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式进入汽车社会前的产品及市场营销竞争-

专题调研报告

■分析全球汽车制造商如何通过亚洲专用车型确保市场份额

■展望韩国·马来西亚·印度等亚洲民族系制造商的成长·发展战略及竞争力

■概观各国围绕扶持本国市场和建设出口基地等2010年产业目标而采取的汽车产业政策
■鸟瞰全球汽车制造商如何为了获得亚洲市场影响力而强化产品竞争能力

□泰      国：伴随Eco Car计划启动，如何协调中产阶层需求与低油耗车发展备受关注

□印度尼西亚：为实现2020年450万辆销量，以小型MPV为中心培育汽车产业和市场

□马 来 西 亚：Proton选择自主发展，与Perodua及外国制造商共同促使市场竞争更为激烈

□菲  律  宾：在禁止进口二手车取得成效的同时，重新鼓励投资增产和建设出口基地

□越      南：政府意在扩大内需增加税收，与旨在构建产业基础的汽车业界展开角力

□印      度：塔塔Nano的投放势必引发全球汽车制造商就小型廉价车展开竞争

□韩      国：为跻身全球5强，如何扩大内需和培植国际水准的零部件产业值得关注

□台      湾：岛内需求低迷，力图通过加强在华事业、出口及电子零部件产业等维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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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各汽车制造商的中长期战略、人事

组织、财务、生产和设备投资计划、技术

研发体制、零部件采购政策、海外事业、

产品投放及营销规划、资本及技术合作等

各方面的最新动向。

◆分析各制造商针对新兴地区的发展战略

及世界战略车型的投放现状及计划。

◆将新兴国家中发展较快的汽车制造商达

西亚（罗马尼亚）、Mahindra&Mahindra
（印度）、Ashok Leyland（印度）、上
汽通用五菱（中国）等纳入分析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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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亚洲汽车制造商

●顺应全球汽车产业发展趋势，每月定期发布各国
产业政策研究以及汽车制造商、零部件供应商事业动
向分析的月度调研报告。

●每月向中国汽车业界人士提供高信誉度调研公司--
日本FOURIN发行的3类日文调查月报中精选报告的
中文版。每期19篇分析报告将向读者全面而及时地
揭示世界汽车产业发展最新动向。

●涵盖亚洲各国汽车制造商及零部件供应商的事业
动向分析、汽车产销动向及市场走势预测。

●关注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北美市场的汽车制造商经
营动向及市场发展趋势。定期分析欧洲、中南美洲、
非洲、中东及大洋洲各国汽车制造商的事业动向。刊
载世界27国月度汽车生产数据和46国月度汽车销售
数据，及各主要世界制造商市场份额动向。

亚洲汽车产业
2008

(不含中国和日本)

※规格：A4/363页　　※发刊日期：2008年8月　　※价格：7,800元/册(含国内邮资，只提供印刷版)

……………………………………………1
………………………………………………………………………43
 ………………………………………………………………………89

……………………………………………………………………135
……………………………………………………………………185

………………………………………………………………223
……………………………………………………263

…………………………………………………305
…………………………………………………………443

……………………………………………………………473

本产品为非书店销售调研报告，
下表为本报告的订单，如果您要
订阅多种资料，请选择综合订阅
申请表，或直接与本公司营业部
联络，E-mail：china@fourin.cn

　　2007年除日本和中国以外的亚洲9国及地区(韩国、台
湾、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印
度、巴基斯坦)的汽车产量已超过900万辆，而亚洲10国及地
区(亚洲9国及地区+新加坡)的汽车销量也已超过550万辆，
此外，该地区汽车出口总量也超过260万辆。
　　亚洲各国将在2010年前后逐渐步入汽车化社会，民族
系汽车制造商、外资系汽车制造商制定了与之对应的增产
和新产品投放计划，并根据汽车社会的需要，不断地降低
成本、改善品质和提高性能。同时，于2004年前后上市并
已形成现有销售基础的主力产品，将于2012年前后迎来车

型换代期，为此各制造商均力争开发出富有特色的产品。
此外，为了迎合汽车社会的主流趋势并捕捉不同消费群体
的市场需求，各制造商还纷纷强化商品策划和产品开发，
在市场营销能力方面一争高下。
　　《亚洲汽车产业2008》在对亚洲各国及地区(不含中国
及日本)的汽车产业现状和市场动向进行把握的同时，特别
将直接关系未来走势的产业政策动向、市场趋势及各制造
商面向2010年的产品及营销计划等作为分析重点。
　　希望本报告能够为贵公司制定亚洲市场战略及营销计
划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

●规格：A4/363页 ●发刊日期：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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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丰田

