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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汽车养护用品市场竞争力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

绍了汽车养护用品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汽车养护用品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汽车养护用

品行业的现状、中国汽车养护用品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汽车养护用品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

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汽车养护用品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汽车养护用品产业有个

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汽车养护用品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乘用车在其设计和技术特性上主要用于载运乘客及其随身行李和(或)临时物品，包括

驾驶员座位在内，乘用车最多不超过9个座位。乘用车分为以下11种车型。主要有：普通乘用

车、活顶乘用车、高级乘用车、小型乘用车、敞篷车、舱背乘用车、旅行车、多用途乘用车

、短头乘用车、越野乘用车、专用乘用车。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汽车养护用品市场竞争力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

表明：2018年上半年我国汽车销量达1421.6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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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销售量_累计值(万辆)   1421.6   745.9   2956.7   2066.3   1241.5   713       汽车产销率_累计值(%)  

99.8   101.1   98.8   99   98.1   97.5       汽车产销率比上年同期增减(百分点)   1.6   3.9   0.5   0.2   -0.7  

-1.5       汽车期末库存比年初增减(%)   3   -16.2   16.5   13   23.1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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