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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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载货车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载货

车行业相关概述、中国载货车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载货车行业的现状、中国载货车行

业竞争格局、对中国载货车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载货车产业发展前景与投

资预测。您若想对载货车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载货车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

的重要工具。

    中国汽车工业的传统优势在载货车，中国载货车发展的现实水平及与国际汽车制造业的比

较优势也有利于大力发展载货车。中国载货车市场，曾经以&ldquo;中卡&rdquo;为主导

，&ldquo;缺重少轻&rdquo;，在这种背景下，一度出现东风与一汽两强对弈的竞争格局。伴随

着载货车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和产品结构的调整，载货车市场竞争，由&ldquo;中卡&rdquo;演化

成重卡、中卡、轻卡、微卡等领域的多元竞争力分析。中国载货车市场竞争，也因此由粗放

走向细分，各细分市场的竞争格局异彩纷呈。

     中国是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从农业国向工业国、从

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向发达的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之中。这一巨大的社会进步和社会变迁，必然

会带来市场对载货车的巨大需求。这是中国做强做大载货车自主品牌的坚实基础，也是中国

汽车工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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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3年中国载货车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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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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