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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经济型轿车产业发展模式分析及投资规划建议研究报告

》介绍了经济型轿车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经济型轿车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经济型轿车

行业的现状、中国经济型轿车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经济型轿车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

分析及中国经济型轿车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经济型轿车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

或者想投资经济型轿车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在中国内地的行驶证管理方面，轿车特指区别于货车、皮卡、SUV、大巴和中巴的小型汽

车，俗称为&ldquo;小轿车&rdquo;。在香港，轿车又称私家车，是最为常用的交通工具，用于

载人及行李。包括驾驶者在内，座位数最多不超过9个，它又以不同的类型所划分。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经济型轿车产业发展模式分析及投资规划建议研究报

告》表明：2018年上半年我国轿车销量达584.8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1.9%。       指标   2018年

第二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2017年第四季度   2017年第三季度   2017年第二季度   2017年第一季

度       轿车销售量_累计值(万辆)   584.8   318.2   1183.3   835.4   441.6   284.1       轿车产销率_累计

值(%)   100.4   104.5   99   99.4   97.9   96.8       轿车产销率比上年同期增减(百分点)   1.9   7.5   -1.4  

-0.4   -1.6   -2.3       轿车期末库存比年初增减(%)   -7.6   -36.6   32.1   19.2   36.5   34  

第一章 国外轿车市场营运局势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国外轿车市场概述 

　　　　一、各大轿车企业产能有涨有跌 

　　　　二、法系轿车市场需求疲软 

　　　　三、亚洲轿车市场一枝独秀 

　　第二节 2015-2017年国外部分轿车品牌销售状况 

　　　　一、奔驰（BENZ） 

　　　　二、宝马（BMW） 

　　　　三、福特（FORD） 

　　第三节 2015-2017年国外轿车存在的问题 

　　　　一、偏大型轿车抑制消费 

　　　　二、政策因素导致成本过高 

　　　　三、各大企业投资过度 

　　　　四、技术标准加大造成轿车成本上升 



　　　　 

第二章 世界经济型轿车市场运行局势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世界经济型轿车市场发展格局分析 

　　　　一、经济型轿车概念与分类阐述 

　　　　二、世界经济型轿车发展概述 

　　　　三、欧洲经济型车市场潜力巨大 

　　第二节 2015-2017年世界经济型轿车市场区域格局分析 

　　　　一、以色列人青睐日本产经济型轿车 

　　　　二、巴西经济型轿车市场销量分析 

　　　　三、日本小排量经济型轿车市场现状分析 

　　第三节 2017-2022年世界经济型轿车市场走势预测分析 

　　　　 

第三章 中国经济型轿车行业运行环境分析 

　　第一节 国内经济型轿车经济环境分析 

　　　　一、GDP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三、2017年中国经济型轿车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第二节 中国经济型轿车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第四章 中国轿车行业运营概况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中国轿车行业发展状况 

　　　　一、中国轿车销售概况 

　　　　二、中国轿车行业的三个特征 

　　　　三、中国轿车行业利润走势分析 

　　第二节 2015-2017年中国轿车消费市场调研 

　　　　一、中国轿车消费市场的现状 

　　　　二、中国轿车消费市场的特点 

　　　　三、影响轿车消费市场的因素 

　　　　四、对中国轿车消费市场的建议 

　　第三节 2015-2017年中国轿车行业存在的问题 

　　　　一、小排量轿车存在的危机 

　　　　二、中高级轿车面临安全危机 



　　　　三、厂商价格战愈演愈烈 

　　　　四、国外轿车行业冲击加剧 

　　第四节 2015-2017年中国轿车行业发展的对策 

　　　　一、中国轿车行业发展的八项对策 

　　　　二、观念转变是发展的要求 

　　　　三、举起品牌大旗是发展的关键 

　　　　四、性价比优者才能最终胜出 

　　　　 

第五章 中国经济型轿车市场运行概况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中国经济型轿车市场发展态势分析 

　　　　一、经济型轿车市场发展轨迹 

　　　　二、经济型轿车市场价格变化动态 

　　　　三、经济型轿车市场竞争现状 

　　第二节 2015-2017年中国经济型轿车市场的问题及建议 

　　　　一、经济型轿车市场受制于政策冻结 

　　　　二、经济型轿车自主品牌市场问题分析 

　　　　三、中国经济型轿车生产企业的发展建议 

　　　　四、经济型轿车企业要考虑规模经济下的产业发展问题 

　　　　五、应大力发展精品微型轿车 

　　第三节 2015-2017年中国经济型轿车市场的营销策略分析 

　　　　一、信息服务提高产品传播效果 

　　　　二、体验式营销让产品和服务说话 

　　　　三、互动式营销在沟通中销售 

　　　　四、跨界营销实现双品牌共赢 

　　　　 

