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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汽车工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英文简称北京汽车工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英文简称

BAICBAIC））是国有独资大型企业、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是国有独资大型企业、国有资产经营管理

的授权单位，是北京汽车工业的的授权单位，是北京汽车工业的““发展规划中心、发展规划中心、

资本运营中心、产品开发中心和人才中心资本运营中心、产品开发中心和人才中心””，其前，其前

身为北京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截止到身为北京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截止到20042004年底，年底，

资产总额达到资产总额达到377377亿元，系统所属企业亿元，系统所属企业3434家，其中家，其中

整车生产厂整车生产厂44家（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北汽福家（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北汽福

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零部件厂北京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零部件厂2121家、家、55家家
投资贸易公司，投资贸易公司，11个研究所，个研究所，33家计划重组企业。家计划重组企业。

北汽控股公司概况



历历 史史 沿沿 革革
19581958年年 成立北京汽车制造厂成立北京汽车制造厂

19661966年年 成立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成立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

19841984年年 成立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中美合资）成立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中美合资）

19731973年年 BAICBAIC的前身北京汽车工业公司成立的前身北京汽车工业公司成立

19961996年年 成立北汽福田公司成立北汽福田公司

20002000年年 BAICBAIC成立成立
20022002年年 成立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中韩合资）成立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中韩合资）

20052005年年88月月 成立北京奔驰－戴姆勒成立北京奔驰－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克莱斯勒公司

（中美合资）（中美合资）



资产总额资产总额377377亿元，净资产为亿元，净资产为150150亿元亿元
占用土地占用土地413413万平方米万平方米
人力资源人力资源

员工总数员工总数4.4.8787万人，其中北京地区万人，其中北京地区3.443.44万人万人
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术人员91009100人，占人，占20%20%。其中正高级职。其中正高级职

称称1515人，人，副高级职称副高级职称584584人人
高级技工高级技工18471847人，占技术工人总数的人，占技术工人总数的15.2%15.2%

现有资产、资源情况现有资产、资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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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汽车集团

北京汽车

市场占有率从市场占有率从7.6%7.6%增加到增加到10.5%10.5%，汽，汽
车产销量和销售收入跃居全国车产销量和销售收入跃居全国第四第四，轻型，轻型

载货车和载货车和SUVSUV车名列全国车名列全国第一第一；中重型卡车；中重型卡车

名列全国第名列全国第第四第四；轿车名列全国；轿车名列全国第五第五。。

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8.2%18.2%，成，成
为北京市经济发展支柱产业。为北京市经济发展支柱产业。

生产汽车：生产汽车：538699538699辆，辆，

同比增长同比增长54.8%54.8%
销售汽车：销售汽车：530993530993辆，辆，

同比增长同比增长57.7%57.7%

20042004年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年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单位：万辆单位：万辆



奔驰奔驰

索纳塔索纳塔

伊兰特伊兰特

主导产品－主导产品－轿车系列产品轿车系列产品

高级轿车高级轿车::

中高级轿车中高级轿车::

中级轿车中级轿车::



主导产品－主导产品－SUVSUV系列产品系列产品

帕杰罗帕杰罗欧兰德欧兰德

Jeep2500Jeep2500

JEEP4700/4000JEEP4700/4000

二代军车二代军车

高级：高级：

中高级：中高级：

陆霸陆霸途胜途胜
中级：中级：

BJ2020BJ2020

低档：低档：

雷弛雷弛 角斗士角斗士



主导产品－主导产品－商用车系列产品商用车系列产品

大客车产品：大客车产品： 中重型载货车产品：中重型载货车产品：

轻型客车产品：轻型客车产品： 轻型载货车系列产品：轻型载货车系列产品：

专用车系列产品：专用车系列产品：

水陆两栖车水陆两栖车

陆铃陆铃



主导产品－主导产品－汽车零部件汽车零部件

发动机产品：发动机产品：

现代现代αα系列和系列和ββ系列汽油机系列汽油机
克莱斯勒克莱斯勒498/698498/698汽油发动机汽油发动机

日本日本491491发动机发动机

493493发动机

其他相关零部件产品：其他相关零部件产品：

汽车变速器、分动器、分动箱、螺旋伞齿轮、车桥、汽车变速器、分动器、分动箱、螺旋伞齿轮、车桥、

凸轮轴、喷油器、减振器、传动轴、灯具、离合器、凸轮轴、喷油器、减振器、传动轴、灯具、离合器、

软轴及拉线、起动机、座椅、内饰产品、仪表板、软轴及拉线、起动机、座椅、内饰产品、仪表板、

空调、电子零件等空调、电子零件等



“十五”成果

产品结构调整一

经营业绩增长

企业结构调整

工业布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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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产品结构调整

2000年

2005年

2000年

2005年

轿车轿车

中、重型卡车中、重型卡车

轻卡轻卡

轻型越野车轻型越野车

高、中、低端高、中、低端

品种齐全品种齐全

产品单一产品单一



企业结构调整

北轻汽北轻汽

重组重组

北汽有限北汽有限

北京奔驰北京奔驰

北京现代北京现代

北京吉普北京吉普

北轻汽、北汽摩北轻汽、北汽摩

重组重组

北汽摩北汽摩

北汽福田北汽福田 北汽福田北汽福田
农用车向汽车产业转移农用车向汽车产业转移

搬迁搬迁

调整退出调整退出

北二汽北二汽

北二汽北二汽

其他有关企业其他有关企业



完成了四环内2020
个工业厂区中的
1919个厂区的搬迁

平谷

通州

亦庄

顺义

怀柔

密云

昌平

按照北京市城按照北京市城

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市总体规划的要求，

工业布局调整目标工业布局调整目标

基本实现。形成昌基本实现。形成昌

平、怀柔、顺义和平、怀柔、顺义和

亦庄整车生产基地。亦庄整车生产基地。

昌平、怀柔、密云、昌平、怀柔、密云、

平谷、通州、顺义、平谷、通州、顺义、

亦庄等市级经济技亦庄等市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和国家级术开发区和国家级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的零部件生产基区的零部件生产基