5．丰田集团：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获得市场主导权，
力争恢复市场份额

丰田集团在亚洲(除日本和中国、下同)，以丰田主体为核心，在加强与大发/Perodua、日野及集团零

部件制造商合作的同时逐步拓展事业，不仅扩大了产销规模，增强了研发机能及统筹机能，还注重强化独

立自主的发展能力。其结果是，亚洲事业获得快速发展，并且因其高收益成为集团的重要事业。但是，受

到燃料价格高涨及主要销售国家政局不稳的影响，丰田在亚洲的汽车销量于2005年达到顶峰，2006年销量

同比下滑。2007年虽然销量有所提升，但无法恢复到2005年的销量水平。这一时期，由于在华销售规模的

快速扩大，在丰田汽车全球销量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比例扩大，不过，除中国之外的亚洲其他地区

所占比重在经历2006年下降之后，2007年维持同比持平。

丰田在亚洲以泰国为中心积极推动事业集约化发展。此外，在亚洲的主要国家分别建立汽车及汽车组

件的生产基地，通过构建各具特色的生产网络，对各国产业发展做出贡献，并积极实施事业发展战略，力

争扩大当地销售份额。尤其是，丰田以2004年底投放的IMV系列皮卡(以泰国及印度尼西亚为主要生产基

地)为契机，一方面通过集中生产主要组件及多种组成零部件突出了将泰国作为生产基地的作用，另一方

面，通过在亚洲各主要国家开展分工生产、实现生产互补，维持和扩大各国销售基础。同时，在2004年初

上市的Avanza/Xenia(u-IMV)项目中，将大发设在印度尼西亚的子公司作为生产中心，向丰田设在亚洲

地区的基地供应整车及CKD组件。

IMV及u—IMV项目均是通过集中生产获得规模效益，丰田利用这一点在泰国及世界市场中成功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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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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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 Car计划加速汽车及零部件生产的集聚化发展

及出口基地化建设

泰国政府于2004年初发表了“亚洲的底特律”计

划，明确提出力争把泰国打造成为亚太地区的汽车

及零部件生产和出口核心基地。此后，又于2006年

2月发表了第2次汽车产业基本规划(2007～2011年、

第2次基本计划)。该计划提出了具体的生产和出口目

标，并明确了实现目标的投资计划。

在第2次基本计划中明确增添到2011年将汽车生

产规模扩大至200万辆的目标，其中100万辆用于出

口。此外，还制定了将摩托车生产及出口规模分别扩

大到400万辆和200万辆，将汽车零部件出口额扩大到

4,000亿泰铢的目标。为实现目标，将投资数十亿泰

铢，力争通过获得研发能力，加强人才培养，将泰国

培育成为具有成本和技术双国际竞争力的零部件产

业。但是，由于军事政变及原油价格的攀升及维持高

位导致国内市场衰退，根据截至2007年底的预测，到

2011年汽车生产将达到180万辆，但是2007年下半年

也有观点认为到2010年汽车生产将停留在160万辆，

实现180万辆目标将延迟到2012～2013年。

由于汽车生产增幅减缓，泰国政府于2006年11

月重新启动了在第2次基本计划中冻结的Eco Car计

划。此举表明泰国旨在集中力量生产继皮卡之后的

发展战略车型－－小型乘用车，增加乘用车领域迄

今为止不充足的国内投资，并将国内汽车及零部件

产业进一步集中，巩固出口基地地位。泰国还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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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印度

1．印度：内需扩大带动出口竞争力加强，
汽车产业力求内外双增长

印度的汽车产业，自1991年放宽对外资的限制以来，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持续保持增长。汽车销售规模于

1990年代前半期开始迅速扩大，1996年突破70万辆。此后，于1998年再次回落至65万辆，但在次年的1999年又

重新回升至85万辆。2002年以后，政府进一步放宽对外资的限制，由此经济迅速增长，同时也带动了汽车市场

的迅速扩大。此外，一直作为奢侈品缴纳高额税率的汽车被定位为消费产品，以及汽车贷款得到普及均推动了

2002年以后市场的扩大。印度汽车产业2007年的产量为224.6万辆、销量为199.0万辆、出口量为25.2万辆，与

2002年相比，销量增长2.3倍、产量增长2.5倍、出口量增长3.2倍。当前的印度汽车产业，已由培育阶段转入

发展阶段，迎来了应对内需和面向出口双方面的生产扩大。

为适应汽车产业的发展，印度重工业省于2006年12月公布了汽车产业10年计划《Automotive 

Mission Plan 2006-2016》（以下简称AMP）。印度计划通过“官产一体”进一步推动汽车产业的发

展,并提出到2016年实现汽车产业总销售收入达1,220亿～1,590亿美元、占印度制造业30～35%/占GDP

总体10%的产业目标。此外，AMP中还指出，将重点发展小型乘用车和汽车零部件，并在培育国内产业

的同时提高出口竞争力，将印度打造成为小型汽车和零部件的国际化核心生产基地。因此，出口地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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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亚洲各国为奠定发展基础
而制定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
报告亚洲各国为奠定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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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日益激烈的亚洲汽车市场