第六章 中国微型轿车市场运行局势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中国微型轿车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一、微型轿车市场的发展轨迹 

　　　　二、微型轿车市场的特征 

　　　　三、微型轿车发展存在的问题 

　　第二节 2015-2017年中国主流微型轿车的消费群体分析 

　　　　一、夏利锁定中年族群 



　　　　二、自由舰频繁现身城乡结合部及三线城市 

　　　　三、奇瑞成为时尚人士的最爱 

　　　　四、奔奔迎合&ldquo;落寞&rdquo;年轻一族心理 

　　第三节 2017-2022年中国微型轿车市场发展趋势展望 

　　　　一、微型轿车竞争将更加激烈 

　　　　二、微型轿车第三代产品将成为市场新亮点 

　　　　三、微型轿车市场短期内无法走出困境 

　　　　 

第七章 中国经济型轿车产业的战略分析 

　　第一节 发展经济型轿车的重要意义 

　　　　一、经济型轿车的发展加快了轿车消费大众化进程 

　　　　二、经济型轿车的发展促进了轿车工业的技术进步 

　　　　三、经济型轿车的发展改善了轿车消费环境 

　　　　四、经济型轿车的发展优化了轿车产业结构 

　　　　五、经济型轿车的发展有益于社会经济发展 

　　第二节 新形势下经济型轿车的发展模式及其要点 

　　　　一、经济型轿车现行模式的思考 

　　　　二、经济型轿车发展模式应具备的特征 

　　　　三、经济型轿车应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第三节 经济型轿车的投资前景 

　　　　一、将扩大现有市场份额作为短期目标 

　　　　二、将实现净出口加入全球分工体系作为中长期目标 

　　　　三、大力推动民营资本进入经济型轿车生产领域 

　　　　四、逐步实现价值链升级的阶段性投资前景 

 

第八章 2015-2017年中国汽车整车制造行业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中国汽车行业总体数据分析 

　　　　一、2015年中国汽车行业全部企业数据分析 

　　　　二、2016年中国汽车行业全部企业数据分析 

　　　　三、2017年中国汽车行业全部企业数据分析 

　　第二节 2015-2017年中国汽车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一、2015年中国汽车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二、2016年中国汽车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三、2017年中国汽车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第三节 2015-2017年中国汽车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一、2015年中国汽车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二、2016年中国汽车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三、2017年中国汽车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第九章 中国经济型轿车行业主要上市企业分析 

　　第一节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二节 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三节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四节 海马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五节 江西昌河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十章 2017-2022年中国经济型轿车的趋势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17-2022年中国轿车工业的前景及趋势分析 

　　　　一、中国轿车工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二、中国轿车市场的未来发展 

　　　　三、中国轿车行业盈利前景分析 

　　第二节 2017-2022年中国经济型轿车趋势预测分析 

　　　　一、经济型轿车将有更大发展空间 

　　　　二、未来经济型轿车市场增长潜力将高于轿车市场增长 

　　　　三、经济型轿车将成为家用轿车首选 

　　　　四、经济型轿车将迅速与国际惯例接轨 

　　第三节 2017-2022年中国经济型轿车市场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一、未来经济型轿车走向浅析 

　　　　二、经济型轿车市场的变化趋势 

　　　　三、未来几年经济型车迫于成本压力或将提价 

　　　　四、经济型轿车消费将呈现多样化趋势 

　　　　 

第十一章 2017-2022年中国经济型轿车行业投资可行性分析 

　　第一节 2017-2022年中国经济型轿车行业投资利好因素 

　　　　一、经济型车倍受青睐的原因分析 

　　　　二、中国轿车消费结构向健康方向发展 



　　　　三、中国经济型轿车用钢材基本实现自给 

　　　　四、经济型汽车发展顺应节 能环保趋势 

　　第二节 2017-2022年中国经济型轿车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一、人民币升值对经济型轿车造成压力 

　　　　二、高油价亦会短期&ldquo;制动&rdquo;经济型轿车 

　　　　三、钢材大幅涨价对经济型轿车影响巨大 

　　　　四、经济型轿车面临高风险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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