地。地。

工业布局调整



3772835

2968794

1694291
15685881352797

778315663642
1499517362276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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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增加值

总资产增长总资产增长2.792.79倍倍

工业增加值增长工业增加值增长10.1310.13倍倍

单位：万元单位：万元

经营业绩增长 20002000年－年－20042004年年



销售收入增长销售收入增长
568.47%56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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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限制条件限制条件

材料价格上涨材料价格上涨

燃油价格上涨燃油价格上涨

消费环境尚未优消费环境尚未优

化，但在逐步好转化，但在逐步好转

社会环境社会环境

全面建设小康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需要社会的需要
20062006--20102010年年

GDPGDP增长率将在增长率将在
77--9%9%

汽车市场汽车市场

人均保有量远人均保有量远

低于世界水平低于世界水平

东部沿海富裕东部沿海富裕

地区发挥经济带地区发挥经济带

动作用动作用

结论结论

社会、市场要求汽车产业不断发展社会、市场要求汽车产业不断发展

限制条件不足以逆转汽车产业的增长限制条件不足以逆转汽车产业的增长



商用车商用车

SUVSUV

乘用车由乘用车由20052005年的年的50%50%增长到增长到70%70%轿车轿车

需求量在需求量在850850--10001000万辆，增长率为万辆，增长率为1010--
15%15%，保有量将达到，保有量将达到50005000万辆万辆

总量总量

市场预测市场预测



北北

京京

汽汽

车车 市场优势市场优势

人才优势人才优势

地域优势地域优势

基础优势基础优势

优优

势势

规模不大，成本高规模不大，成本高

整体发展还不平衡，轿车起步晚，零部件整体发展还不平衡，轿车起步晚，零部件

技术落后技术落后

服务贸易发展滞后服务贸易发展滞后

发展格局限于地区发展格局限于地区

劣劣

势势



“十一五”规划目标

从零做起，建设和谐统一的北京汽车工业。从零做起，建设和谐统一的北京汽车工业。
实现实现““三个突破三个突破””：积极推进汽车管理体制的：积极推进汽车管理体制的

重大突破；发展目标的重大突破和从发展汽车行重大突破；发展目标的重大突破和从发展汽车行

业到发展汽车产业的重大突破。业到发展汽车产业的重大突破。

指导思想指导思想



发展目标发展目标

到到20102010年形成整车生产能力年形成整车生产能力150150万辆，当万辆，当

年产销量实现年产销量实现130130万辆。万辆。20102010年计划实现销售年计划实现销售

收入收入17001700亿元，其中：整车亿元，其中：整车13801380亿元，零部亿元，零部

件件200200亿元，服务贸易亿元，服务贸易120120亿元；实现利润亿元；实现利润5050
亿元，出口创汇亿元，出口创汇55亿美元。国内市场份额亿美元。国内市场份额15%15%。。



北京现代公司北京现代公司 BHMCBHMC

50 50 万辆万辆6060 万辆万辆600600亿元亿元
年产销量年产销量生产能力生产能力销售收入销售收入

总体目标－总体目标－20102010年年

伊兰特换代产品伊兰特换代产品

NFNF御翔御翔

家庭轿车家庭轿车

重点重点

产品产品

第二工厂建设项目第二工厂建设项目

3030万台发动机建设项目万台发动机建设项目
重点重点

产品产品



北京奔驰公司北京奔驰公司 BBDCBBDC

10 10 万辆万辆10 10 万辆万辆200200亿元亿元
年产销量年产销量生产能力生产能力销售收入销售收入

总体目标－总体目标－20102010年年

奔驰奔驰EE级轿车级轿车

克莱斯勒克莱斯勒300300CC等系列产等系列产

品品

重点重点

产品产品

新工厂建设项目新工厂建设项目重点重点

项目项目



北汽福田公司北汽福田公司 FOTON FOTON 

ActionAction奔驰重型车奔驰重型车

欧曼换型产品欧曼换型产品

欧可马高档轻卡欧可马高档轻卡

轻客换型产品轻客换型产品

重点重点

产品产品

与戴克合作中重型车及发动机与戴克合作中重型车及发动机

建设项目建设项目

经济型或微型乘用车项目经济型或微型乘用车项目

环保发动机项目环保发动机项目

重点重点

项目项目

6262万辆万辆7070万辆万辆500500亿元亿元
年产销量年产销量生产能力生产能力销售收入销售收入

总体目标－总体目标－20102010年年



北汽有限公司北汽有限公司 BAMBAM

SUVSUV新产品新产品
重点重点

产品产品

冲压中心建设项目冲压中心建设项目重点重点

项目项目

88万辆万辆1010万辆万辆8080亿元亿元
年产销量年产销量生产能力生产能力销售收入销售收入

总体目标－总体目标－20102010年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