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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 通用 丰田 铃木 菲亚特 福特 本田现代/起亚 雷诺/日产

【主要汽车制造商的金砖四国产能扩张计划】

大众 通用 现代/起亚 雷诺/日产 丰田 铃木 菲亚特 福特 本田

  在华产能计划
扩大至300万辆。
与铃木合作在印
度推出战略车
型。美国战略、
清洁DE的发达国
家战略一并推出。

  在华产能计划
扩大至300万辆。
计划在印度和巴
西生产超低价格
车型。

  继在中国和印
度取得飞跃发展
后，向俄罗斯和
巴西投资进行本
地生产。

  活用AvtoVAZ
等本土系制造商
开拓新兴国家市
场。力争构建在
华100万辆体制。

  强化在华100
万辆体制。以
2010年的印度市
场为开端，计划
将EFC模式也导入
巴西市场。

  保持Maruti在
印度的市场地位，
构建125万辆体
制。以强化在华
事业作为下阶段
工作重心。

  确立巴西的第
一海外市场地位。
改变对俄罗斯、
中国、印度计划，
强化上述地区市
场，关注新款
Palio。

  慎重开展新兴
国家事业的同时，
为稳固在中国和
印度的事业基础
扩大投资。以廉
价B级车为主开
拓市场。

  在摩托车事业
基础上开展金砖
四国事业。2011
年导入NSC正式
在新兴国家开始
生产。

www.fourin.cn北京

    各国汽车制造商根据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的经营环境变化，纷纷加快转换发展战略。为了应对新兴国
家市场的迅速扩大，继日产Micra之后，丰田推出了Etios、本田推出了NSC，旨在2011年以前实现上市的
各种全球战略车型计划陆续启动，各制造商在新兴国家市场上的竞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此同时，依
托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市场的不断扩大，汽车制造商享受到了产业规模扩大的喜悦，但在新兴国家市场上与
当地资本制造商之间的竞争却将日益激烈。另一方面，在复苏缓慢但拥有近4,000万辆规模的发达国家市场
上，降低产品油耗的市场需求涌现，有关获得EV等换代技术的经营动向日渐活跃。
   《FOURIN世界汽车制造商年鉴》自2002年创刊9年来，一直通过收集多领域的事业动向和基础数据，着
眼于全球汽车制造商的经营变化。2011年版在新增比亚迪汽车和中国长安之后，经营概况的收录范围扩大
为全球45家制造商。同时还以特集的形式，刊载并分析了影响汽车制造商今后发展潜力的新兴国家事业、
以及获得环保技术的相关战略。
    敬请您在预览本简介以后，与相关部门协商，在市场由复苏重回增长轨道的重要时期，将本报告作为
您制定相关事业战略的参考资料使用。祝您事业更上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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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汽车制造商年鉴
面临全球化新局面、各制造商在低成本车、小型车及环保技术领域展开角逐

・

・
・

・

・

各制造商重新配置经营资源，应对新兴国家需求骤增和发达国家低油耗需求扩大

世界汽车制造商年鉴
发刊介绍

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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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　制定2010～2012年生产计划（2010年8月）】

