关于印发辽宁省推进“一圈一带两区"区域协调发展三年行动方案的通知》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开发工
业机器人、汽车电子等智能终端产品或零部件，打造大连2000亿级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
群。
黑龙江
2022年3月
《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
大力发展汽车电子制造业，布局建设汽车电子、汽车传感器等设计研发生产基地。以新能源
汽车市场快速增长为契机，依托哈尔滨理工大学、北一半导体在新能源驱动电机、功率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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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等技术研发上的优势，若力推进新能源汽车电驱动总成、功率电子控制器、汽车电子
及控制系统等关键零部件产业化，加快产业链上下游协同。
浙江
2021年1月
《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突破动力电池、电驱、电控等关键技术，创新发展汽车电子和关键零部
件产业，完善充电设施布局，打造全球先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安徽
2021年2月
《关于印发安徼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年)的通知》.
以关键零部件为支撑，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现代化。在动力电池、氢燃料电池、电机、电
控、汽车电子、充换电设施、制氢/加氢设施、轻量化车身、机电耦合装置、电驱动系统、
能量回收、转向与制动、线控底盘、人机对话、5G应用、关键模具及精密铸造件等方面，
培育和引进一批关键零部件企业，2021—2023年力争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企业50家，打造
一批行业""小巨人"。
山东
2021年12月
《关于印发淄博市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的通知》
积极开发应用空气悬架、盘式制动器、车身总成、白动变速器、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等先进总
成，掌握整车匹配技术、电控燃油喷射系统、发动机尾气后处理装置、轻量化车身等关键技
术，提高车辆舒适性、安全性、环保性和节能性。
河南
2021年4月
《关于印发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
》
做大做强电子制造产业，提升智能终端、计算机和服务器、汽车电子、光电子芯片等整机制
造和零部件加工水平。
湖南
2021年12月
《关于印发《湘潭市"十四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
其他配件制造方面，依托地通汽车、舍弗勒、屹丰汽车、威斯特等企业，重点发展壮大车架
零部件、车身覆盖件模具、汽车结构件、焊接汽车车身总成、离合器、双质量飞轮、热管理
模块等产品生产规模，加快悬架系统、发动机，变速箱、主被动安全系统、汽车电子电器等
关键零部件企业引进，实现汽车配件产品由外围件、配套件向核心件延伸。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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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
《关于印发十堰市数字经济发展规训(20202025年)的通知》。
发展"汽车电子"为核心的电子信息制造业，依托我市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基础，打造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汽车电子数字化示范区。
广西
2022年2月
《关于印发桂林市科技创新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
加快光通信用光电子芯片、器件、光收发模块，光纤感知设备以及在汽车电子、光通信、航
空航天，安防等重点领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微电子机械系统(MEMS)等核心技术和产品研
发。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YYJ）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汽车电子行业发展现状研究与投资前景分析报告（2022-2029年）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
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
威数据，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
析。

行业报告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
，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
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本研究报告采用的行业分析方法包括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法
、SWOT分析法、PEST分析法，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同时通过资深分析师
对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发展趋势和当前行业热点分析，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方
向、新兴热点、市场空间、技术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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