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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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汽车防盗器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汽车

防盗器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汽车防盗器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汽车防盗器行业的现状、

中国汽车防盗器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汽车防盗器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汽

车防盗器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汽车防盗器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汽

车防盗器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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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汽车防盗器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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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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2017年世界汽车防盗器产业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17年世界汽车防盗器市场运行环境分析

 一、全球经济现状及影响分析

 二、世界汽车保有量

 三、世界汽车盗窃刑事犯罪情况

 第二节 2017年国外汽车防盗新装置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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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密码防盗锁

 二、通讯防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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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电话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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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影像防盗

 四、报警网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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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高分贝放声器

 3、自排锁

 4、方向盘锁

 第三节 2017年世界部分国家汽车防盗系统市场动态分析

 一、美国

 二、韩国

 三、加拿大

 四、德国

 第四节 2018-2024年世界汽车防盗技术新趋势探析

  

 第二章 2017年中国汽车防盗器行业运行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中国GDP分析

 二、消费价格指数分析

 三、城乡居民收入分析

 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六、进出口总额及增长率分析

 第二节 2017年中国汽车防盗器政策环境分析

 一、《汽车防盗装置性能要求》的修订

 二、汽车防盗装置执行新国标

 三、国家强制性汽车防盗标准实施可行性研究

 四、关于无线汽车防盗报警设备使用频率的通知

 第三节 2017年中国汽车防盗器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第四节 2017年中国汽车防盗器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一、中国人口流动人口规模及结构



 二、中国汽车团伙盗窃刑事案件

 三、人们自我防犯意识

  

 第三章 2017年中国汽车产业运行新形势透析

 第.一节 2017年中国汽车工业运行概况

 一、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阶段及特点

 二、中国已成为世界最主要的汽车大国之一

 三、中国汽车工业投资控股情况分析

 四、中国汽车重点企业的五大发展模式

 第二节 近几年中国汽车市场数据监测

 一、中国汽车经济运行指标分析

 二、汽车产业产销分析

 三、京津地区汽车产业集群发展分析

 第三节 2017年中国三大城市汽车保有量分析

 一、2017年中国民用汽车保有量

 二、各省民用汽车保有量分析

 三、不同类型民用汽车保有量

 四、2017年中国私人汽车保有量

 五、各省私人汽车保有量分析

 六、不同类型私人汽车保有量

  

 第四章 2017年中国汽车防盗器行业运行新形势分析

 第.一节 2017年中国汽车防盗系统动态分析

 一、汽车防盗系统越来越高级 指纹防盗登场

 二、新自主发明汽车防盗器获国家级实用新型技术专利

 三、两次编解码模块汽车防盗器问世

 四、汽车防盗器生产线落户黄石

 第二节 2017年中国市场牌汽车智能化防盗借鉴

 一、中华轿车&mdash;&mdash;采用智能防盗钥匙

 二、宝来&mdash;&mdash;对付盗贼就要断油断电

 三、丰田凯美瑞、威驰&mdash;&mdash;感应器作守护者

 四、奥迪A6&mdash;&mdash;超声波介入防盗



 五、雅阁、奥德赛&mdash;&mdash;防闯入防非法启动

 六、宝马&mdash;&mdash;21位密码自主调对

 第三节 2017年中国汽车防盗系统运行总况

 一、汽车防盗产品亟待升级

 二、价格虽降质量过关的不多

 三、高科技在汽车防盗系统渗透情况

 第四节 2017年中国汽车防盗系统产业热点问题探讨

  

 第五章 2017年中汽车防盗技术面面观

 第.一节 机械锁简易辅助防盗设备

 一、机械锁应用现状综述

 二、热点产品市场运行透析

 1、盘锁

 2、排挡锁

 3、油门锁

 第二节 电子防盗

 一、电子式防盗锁应用广泛

 二、电子防盗热点产品分析

 1、中控式防盗

 2、单向防盗器具

 3、双向防盗器

 三、电子防盗应用优势与漏洞

 第三节 芯片数码防盗

 一、芯片数码防盗现代汽车防盗主流

 二、进口高档车、国产合资品牌车型均已装有原厂芯片防盗系统

 第四节 网络防盗

 一、现阶段应用于少数高端车型

 二、普及应用壁垒

 三、网络防盗未来发展的方向

  