经营战略

丰田在丰田章男新社长的带领下，通过在其就任第

1年的2009年度彻底削减支出而实现了扭亏为盈。丰田

将2010年度定位为积极迈向发展的时期，计划以“换代

环保车型”和“新兴国家”两个重点为中心投放经营资

源。2010年8月制定出今后3年间的汽车生产计划，提出到

2012年使全球产量达到860万辆，超过创造历史最高峰值

的2007年的853万辆。

为了按照计划实现增长，丰田提出到2012年在全球

范围内投放6种HV车型，还将具体实施新兴国家战略车

型EFC（Etios）的投放计划。在发达国家将以HV新款车

为中心提升汽车产量，而在新兴国家则致力于构建与投产

EFC相对应的生产体制。在印度及巴西正在推进新工厂的

建设，在中国和泰国仍在继续研讨通过扩建现有工厂及建

设新工厂两种方式投产EFC的相关事宜。

组织・人事

丰田在2010年5月1日实行新董事体制，主要变化是将

副社长由5名增加至6名。受大规模召回事件影响，通过增

加统管各领域的副社长人数，力图彻底增强提高品质的相

关措施。在副社长任命上，2009年6月就任的5名副社长得

以留任，新增加了小泽哲专务。小沢副社长在负责总务人

事、会计的同时，还接管了原由佐佐木副社长统管的欧洲

事业，使得佐佐木副社长更能致力于品质保证及客户服务

等领域。

同时，丰田还在2010年6月宣布了以在海外基地(当

地法人)选用外国负责人为中心的人事安排。在美国，

TMMTX和TMMI均出现了首位美国人社长，在欧洲的统

管公司TME也出现了首位当地籍社长。通过上述人事调

整，在丰田48个海外法人基地当中，由外国人担任负责人

的基地从10个增加至14个。

2010年8月，丰田表明制定出2010～2012年的汽车生产计划。

-　根据该计划，2012年丰田单独的全球产量将达到860万辆，超过

创造历史最高记录的2007年实绩（853万辆）。

-　到2012年不仅新款HV的投放日益活跃，以新兴国家为中心全球

各国的新工厂也将投产。

▽主要的新工厂投产计划
2010年底，印度第2工厂（生产Etios）

2011年秋，美国TMMMS（生产Corolla）

2012年上半年，中国长春第2工厂（生产Corolla）

2012年下半年，巴西第2工厂（生产Etios）

▽全球生产实绩/计划

【丰田　计划到2012年追加6款HV（2010年9月）】

【丰田　宣布进军轻自动车市场（20丰田在2010年9月）】

丰田在2010年9月表明，在2012年之前将在全球范围内新投放6款

HV（内山田副社长透露）。

-　虽然未公布投放市场及详情，但预计将以日本及美国作为主要市

场。

-　6款车中，Lexus CT200h、FT－CH（基于Vitz的HV）、基于

Prius的MPV等车型的投放时间已经确定。

 (根据丰田公布资料、各种报道制作)

丰丰田在2010年9月28日宣布，在日本市场上由大发OEM供应轻自

动车，并以丰田品牌销售的计划。

-　在日本市场上，通过进入销售比率较高的轻自动车市场，力争抑

制有轻自动车购买需求的顾客脱离丰田。

-　计划在2011年秋以后，逐步投放3款（Move Conte及Hijet已经确

定）轻自动车。

-　上述3款车型投产后，预计将年销6万辆左右。不过，据说轻自动

车的OEM供应量由大发决定。

-　轻自动车的预定销售渠道是Corolla店とNetz店（合计约2,900

家），但在轻自动车需求较高的部分地区（九州及四国等15

县），丰田店及Toyopet店也将经营该业务。

 (根据丰田公布资料、各种报道制作)

【丰田　经营体制（截至2010年10月）】

【丰田　主要产品投放时间及计划（日本）】
◎新投放、●全面改款、×废止

（根据丰田公布资料制作）

国内生产 海外生产 全球生产
2007年实绩 423万辆 431万辆 853万辆

2008年实绩 401万辆 420万辆 821万辆

2009年实绩 279万辆 358万辆 637万辆

2010年计划 324万辆 437万辆 761万辆

2011年计划 332万辆 472万辆 804万辆

2012年计划 340万辆 520万辆 860万辆

注：对实绩的1万辆以下进行了四舍五入。

▽Lexus品牌（HV除外）
车型名称 ～2010年8月 2010年9月～

LS（高级三厢） ◎2006年9月 ●2014年

GS（高级三厢） ◎2005年8月 ●2012年

IS（中型三厢） ◎2005年9月 ●2012年

IS-F（中型三厢） ◎2007年12月 未定

IS250C（三厢跑车） ◎2009年5月 未定

SC（高级跑车） ×2010年7月 �

LF-A（高级跑车） � ◎2010年末

RX（中型SUV） ◎2009年1月 n.a.

▽混合动力车（丰田/Lexus品牌、弱度HV除外）
车型名称 ～2010年8月 2010年9月～

Prius ◎2009年5月 n.a.

Prius Plug-in HV ◎2009年12月 n.a.

SAI（中型三厢） ◎2009年10月 未定

新2BOX车 � ◎2011年

新3排座MPV � ◎2011年

Crown HV ◎2008年5月 ●2012年

Harrier HV ◎2005年3月 未定

基于小型SUV的HV � ◎2012年

Estima HV ◎2006年6月 ●2012年

Lexus CT200h（2BOX车） � ◎2011年

Lexus HS250h ◎2009年7月 未定

Lexus LS600h ◎2007年5月 n.a.

Lexus GS450h ◎2006年3月 ●2013年

Lexus RX450h ◎2009年1月 n.a.