第 1 章    亚洲汽车产业的现状和未来展望
1．产业概观：由于印度和泰国市场的扩大，亚洲汽车产业规模超过900万辆
◇生产及出口基地的壮大和获得自主基础
◇亚洲浓缩了世界汽车制造商间的竞争
◇亚洲作为摩托车及其零部件的生产基地的发展可能性
2．市场概观：预计到2015年将由2007年的555万辆增加到1,200万辆以上
◇2007年亚洲汽车销售由2006年的停滞逐渐恢复
◇摩托车市场的扩大和潜在需求的增大
3．特集：亚洲各国兴起的市场营销・成本竞争
◇符合泰国政府Eco Car计划的市场应对策略
◇印度塔塔Nano投放市场带来的冲击
◇印度市场的主流向A2级及以下紧凑型细分市场转移
◇亚洲市场整体大量多功能车
4．细分市场动向：销售规模扩大及日益细分化的小型乘用车市场
◇小型乘用车市场的两大变化及发展方向
◇高档高级乘用车扩销
◇具备乘用车特征和商用车市场需求的多用途车事业
5．零部件产业：为实现当地采购、提高出口竞争力，亚洲各国争相发展优势产品
◇泰国：受Eco Car计划影响，积极发展乘用车零部件
◇印度：超廉价车生产计划和相关产业政策
◇以发展独立产业为目标的亚洲各国
◇直接关系到提高零部件技术水平的安全及环境标准

第 2 章    全球汽车制造商在亚洲的事业动向
1．现代汽车集团：实现2010年600万辆产量目标的关键在于，
                                          扩大亚洲事业及加强收益基础
2．塔塔汽车：加快扩充产品线及加强与外商合作，力争扩大国内外市场份额
3．Mahindra & Mahindra：加强现行产品侧重战略，
                                           借与外商合作扩大国内外业务
4．Proton：通过自主再建设强化成本管理、扩大海外事业进一步改善经营体制
5．丰田集团：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获得市场主导权，力争恢复市场份额
6．本田：为了实现2010年150万辆的销售目标，
                                     在中国、泰国、印度大规模开展事业
7．日产：以在华事业为轴心，加强在印度及泰国的事业，
                                           台湾及新加坡的事业持续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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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铃木：以印度Maruti Suzuki和开展泰国新事业为中心，旨在扩大销量
9．五十铃：通过扩大涉足东盟国家的经营事业及正式开展印度事业，
                                                 力争加强事业发展根基
10.三菱汽车：亚洲已成海外最大盈利地区，计划依托泰国、中国扩大事业
11.通用：加强中国和印度事业，通过增强通用大宇的研发能力，
                                   力争到2012年实现10%的亚洲市场份额
12.福特/马自达：泰国、印度小型战略车投产准备工作正在进行
13.大众集团：2007年起正式开展印度事业，东盟事业重建有待关注
14.戴姆勒集团：梅塞德斯着力开拓中国市场、三菱扶桑强化东盟销售
15.标致雪铁龙：继中国之后，在南亚、东南亚建立量产基地

第 3 章    东亚汽车产业
1．韩国：优化国内外事业体制及提升海外产量，力争进入全球汽车四强行列
◇重视环保，以此应对日益充实的自由贸易协定及向发达国家的出口业务
◇出口增加及生产研发基地的强化，拉动2007年产量首次突破400万辆
◇现代汽车和起亚协调国内外事业的全球战略
◇主导市场复苏的轻自动车新规生效及各制造商产品线扩充
◇SUV领域产品多样化及高级乘用车市场产品投放频繁化
◇进口车市场的量产车型扩销及日系量产品牌车型增加
◇国内零部件产业致力于形成国际水平的技术、品质及成本竞争力
2．台湾：岛内市场滞销及扩大中国大陆事业和增加出口的对外战略
◇岛内市场萎缩，亟待加强多品种低产量体制及扩大出口
◇中华汽车和裕隆汽车加强中国大陆事业
◇岛内40万辆中期销售规模及亟待复苏的消费市场
◇政局稳定和新车换代需求推动市场复苏
◇加盟WTO后的下调关税严重影响进口车市场
◇通过加大对美国市场OEM和维修零部件供货，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零部件产业将继续加强在中国大陆的事业
◇推动车载电子零部件产业走向高附加值产品领域