 第六章 2017年中国汽车防盗器行业市场供需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17年中国汽车防盗系统市场现状综述



 一、汽车防盗器市场喜忧参半

 二、市场混乱质量堪忧汽车防盗

 第二节 2017年中国汽车防盗系统热点产品市场调研

 一、机械式防盗器（已经基本被淘汰）

 二、电子式防盗器（分单向、双向，电子式防盗占据现在汽车防盗器的大部分分额）

 三、GPS，GSM防盗器（价格等诸多因素限制了该类型防盗器推广）

 四、活体指纹防盗器（是目前汽车防盗器中唯一没有破解方法的产品）

 第三节 2017年中国消费者选购汽车防盗产品影响因素

 第四节 解码器对汽车防盗市场的影响分析

  

 第七章 2012-2017年中国机动车辆防盗装置进出口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12-2017年中国机动车辆防盗装置进口数据分析

 一、进口数量分析

 二、进口金额分析

 第二节 2012-2017年中国机动车辆防盗装置出口数据分析

 一、出口数量分析

 二、出口金额分析

 第三节 2012-2017年中国机动车辆防盗装置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第四节 2012-2017年中国机动车辆防盗装置进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一、进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二、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第八章 2017年中国汽车防盗器市场运行新格局透

 第.一节 2017年汽车防盗器产业集群与重点区域分析

 一、主要区域及发展状况

 二、各区域经济效益对比

 三、各区域重点企业点评

 第二节 2017年中国汽车防盗器企业竞争力分析与行为

 一、国有企业竞争力与走向

 二、外资企业

 三、民营企业扩张与份额

 四、内外资重点企业综合



 五、主要品牌与海外扩张

 第三节 2017年中国汽车防盗器重点省市竞争力评价与分析

 一、在全国的地位

 二、政策导向与主要竞争力指标分析

  

 第九章 2012-2017年中国汽车防盗器重点企业关键财务指标分析（企业可自选）

 第.一节 宁波闳光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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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江西省子龙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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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敦扬科技（无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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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鄢陵县大马乡金马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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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呈顺电子(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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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 中山市宏茂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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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北京加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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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节 宁波百力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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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节 北京民安达安防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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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节 深圳市明电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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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2012-2017年中国汽车用品行业市场运行动态分析

 第.一节 2012-2017年中国汽车用品市场状况分析

 一、外国汽车用品品牌涌入中国市场

 二、汽车用品的品牌与连锁分析

 三、汽车用品市场价格竞争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四、汽车用品市场销售渠道分析

 五、汽车用品市场广告的投放策略



 第二节 2012-2017年中国主要地区汽车用品交易市场发展

 一、北京主要汽车用品市场简况

 二、上海汽车用品市场火爆

 三、广州汽车用品行业发展状况

 四、山东主要汽车用品市场调研

 五、沈阳汽车用品行业整体状况

 第三节 2012-2017年中国汽车用品行业的问题及策略分析

 一、中国汽车用品行业缺乏核心竞争力

 二、汽车用品交易市场的缺陷

 三、培养汽车用品行业的消费群体

  

 第十一章 2018-2024年中国汽车防盗器行业趋势预测分析分析

 第.一节 2018-2024年中国汽车防盗器产业趋势分析

 一、中国汽车产业前景及对汽车防盗系统的影响

 二、汽车防盗器行业技术开发方向

 三、看好智能化优势汽车防盗发展的四大方向

 第二节 2018-2024年汽车防盗器行业市场预测分析

 一、中国汽车防盗器系统市场供给预测分析

 二、中国汽车防盗器系统行业现状分析分析

 三、中国汽车防盗器系统进出口贸易预测分析

 第三节 2018-2024年中国汽车防盗器市场盈利预测

  

 第十二章 2018-2024年中国汽车防盗器行业投资规划建议研究 

 第.一节 2017年中国汽车防盗系统投资概况

 一、中国汽车防盗系统环境分析

 二、中国汽车防盗系统投资价值研究

 第二节 2018-2024年中国汽车防盗器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区域投资潜力分析

 二、投资吸引力分析

 第三节 2018-2024年中国汽车防盗器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一、宏观调控风险

 二、行业竞争风险



 三、技术创新风险

 四、其他风险

 第四节 专家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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