注：未标Lexus的车型为丰田品牌。 （根据丰田公布资料、各种报道制作）

▽丰田品牌（HV除外）
车型名称 ～2010年8月 2010年9月～

Century（高级三厢） ●1997年4月 未定

Crown（高级三厢） ●2008年2月 ●2012年

Crown Majesta（高级三厢） ●2009年3月 n.a.

Mark X（中型三厢） ●2009年10月 n.a.

Camry（中型三厢） ●2006年1月 ●2011年

Premio/Allion（小型三厢） ●2007年6月 n.a.

Blade（小型HB） ◎2007年12月 未定

Crolla（大众三厢） ●2006年10月 ●2012年

Auris（大众HB） ◎2006年10月 ●2012年

Ist（1升HB） ●2007年7月 未定

Belta（1升三厢） ◎2005年11月 ●2011年

Vitz（1升HB） ●2005年2月 ●2010年末

iQ（1升HB） ◎2008年11月 未定

iQ Sport（1升跑车） ◎2010年8月 未定

Passo（1升HB） ●2010年2月 未定

Mark XZio（小型旅行车） ◎2007年9月 未定

Probox/Succeed（大众旅行车） ◎2002年7月 未定

Land Cruiser（大型SUV） ●2007年9月 n.a.

Land Cruiser Prado（中型SUV） ●2009年9月 n.a.

Hilux Surf（中型SUV） ×2009年8月 -

Harrier（中型SUV） ●2003年2月 ×2010年秋

Vanguard（中型SUV） ◎2007年8月 未定

RAV4（小型SUV） ●2005年11月 ●2011年

新小型SUV - ◎2012年

Rush（大众SUV） ◎2006年1月 ●2012年

Alphard/VELLFIRE（高级MPV） ●2008年5月 n.a.

HIACE 旅行车�REGIUSACE（中型MPV) ●2004年8月 未定

Estima（中型MPV） ●2006年1月 ●2012年

Ipsum（中型MPV） ×2009年12月 -

NOAH/VOXY（小型MPV） ●2007年6月 未定

Isis（小型MPV） ◎2004年9月 ●2011年

WISH（小型MPV） ●2009年4月 未定

Corolla Rumion（大众MPV） ◎2007年10月 未定

Sienta（大众MPV） ×2010年8月 -

Raum/Porte整合新型车（大众MPV） - ◎2012年

Raum（大众MPV） ●2003年5月 ×2012年

Porte（大众MPV） ◎2004年7月 ×2012年

Ractis（大众MPV） ◎2005年10月 ●2010年11月

bB（大众MPV） ●2005年12月 ●2012年

Passo Sette（大众MPV） ◎2008年12月 未定

Liteace/Townace（商用车） ●2008年1月 未定

Hiace/Regiusace（商用车） ●2004年8月 未定

Dyna/Toyoace（商用车） ●1999年5月 未定

Probox Van（商用车） ◎2002年7月 未定

Succeed Van（商用车） ◎2002年7月 未定

丰田 章男社长

内山田 竹志副社长

商品企划、技术

布野　幸利副社长

涉外 宣传、经营企划、（地区）中国 亚太 中东 非洲 中南美

新美　笃志副社长

生产企划、生产技术、制造、（负责地区）北美・中国

佐佐木　真一副社长

事业开发、信息事业、信息系统、采购、品质保证、

客户服务

一丸　阳一郎副社长

综合企划、国内营业

小泽　哲副社长

总务人事、会计、（负责地区）欧洲

 (根据丰田公布资料、各种报道制作)

现代汽车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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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式 名 称 】 

【总部所在国】
【总部所在地】
【 总 　 　 机 】 
【Ｆ Ａ Ｘ】
【Ｕ Ｒ Ｌ】
【 成 立 时 间 】

现代汽车/

Hyundai Motor Company

韩国

首尔特別市瑞草区

+82-2-3464-1114

+82-2-3464-3477

www.hyundai.com

1967年

【 注 册 资 本 】
【 法 人 代 表 】

【 员 工 人 数 】
【 股 东 构 成 】 
【 主 要 车 种 】
【 主 要 车 型 】
【 旗 下 品 牌 】

1兆4,889亿韩元（2009年12月底）

郑梦九（Chung Mong-Koo）

（会长兼CEO）

7万8,539人（集团合并、2009年底）

现代摩比斯20.78%、郑梦九会长5.17%

乘用车、商用车

Genesis、Sonata、Tucson、i10、i20

Hyundai

【 集 团 企 业 】
【 生 产 基 地 】

【 本 国 排 名 】

【 全 球 产 量 】
【合并销售额】

起亚

7国11家基地

（仅现代汽车，截至2010年10月）

产量1,606,879辆（第1位）、

销量702,678辆（第1位）

（仅现代汽车，2009年）

535万辆（集团合计、2009年）

91兆4,631亿韩元（2009年）

主要车型

土耳其(1)

