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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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重型载货车产业竞争格局分析与投资规划调研报告》介

绍了重型载货车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重型载货车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重型载货车行业

的现状、中国重型载货车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重型载货车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及中国重型载货车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重型载货车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

想投资重型载货车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重型卡车中牵引车和自卸车将是主力车型，载货车和厢式车市场占有率将逐步缩小。国外

企业产品结构，以及中国重汽、陕汽、重庆重汽、北汽福田等国内主要重型卡车企业产品结

构都以牵   引车和自卸车为主；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也为牵引车提供了发挥运输作用和效率优

势的空间；同时，出于对运输效益的考虑，用户需求也会逐步转向牵引车和自卸车。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重型载货车产业竞争格局分析与投资规划调研报告》

表明：2016年我国载货汽车产量达300.5万辆，累计增长10%。                                       指标            

2016年12月             2016年11月             2016年10月             2016年9月             2016年8月             2016年7

月                               载货汽车产量_当期值(万辆)             30.6             29.3             23.9             25.1            

22.2             19.8                               载货汽车产量_累计值(万辆)             300.5             269.9             232.4        

    215.2             190.1             166.5                               载货汽车产量_同比增长(%)             23.9             23.1     

       12.2             16.7             22             14.5                               载货汽车产量_累计增长(%)             10            

8.6             6.8             6.4             5.2             2.5     

第一章 国际载货车行业发展概况分析 

　　第一节 2017年国外载货车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国际载货车行业竞争力分析 

　　　　二、欧洲卡车市场现状 

　　　　三、日本载货车市场格局 

　　　　四、北美大型皮卡市场特征 

　　　　五、商用载货车的机遇与前景 

　　第二节 2017年国际载货车行业技术特征分析 

　　　　一、安全性是重头戏 

　　　　二、舒适性与轿车媲美 

　　　　三、大型化正成为现实 

　　　　四、动力多元化走俏 



　　　　五、趋势是操作更方便 

　　第三节 2017年欧洲载货车行业运行形势分析 

　　　　一、菲亚特进军国内重卡市场 

　　　　二、沃尔沃重点解决品牌问题 

　　　　三、斯堪尼亚重点出击华南市场 

　　第四节 2017年美国载货车行业营运态势分析 

　　　　一、世界最大的重卡生产基地和市场调研 

　　　　二、北美重卡市场主要特点分析 

　　　　三、北美重卡产品特点分析 

　　第五节 2017年俄罗斯载货车行业发展局势分析 

　　　　一、俄罗斯主要卡车生产企业 

　　　　二、俄罗斯载货车市场调研 

　　　　三、俄罗斯商用汽车市场特点及构成分析 

　　　　四、中国卡车在俄罗斯的市场前景 

　　　　 

第二章 世界重型载货车产业发展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17年世界重型载货车行业运营局势分析 

　　　　一、世界重型载货车市场特征分析 

　　　　二、全球重型载货车产销现状 

　　　　三、国外重型载货车研究新进展 

　　第二节 2017年世界重型载货车区域市场格局分析 

　　　　一、欧洲 

　　　　二、美国 

　　　　三、东亚 

　　第三节 2017-2022年世界重型载货车产业趋势预测分析 

　　　　 

第三章 国际主要重型载货车企业分析 

　　第一节 沃尔沃集团 

　　　　一、企业基本概况 

　　　　二、企业品牌分析 

　　　　三、企业战略分析 

　　　　四、企业优劣势分析 



　　第二节 重卡斯堪尼亚 

　　　　一、企业基本概况 

　　　　二、企业品牌分析 

　　　　三、企业战略分析 

　　　　四、企业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 戴姆勒-克莱斯勒 

　　　　一、企业基本概况 

　　　　二、企业品牌分析 

　　　　三、企业战略分析 

　　　　四、企业优劣势分析 

　　第四节 雷诺卡车 

　　　　一、企业基本概况 

　　　　二、企业品牌分析 

　　　　三、企业战略分析 

　　　　四、企业优劣势分析 

　　第五节 曼恩（MAN） 

　　　　一、企业基本概况 

　　　　二、企业品牌分析 

　　　　三、企业战略分析 

　　　　四、企业优劣势分析 

　　　　 

第四章 中国载货车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国内载货车经济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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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载货车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第二节 中国载货车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第五章 中国载货车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17年中国载货车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中国载货车专用化分析 

