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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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互联网+重型货车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介绍了互

联网+重型货车行业相关概述、中国互联网+重型货车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互联网+重

型货车行业的现状、中国互联网+重型货车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互联网+重型货车行业做了

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互联网+重型货车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互联网+

重型货车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互联网+重型货车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

工具。

2016年12月重型货车生产汇总表（辆）                           指标名称             本月

             完成             本期止

             累计             同期止

             累计             比上月

             增长%             比同期

             增长%             比同期累

             计增长%                               重型货车             15560             156888             122114             -4.87            

64.62             28.48                               其中：柴油汽车             15452             156481             121735            

-5.19             63.69             28.54                               汽油汽车             0             0             0             0             0            

0                               普通混合动力             0             0             0             0             0             0                               插电

式混合动力             0             0             0             0             0             0                               纯电动             5             8    

        25             0             0             -68                               燃料电池             0             0             0             0             0       

     0                               天然气             103             399             354             71.67                           12.71                        

      其他替代燃料             0             0             0             0             0             0                               其中：普通货车     

       6983             74823             25046             -14.19             221.35             198.74                               多用途货车 

           5             5             0             0             0             0                               全挂牵引车             70             1319            

1885             6.06             -57.06             -30.03                               越野货车             158             2018             3685  

          -14.13             38.6             -45.24                               专用作业车             346             3696             3685         

   -7.73             -25.59             0.3                               专用货车             1755             13716             41052            

61.16             -43.64             -66.59                               自卸车             6243             61311             46761            

-4.03             82.38             31.12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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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2月全国重型货车销量数据分析（辆）                           指标名称             本月

             完成             本期止

             累计             同期止

             累计             比上月

             增长%             比同期

             增长%             比同期累

             计增长%                               货车总计             241622             2373847             2256496             16.3          

  12.46             5.2                               重型货车             13049             161437             129995             -22.01            

12.76             24.19                               其中：柴油汽车             12943             160893             129520            

-22.21             12.38             24.22                               汽油汽车             0             0             0             0             0           

 0                               普通混合动力             0             0             0             0             0             0                               插电

式混合动力             0             0             0             0             0             0                               纯电动             5             8    

        25             0             0             -68                               燃料电池             0             0             0             0             0       

     0                               天然气             101             536             450             8.6             83.64             19.11                   

           其他替代燃料             0             0             0             0             0             0                               其中：普通货车

            4549             72498             25902             -44.28             49.25             179.89                               多用途货

车             5             5             0             0             0             0                               全挂牵引车             76             1320     

       1884             18.75             -53.09             -29.94                               越野货车             411             1908            

3695             49.45             -8.46             -48.36                               专用作业车             276             3519            

4675             7.39             -33.49             -24.73                               专用货车             1451             13573            

42700             66.78             -48.07             -68.21                               自卸车             6281             68614            

51139             -11.56             33.52             34.17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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