韩国(3)

美国(1)
中国(2)捷克(1)

印度(2)

俄罗斯(1)

注：现代汽车出资的汽车生产基地，（　）内为基地数。不包括起亚工厂及委托生产基地。

注：产量以48国、销量以79国为统计对象。 ( 根据各国汽车工业协会及其同等机构数据制作 ) (根据现代汽车Annual Report、KOREA DART数据制作)

【现代汽车集团　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合并、2005～2009年）】【现代汽车集团　全球汽车产销量（2005～2009年）】

现代汽车集团现代汽车集团
韩国全线产品制造商，力争以700万辆全球产量跻身全球第四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0

20

40

60

80

100

0

600

1,200

1,800

2,400

3,000

（万辆）

产
量

销
量

（兆韩元） （亿韩元）

净利润（右坐标）

营业收入
（左坐标）

（年） （年）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i10 i20 i30 Avante/Elantra

Sonata/i40 Genesis Equus Tucson ix/ix35

样 本 页

摘自《第4章 日本汽车制造商》 摘自《第5章 亚洲汽车制造商》

归纳各制造商的近期重点事业动向并分析其事业战略！
            更有详实的经营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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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要汽车制造商的资本合作关系】

(FOURIN制作)

　

丰田

大发

日野

富士重工

五十铃

通用大宇

Holden

保时捷

斯堪尼亚

曼恩

宾利

奥迪 斯柯达

西亚特

伏尔加

达西亚Renault

三菱扶桑

法拉利

Pininfarina

Maruti Suzuki

菲亚特集团（343万辆）

克莱斯勒

玛莎拉蒂

欧宝/Vauxhall

吉利

塔塔汽车

Bertone

（11万辆）

现代汽车

起亚

铃木

日产 雷诺

通用

19.9%(2010.1～） 

54.2% 
99%以上

2.5%（预定）

100% 100% 100% 

100%

100%

33.2%*1

49.9%*

45.7%（71.8%） 

13.4% 
（17.4%） 

28.7% 
（29.9%） 

大众集团部分拥有表决权。

44.3%

战略性合作

15% 

25%+1股

80.1%
99.43%

3.1%

1.55% 

85% 
11% 
(2010年提高)

17.5%100%

3.1

% 1.55%

  

2011年1月预定IPO
85%

100%

20%*2 
（2009.6） 

6.8% 
100% 

100%

6% 

70.1%

%05%05

51.66% 16.48%

51.1% 5.89%

34.15% 

3.5%（2010.11～)

100%（2010.8～） 

100%（2008.6～） 

铃木/Maruti（241万辆）

戴姆勒
（M-Benz、Freightliner、EvoBus）

UD卡车 沃尔沃

Fiat Industrial 
（依维柯）

菲亚特（阿尔法·罗密欧、蓝旗亚）

萨博上汽集团
（SAIC） GM　India

本田
（300万辆）

三菱汽车(77万辆)

马自达(108万辆)

宝马（132万辆）

标致雪铁龙
（309万辆）

沃尔沃乘用车

捷豹路虎

福特
（478万辆）

阿斯顿 马丁

大众
（Bugatti）

兰博基尼

Karmann

KamAZ

大众集团（651万辆）

雷诺/日产集团（506万辆）
（31万辆）

戴姆勒集团（149万辆）

通用集团（677万辆）

丰田集团（832万辆）

现代汽车集团
（535万辆）

*1其控股公司Porsche SE向大
众出资，大众向Porsche SE旗
下的Porsche Zwichenholding 
GmbH出资49.9%。预计2011
年经营整合。

*2 2009年6月取得。合作

效果实现后拥有将持股提

高至35%、还完政府融资

后拥有将持股提高至51%

的选择权。

2010年2月，通用将其出售给荷兰跑车制造
商世爵(Spyker)

Mini平台及FF混合动力
系统的共同开发生产

SUV、EV的OEM
供应、俄罗斯合资
生产

2007．3　
福特出售

摘自《第1章 世界汽车制造商的竞争格局》 摘自《第2章 美国汽车制造商》 摘自《第3章 欧洲汽车制造商》

立足全球视野比较分析各汽车制造商战略
以图形解说合资关系及重组后的新集团体制！

戴姆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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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辆）