第 4 章    东南亚汽车产业
1．泰国：Eco Car计划启动，小型乘用车投资扩大，力争实现200万辆产能
◇Eco Car计划加速汽车及零部件生产的集聚化发展及出口基地化建设
◇原油价格攀升及政局不稳导致2006～2007年汽车市场滞退，
                                   预计2008年以后乘用车将带动市场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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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增加及FTA扩大，推动汽车制造商积极进军泰国市场
◇E20燃料汽车物品税下调及Eco Car计划的实施将带动乘用车市场扩大
◇出口带动汽车生产扩大，加之Eco Car计划的实施，
                                       2010年以后汽车产量将达200万辆
◇Eco Car计划启动在即，各汽车制造商纷纷着手准备
◇整车出口基地逐渐形成，中东、澳大利亚成主要出口国
◇零部件产业集聚扩大，亟待加强开发能力及乘用车领域零部件产业发展
◇2006～2007年期间，政局不稳等因素导致摩托车市场缩小
2．印度尼西亚：2015年汽车目标产量为150万辆，
                                       亟待制定汽车产业发展的具体措施
◇旨在2025年实现400万辆产量的新产业政策
◇如果发挥最大潜能，2010年汽车销量有望达到75万辆
◇首次买车取代置换及增购，小型多功能车需求量上升
◇金融销售促使汽车销量增加，日本商社等扩大了事业规模
◇加快扩大小型多功能车的生产规模，预测2010年汽车产量将达100万辆
◇主要促进对标准功能零部件等的投资，力争零部件产业获得发展
◇作为世界三大摩托车国家之一，力争在摩托车及其零部件产业上获得新发展
3．马来西亚：扶植乘用车出口基地建设及实施针对非国民车制造商的鼓励政策
◇亟待实施招商引资政策
◇汽车市场需求扩大及Proton新车型刺激需求
◇内需扩大有望拉动2008年生产复苏
◇以国民车制造商为主的出口基地建设方针
◇加强国际竞争力的零部件产业
4．菲律宾：步入市场恢复期
                   为了实现销售20万辆、出口5万辆的目标，探索发展战略
◇市场恢复期所必须的、明确的产业发展路线
◇根据与东盟地区以外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进展情况，
                                             如何构建生产基础值得期待
◇由商用车带动市场恢复，经济型细分市场的乘用车新车投放较为活跃
◇禁止进口二手车的措施提前收效，Jeepney需求有可能缩小
◇作为零部件生产的候补基地，菲律宾零部件产业将继续扩大海外出口
◇由当地零部件制造商提出的PhUV项目，逐渐向EV车型方向发展
5．新加坡：限制发行COE，导致车市整体需求下降及市场竞争激化
◇受保有量激增影响，2009年以后限制发行COE
◇汽车总体销量减少和高级品牌车扩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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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越南：有待制定明确的中长期汽车产业发展战略
◇汽车产业发展政策有待明确核心车型
◇中国品牌货车和乘用车发挥带动作用，2007年越南国产车销量倍增
7．柬埔寨：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汽车市场不断扩大，
                                     由二手车向更加安全的新车市场转换
◇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汽车市场不断扩大
◇由于安全意识的提高，需求由二手车向新车转换
8．老挝：经济作物和电力出口拉动经济发展，摩托车和汽车销量增加
◇国内汽车市场以皮卡为中心销量不断增大
◇各汽车及摩托车制造商强化销售体制力争扩大市场

第 5 章    南亚汽车产业
1．印度：内需扩大带动出口竞争力加强，汽车产业力求内外双增长
◇新车型投放加速的印度小型乘用车市场
◇A2级紧凑型细分市场带动汽车销售
◇2007年汽车产量突破220万辆，各制造商计划增强产能
◇整车出口以小型乘用车为中心不断扩大
◇由于超廉价乘用车的投放，亟待重新构筑具有竞争力的三轮车事业
◇高利率直接冲击中产阶级的贷款消费，2007年摩托车销量低于上年
◇零部件产业通过削减成本应对卢比升值，加强出口基地建设
2．巴基斯坦：为实现2011年50万辆的年产目标，强化扩大零部件生产及取得技术
◇2008年新汽车产业政策启动，加强建设零部件产业与取得技术
◇受利率上调、年末政局不稳的影响，2007年汽车市场发展减速
◇实施投资优惠政策，争取2011年度实现50万辆的乘用车年产目标
◇为了构建年产50万辆的生产体制，培育零部件产业
◇由于内需扩大产能不断增强的摩托车产业

附录    亚洲汽车产销量统计及主要事业基地·相关团体一览
1．亚洲汽车产量・销量统计
2．世界汽车制造商的亚洲主要事业基地一览
3．亚洲地区与汽车产业有关的团体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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