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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增长放缓的背景下竞争激化、新政出台等，业界开始探索全新竞争规则

（根据CAAM数据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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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11年汽车产量同比增长0.8%至1,842万辆，在购车激励措施退出和货币紧缩政策出台的影响下，增

长率降到入世以来最低水平。2012年预计市场增长将继续放缓，因此中国汽车制造商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以保

证投产率的同时、开始扩充高端车产品阵容以带动收益水平提升。外资系汽车制造商在即将向市场投放合资

自主品牌汽车前，通过开设本土研发中心着手开发满足当地市场需求的产品、扩大采购本土零部件增强成本

竞争力。此外，中国政府在市场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对外资系汽车制造商提出了与其中国合作伙伴联手培育

合资自主品牌、引进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先进技术的要求。

本调查报告从汽车产业的基础信息和数据入手，整理了汽车产业·市场的现状和最新政策动向、展望了

汽车制造商间的竞争焦点。由衷希望本书能为中国汽车业界各方人士在展开日常工作和制定中长期事业计划

时作为参考资料，提供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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