国家 生产企业 所在地
成立（投
产）时间

生产车型
产能 

（2008年）
产量*1 

（2009年）
员工人数 

（2009年末）
＜Mercedes-Benz Cars ＞

德国 M-Benz
Bremen 1938 C级（S、ES）、E级(CP、CB）、SLK、SL、GLK 36.3万辆 201,820 *2 12,635人
Rastatt 1992 A级、B级 25.2万辆 208,294 5,515人
Sindelfingen 1915 C级(S)、E级、S级、CL、CLS、SLS、Maybach 51.3万辆 323,628 *3 28,029人

法国 Smart Hambach 1997 ForTwo、ForTwo Electric Drive 13.6万辆 115,233 811人
匈牙利 M-Benz Kecskemet ( 2012) 基于次A级车型 10万辆计划 - 2,500人计划
＜Daimler Trucks、Mercedes-Benz Vans、Daimler Buses ＞

德国
M-Benz

Düsseldorf 1889 厢式车（Sprinter、VW Crafter） 14万辆 91,837 6,680人
Ludwigsfelde 1935 厢式车（Vario、Sprinter） 5万辆 24,520 2,432人
W �rth 1963 货车（Actros、Atego、Axor、Ecomnic）、Unimog 10万辆 48,328 11,008人
Gaggenau n.a. Unimog n.a. 1,875 n.a.

Evobus
Mannheim 1908 客车（Setra/M-Benz） 2,550辆 2,575 3,530人
Ulm/Neu Ulm 1991 客车涂装�组装（Setra） 2,550辆 2,772 3,813人

法国
Evobus Ligny-en-Barrois 1981 客车组立（Setra/M-Benz） 500辆 742 424人
M-Benz Molsheim 1967 M-Benz货车的改装 n.a. n.a. 503人

西班牙
M-Benz Vitoria 1981 厢式车（Viano、Vito） 10.6万辆 54,600 3,333人
EvoBus Samono 1998 客车用底盘 n.a. n.a. 264人

捷克 EvoBus Hol��ov 1998 客车车身制造 n.a. n.a. 391人

土耳其 M-Benz
Hosdere 1995 客车车身 涂装 改装（M-Benz） n.a. 2,773 3,415人
Aksaray 1986 货车Atego、Axor、Unimog n.a. 3,719 1,241人

俄罗斯
Fuso Kamaz *4 Chelny (2010） 扶桑货车（Canter）组装2010年～） n.a. - n.a.
M-Benz *4 Chelny (2010） M-Benz货车（Actros、Axor）组装（2010年～） n.a. - n.a.

产　品

梅赛德斯 - 奔驰在 2009 年 3 月对 E 级产品实施了全

线改款，2009 年对 S 级产品进行了局部改款。2010 年除

了作为 SLR McLaren 的后续产品投放了 SLS AMG 外，

仅投放了敞篷版 E 级车、并对 CL 级、R 级、小型厢式

车 Vito/Viano 进行了局部改款。2011 ～ 2012 年计划对

A、B 级产品进行更新，梅赛德斯 - 奔驰计划在 A 级车

基础上开发出 4 款车型，2012 年前增加投放新一代 A/B

级的更新产品和派生酷派、SUV 新产品。另外，基于 C

级平台的 CLK（酷派、敞篷车）在 2009 年停产后，追

加投放了 E 级酷派（2009 年 5 月）和敞篷版车型（2010

年 3 月）。与雷诺／日产合作开发的 Smart ForTwo 将在

2013 年以后更新，面向美国市场 5 座车型计划在 2011 年

投放市场。

生　产

2009年，梅赛德斯-奔驰在欧洲的生产规模中，乘用车

是84.9万辆，商用车是23.4万辆。与上一年度相比，乘用车

下滑幅度较小，同比减少19.3%，而商用车在欧洲市场需要

缩小的背景下大幅下滑39.8%。乘用车的生产领域，计划向

德国Rastatt工厂增加6亿欧元的投资外，2012年预计位于匈

牙利的年产10万辆规模的紧凑型乘用车专用第2工厂将实现

投产，梅赛德斯-奔驰在欧洲的紧凑型乘用车的生产能力到

2012年时将达到40万辆。2014年随着下一代C级车型更新之

际，计划将德国Sindelfingen工厂的生产任务转移到Bremen

工厂，同时，美国工厂将实现投产和巴西工厂决定停产。

通过对C级车型生产体制的调整，保证了Sindelfingen工厂

的高级车生产能力。此外，在德国国内扩大了D üsseldorf、
Ludwigsfelde两家工厂的厢式车生产能力。

【梅赛德斯-奔驰　主要产品投放实绩和计划（西欧）】 【戴姆勒　欧洲乘用车生产动向】

【戴姆勒　欧洲生产基地概况】

(根据戴姆勒公布资料、各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制作)