　　　　二、货车是中国汽车自主品牌的基础 



　　　　三、我国载货车市场在调整中逆势而行 

　　第二节 2017年中国载货车市场发展分析 

　　　　一、中国载货车市场概述 

　　　　二、影响国内载货车市场的重大关键因素 

　　　　三、新型产品列阵开启货车技术全面升级序幕 

　　第三节 2017年中国低速货车市场发展状况剖析 

　　　　一、国内农用车市场状况分析 

　　　　二、我国农用车产品结构分析 

　　　　三、国内农用车使用环境状况 

　　　　四、四轮农用车市场竞争力浅析 

　　　　五、解析四轮农用车市场发展趋势 

　　　　六、我国农用车行业的发展建议 

　　第四节 2017年中国载货车行业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一、我国载货汽车品牌知名度低 

　　　　二、载货车出口面临的威胁 

　　　　三、我国载货车轻量化发展亟待突破 

　　　　 

第六章 中国重型载货车发展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17年中国重型汽车市场概况分析 

　　　　一、货运总量的持续增长带给重卡市场&ldquo;不断的市场需求&rdquo; 

　　　　二、计重收费政策的实施带给重卡货运车型的市场机遇 

　　　　三、重卡市场销量呈稳健的&ldquo;M&rdquo;型走势 

　　　　四、重卡市场各车型集中度整体依然很高 

　　　　五、重卡货车销量替代中卡货车销量，已成为明显趋势 

　　　　六、底盘市场整体增长很高，中卡销量替代性越来越高 

　　第二节 2017年中国重型载货车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车辆管理法规不完善 

　　　　二、购车价格因素的影响 

　　　　三、重型专用汽车的品种少 

　　　　四、企业应变能力不足 

　　第三节 2017年中国重型载货车行业发展对策与建议分析 

　　　　 



第七章 中国重型载货车市场运营走势分析 

　　第一节 2017年中国重型载货车市场特点分析 

　　　　一、牵引车需求大幅上升 

　　　　二、动力需求有所攀升 

　　　　三、产品需求结构发生变化 

　　　　四、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 

　　　　五、重型载货车逐渐替代中卡 

　　第二节 2017年中国重型载货车市场销售分析 

　　　　一、中国重型载货车市场上半年&ldquo;需求透支&rdquo; 

　　　　二、中国重型载货车及底盘市场 

　　　　三、中国重型载货车行业大幅度下滑 

　　　　四、国际市场需求成为三季度市场&ldquo;亮点&rdquo; 

　　第三节 2017年中国重型载货车进出口形势分析 

　　　　 

第八章 2015-2017年中国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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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重型载货车行业竞争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17年国内重型载货车市场的竞争力分析 

　　　　一、重型车竞争格局及特点 

　　　　二、当前的主要竞争方式 



　　　　三、联合将成技术研发主流趋势 

　　　　四、重型车集中化趋势凸显 

　　　　五、重型车技术路线引发争议 

　　　　六、产业竞争将考验厂家服务 

　　　　七、竞争将加速重卡产业链洗牌 

　　第二节 2017年国内重型载货车的核心竞争力分析 

　　　　一、技术路线，品质优先 

　　　　二、营销网络，服务为金 

　　　　三、品牌较量，细分有望 

　　第三节 2017-2022年中国重型载货车竞争趋势分析 

　　 

第十章 中国重型载货车行业重点企业分析 

　　第一节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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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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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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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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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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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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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北京奔驰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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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节 安徽华菱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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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节 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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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2017-2022年中国重型载货车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一节 2017-2022年中国载货汽车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一、新政策下的载货车发展方向 

　　　　二、中国载货车的发展趋向专用化 

　　　　三、中国载货车技术升级三趋势 

　　　　四、未来载货汽车市场走势分析 

　　第二节 2017-2022年中国重型载货车发展趋势分析 

　　　　一、新产品发展路线体现高端、高附加值化 

　　　　二、大功力发动机将成为主流趋势 

　　　　三、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必然趋势 

　　　　四、人性化、安全性和节能环保成为发展趋势 

　　　　五、产品宽型谱、系列化已成发展潮流 

　　　　六、重型车整车技术发展趋势 

　　第三节 2017-2022年中国重型载货车市场盈利能力预测分析 

　　　　 

第十二章 2017-2022年中国重型载货车行业行业前景调研分析 

　　第一节 2017-2022年中国重型载货车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第二节 2017-2022年中国重型载货车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重型载货车行业吸引力分析 

　　　　二、重型载货车行业区域投资潜力分析 



　　第三节 2017-2022年中国重型载货车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一、竞争风险 

　　　　二、政策风险 

　　　　三、技术风险 

　　　　四、其他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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