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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汽车悬架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汽车悬

架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汽车悬架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汽车悬架行业的现状、中国汽车

悬架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汽车悬架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汽车悬架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汽车悬架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汽车悬架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汽车悬架是保证乘坐舒适性的重要部件。同时，汽车悬架做为车架（或车身）与车轴（或

车轮）之间作连接的传力机件，又是保证汽车行驶安全的重要部件。因此，汽车悬架往往列

为重要部件编入轿车的技术规格表，作为衡量轿车质量的指标之一。

    未显示数据请查阅正文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汽车悬架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21

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制造业出口交货值累计值达2255.3亿元，期末产量比上年累计增长46.4%。   

                               指标   2021年6月   2021年5月   2021年4月   2021年3月   2021年2月     汽车制造业出

口交货值当期值(亿元)   396.1   417.4   371.5   394.7   　     汽车制造业出口交货值累计值(亿元)  

2255.3   1863.8   1436.1   1081.2   677.6     汽车制造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33.7   84.7   36.3   28.3 

 　  汽车制造业出口交货值累计增长(%)46.449.642.446.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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