S= 三厢、ES=旅行汽车、CP=Coupe、CB=敞篷车　*1 乘用车生产数据来自戴姆勒公布数据、商用车生产数据来自汽车工业协会数据。*2 不包括车板生产人员。*3 不包括研发人员。*4 是与 Kamaz 对半合资公司。

Fuso Kamaz Trucks Rus负责组装生产扶桑货车。M-BenzTrucks Vostok 负责组装生产梅赛德斯 -奔驰货车。与 Karmann（德国）的 CLK Convertible委托生产协议于 2009年 6月终止。英国 McLaren从 2009年停

产 SLR McLaren。戴姆勒就出售持有 McLaren 的股份与 McLaren达成一致。2009年 11月前，戴姆勒的出资比率从 40%降低至 11.4%，2011年前计划出售所有股份。

车型名称后的括号内是更新月公布的车身种类。

*1 E级Coupe作为CLK后继车型投放市场、CLK Coupe及CLK敞篷车在2010年停产。 *2 2011年计划实

施局部改款。*3 作为SLR McLaren的后续车型投放市场。*4 与雷诺（ Renault）/日产合作开发。

*5 2010年实施局部改款。                                   (根据戴姆勒公布资料、各种报道制作)

▽A/B级
Rastatt（德国）：2009年10月公布了Rastatt工厂的设备投资计划。

-　投资总额：6亿欧元（2009～2010年）

面向德国国内基地30亿美元投资计划（2009～2010年）中的一环。

-　计划新建建筑面积6.6万�的车身工厂。

-　生产开始：2011年末　

-　生产品种：下一代A-Class、下一代B-Class

-　生产能力：25万辆/年　　  　-　员工人数：5,700人

Kecskem ét工厂（匈牙利）：（Mercedes-Benz Manufacturing Hungary)

-　戴姆勒计划在Kecskemlt新建梅赛德斯-奔驰乘用车的生产工厂，

投产新一代A/B-Class的派生车型。2009年10月举行了涂装工厂的

动工仪式。车身工厂、最后组装工厂也将逐步进入建设阶段。

-　投资总额：8亿欧元 -　生产开始：2012年

-　生产能力：10万辆/年 -　员工人数：2500人

-　2008年10月，获得匈牙利政府税务等最多相当于投资总额20%的财

政支持措施。

▽C级
Bremen(德国)：借2014年新一代车型推出之际，Sindelfingen工厂将

停产C级车，德国的C级车型生产将集中在Bremen工厂进行。

Tuscaloosa（美国）：新一代C级车计划从2014年起开始生产。

▽Sindelfingen工厂将从2010年开始生产SLS AMG。计划Bremen工厂

将不再生产SL级产品。

▽Hambach（法国）将从2009年12月开始生产电动车ForTwo electric 

drive。投资1,000万欧元。2012年起开始量产。

(根据戴姆勒公布资料、各种报道制作)

◎新投放　●全面改款

车型 2010年8月　 2010年9月 　
A级 ●2004年10月 ●2011年
B级 ◎2005年6月 ●2012年
　　基于次A级Coupe - ◎2012年
C级(三厢) ●2007年3月 ●2014年
CLC ◎2008年6月 n.a.
SLK敞篷跑车 ●2004年3月 ●2011年
E级（三厢） ●2009年3月 ●2015年以后
E级 Coupe（CLK后继车型）*1 ◎2009年5月 n.a.
CLS*2 ◎2004年10月 n.a.
S级　 ●2005年9月 ●2012年以后
CL Coupe ●2006年9月 n.a.*2
SL Coupe ◎2001年11月 n.a.
SLS AMG*3 ◎2010年3月 n.a.
　　BLK级（基于A级 SUV） - ◎2012年
GLK级 ◎2008年10月 n.a.
M/ML级 ●2005年7月 n.a.
GL级 ◎2006年9月 n.a.
R级 ◎2006年1月 n.a.*2
G级 ◎1990年 n.a.(可能停产)
Smart ForTwo ●2007年4月 ●2013年*4
　　Smart 品牌 5座 - ●2011年*4
Vito/Viano ●2003年9月 n.a.*5
Sprinter ●2006年3月 n.a.

