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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制造商的新兴国家战略从独钟中国转向开拓新增长市场

发刊介绍

注：以全球80国为统计对象。发达国家是指美国、加拿大、西欧18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兴国家是指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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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汽车制造商在金砖国家（BRICs）的产能增强计划

《第1章  世界汽车制造商的竞争焦点》

样  本  页

收录世界汽车制造商在金砖国家的生产战略、新兴国家战略车型的最新动向！！！

全面整理世界45家汽车制造商的经营概况、数据，便捷的日常工作参考手册！！！

从经营战略、中期计划、业绩•财务数据等角度，分析合作伙伴的经营战略！！！

涵盖零部件采购、零部件自制、海外事业展开等，分析各制造商的生产供应链！！！

通过产品投放计划、销售业绩•销售体制等，分析各制造商的价值链！！！

为了应对全球经济下滑后经营环境的变化，世界汽车制造商对新兴国家的产销规模增长寄予厚望的同时，在发达国家则以

低油耗为切口重建事业战略。但是，进入2011年后，随着长期高速增长、各汽车制造商集中进行大规模投资的中国汽车市场增

长速度开始放缓，各汽车制造商的新兴国家投资战略开始从一边倒的以中国事业为中心转向兼顾巴西、印度等其他新兴国家。

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世界经济同时陷入不景气的状况已经不是天方夜谭，新兴国家事业在注重规模的同时也必须加

强其收益体制。

《FOURIN世界汽车制造商年鉴》自2002年创刊以来，通过收录事业动向和基础信息等，力求多领域把握各汽车制造商的

经营变化轨迹。2012年版中新增了俄罗斯的AvtoVAZ后，在收录全球45家汽车制造商的经营概况的同时，以特辑的形式分析了

各制造商在金砖国家的生产战略和面向新兴国家的产品战略。

在面向更高业绩水平、寻求多样化战略选择的今天，由衷希望本书能为您制定事业发展战略时提供参考。最后，欢迎您登

陆我 公司网站，或来电来函咨询并订购本报告。

<随着新兴国家市场的份额扩大，各汽车制造商纷纷在金砖国家增强生产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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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了各汽车制造商的新兴国家战略车型的概要、产品投放
计划等最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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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本 页

重点收录了各汽车制造商
的新兴国家战略和最新的

相关事业动向！！！

  资本合作和业务合作等，
各汽车制造商之间复杂的

  合作关系一目了然！！！

   包括新兴国家制造商在内，
用1页概括45家世界汽车制造商

  的最新事业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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