      汇总收录各制造商的
产品投放时间及车型改款计划、
生产基地一览及生产动向等内容！

样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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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本
 页

其他样本页请登陆本公司主页浏览

《世界汽车制造商年鉴2011》主要目录 www.fourin.cn北京

通用

49世界汽车制造商年鉴 2011FOURIN

通用

【正式名称】 

【总部所在国】

【总部所在地】

【总 机】

【Ｕ Ｒ Ｌ】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General Motors Company

美国

Detroit（密歇根州）

+1 313 667 3437( 部)

www.gm.com

1908年

500万美元（2010年3月31日）

【法人代表】

【员工人数】

【股东构成】 

【主要车种】

【主要车型】

Daniel F. Akerson（CEO）

20.5万人（合并、2010年3月31日）

美国政府60.8%、

加拿大g 安大略省政府11.7%、

UAW17.5%、原通用债权人10%

乘用车、中g 轻型货车

Chevrolet Equinox, Chevrolet Silverado,

Chevrolet Cruze等

【品　　牌】

【集团企业】

【生产基地】

【本国排名】

【全球产量】

【合并营业收入】

Chevrolet、Cadillac、Buick、GMC

通用大宇、Opel、Vauxhall、Holden

22国53基地（截至2010年10月）

产量190.7万辆（第1位）、

销量206.4万辆（第1位）

(美国品牌、2009年）

667.4万辆（集团合计、2009年）

1,045.9亿美元（2009年）

主要车型

中国(8)

乌兹别克斯坦(1)

西班牙(1)

南非(1)

英国(2)

德国(3)

埃及(2)

印度(2)

澳大利亚(1)

哥伦比亚(1)

厄瓜多尔(1)

越南(1)

泰国(1)

韩国(3)

加拿大(2)

墨西哥(3)

美国(11)

委内瑞拉(2)

阿根廷(1)

巴西(3)

俄罗斯(2)
波兰(1)

注：通用出资的GM品牌车生产基地，（　　）内为基地数。欧洲通用请见下一节内容。

注：产量以48国、销量以79国为统计对象。 (根据各国汽车工业协会及其同等机构数据制作 ) (根据通用财务资料制作 )

【通用　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合并、2005 2009年）】【通用集团　全球汽车产销量（2005 2009年）】

通用
美国最大汽车制造商，破产后历经1年重新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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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vrolet Equinox Chevrolet Silverado Chevrolet Volt Chevrolet Camaro

Cadillac CTS Cadillac SRX GMC Terrain Buick Regal

汽车制造商的整体事业概要
分别在各小节首页集中解说！

公司概要        沿革        经营战略      组织·人事

主要财务数据（主要制造商：1990年～2009年度）

产品（投放时间与计划）      生产（基地概要、生产实绩）

零部件·采购（自产基地概要）    研究·开发（基地概要）

销售（销售体制、销售实绩）       出口       合作关系

海外事业（基地概要、生产实绩）            非汽车事业

1. 特集: 如何确立新兴国家市场地位和以环保技术为中心增强发达国家竞争
         实力成为发展课题

2. 世界汽车制造商的业绩及经营战略比较

3. 世界汽车制造商的产销量排序

新通用在美国销量回升及新兴国家事业扩大的推动下，
2010年11月重新上市、预计同年实现盈利

推进扩充小型车产品线和强化全球事业，2020年全球销量
指向200万辆

以EV、世界战略小型车、新兴国家、合作为事业核心，
力争在中长期内实现增长

瞄准2015年500万辆目标加速增强产能，深化与通用的合作关系
旨在扩大国内外事业

在以重建自主品牌事业和强化开发能力为核心的新品牌战略指引下
2015年的产销目标为500万辆
为扩大份额增强旗下基地产能，通过风神、启辰2品牌
强化自主事业

通过重组急速扩张的微型车事业挑战上汽通用五菱，与PSA展开合作、
2020年销量将达600万辆

推进乘用车多品牌战略，启动商用车中重型货车生产，
扩大海外SKD基地

受经销商退网问题影响将销量扩大计划下调至60万辆，与戴姆勒合作
力争提高电动汽车技术
2012年起实现沃尔沃汽车国产化，通过多品牌政策
加速产品升级

通过强化产品巩固在印度的领先地位，力争跻身商用车方面的
全球型制造商

通过收购强化EV事业，并力争扩大作为全球型SUV制造商的
市场份额

摸索恢复本国市场份额和拓展全球事业，通过合作推进产品研发能力的
增强及全球生产基地的建设

在发达国家以HV为主扩充环保车产品线，在新兴国家扩建产能、
投放新开发的低价格车型

与大众合作旨在获得新一代环保车技术，
继续强化印度事业

在与福特合作关系弱化的背景下，凭借自行开发的新一代环境
技术谋求生存
暂时搁置与标致雪铁龙的资本合作，力图在电动汽车领域
先胜一筹博得生机
强化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事业，致力于低油耗、
低价格小型车的开发

考虑以中国和印度为核心加强海外事业，通过支援驾驶的
新EyeSight和新水平对置发动机增强产品实力

重视向不同市场提供最优商品和服务，针对面向新兴国家的
低价货车开发转换采购方针

为改善盈利能力，通过重组产销基地和集团内协作
加快削减采购成本
2010年度为扩大亚洲销量而强化当地生产体制，在日本国内
则增强KD零部件的供应能力

为正式进军海外市场统一公司名与品牌名，
2010年内进入印度市场

瞄准700万辆目标以新兴国家为中心增强产能和扩充当地产战略车型，
同时积极投放环保车型
为到2013年实现278万辆的全球生产目标，致力于
增强品牌形象和环境技术

以全球第一的高级车品牌为目标，强化技术・产品竞争力、
扩大新兴国家本土事业

财务危机中凭借中国销量和Panamera畅销、营业收入创新高，
与大众的经营合并计划推迟到2012年以后

以33亿欧元的增收为目标扩充高端产品线，
扩大新兴国家事业、推进削减成本

2010年着力维持和强化现金流，期望通过与戴姆勒合作
及加强新兴国家事业提高收益能力

剥离非乘用车事业重点强化乘用车事业，推进与克莱斯勒合作，
2014年全球目标销量为600万辆

2009年到2010年重建经营体制，以2012年扭亏为盈为目标
积极提高投产率、扩充产品线

通过扩充产品线和强化新兴国家事业，
2020年全球产量指向160万辆

2009年专注于应对商用车需求的骤减，2010年后将通过经营高效化和
新产品的积极投放巩固市场份额

发布新经营计划、强化中国事业，提高欧洲业务效率
以实现2位数的营业利润率

在欧洲削减成本与曼恩共享零部件，以全球销售15万辆为目标
进军伊拉克市场

新社长就任当年实现扭亏为盈，力争2010年度以HV和EFC为中心
步入增长轨道

与大众、斯堪尼亚探索合作方式，强化从大众收购的南美事业

2010年2月宣布欧宝复兴计划，大幅产品攻势
能否恢复销量成为关键

2009年时隔4年决算实现扭亏为盈，加快向市场投放全球车型
及装备降低油耗技术

受报废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推动Fiesta销售良好，由Odell新董事长
率领通过装备降低油耗技术增强竞争实力

新克莱斯勒成立1年后，生产、产品计划、北美外事业等
复兴计划稳步推进

计划通过EGR技术满足尾气排放标准，并以印度事业为开端
扩大北美外事业

投放装备满足排放标准发动机的车型，
在南美加快扩充车型

为实现2018年1,000万辆的集团全球销量目标，加速全球事业、
与铃木合作强化小型车事业

商用车向新兴国家加大投资巩固当地生产基础，乘用车在推进
电动化的同时与雷诺/日产合作开发小型车

通    用   ：

宝   马  ： 日    产  ：

本    田  ：

铃    木  ：

宝    腾  ：

大    发  ：

日    野  ：

起    亚  ：

UD Trucks ：

三菱汽车  ：

富士重工  ：

三菱扶桑  ：

上汽集团  ：

中国一汽  ：

东风汽车  ：

中国长安  ：

奇瑞汽車  ：

吉利汽车  ：

塔塔汽车  ：

现代汽车  ：

马 自 达  ：

比 亚 迪  ：

马 恒 达  ：

五 十 铃  ：

奥   迪  ：

雷   诺  ：

曼   恩  ：

丰   田  ：

斯堪尼亚 ：

保 时 捷  ：

菲 亚 特  ：

西 亚 特  ：

斯 柯 达  ：

依 维 柯  ：

标致雪铁龙：

沃尔沃集团：

欧洲通用   ：

欧洲福特   ：

克莱斯勒   ：

航星国际   ：

PACCAR集团 ：

福    特   ：

大    众   ：

戴 姆 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