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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车种分品牌整理了世界87国汽车销量和50国汽车产量！
◆独家预测了到2027年的汽车市场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占比！新增马达加斯加！
◆从汽车保有率动向和人口预测了2016/2017/2022/2027年的各国汽车保有量及销量！
◆解析了各国汽车产业相关的行业·贸易政策、汽车产销动向！
◆概述了各大主要汽车制造商在各个地区及国家的事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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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汽车市场和新兴国家比重的长期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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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微增至8,950万辆，欧美继续回暖但部分新兴国家销量低迷长期化

发刊介绍

世界汽车统计年鉴2016

世界汽车市场连续6年扩大,2015年全球汽车销量同比微增1.7%增至8,947万辆,突破9,000万辆市场规模指日可待。市场规

模排名第1位和第2位的中国和美国在2015年分别增至110万辆、99万辆,拉动了全球市场的增长,与此同时,巴西和俄罗斯市场却

进一步萎缩,成为导致全球市场增长放缓的重要原因。展望2016年,虽然东盟市场有望回暖,但巴西和俄罗斯仍未看到触底反弹

的征兆,可以说来年全球市场的能否继续扩大的关键仍然要看中国和美国的市场表现。

未来10年, 虽然全球汽车市场的增长速度会放缓,但是预计每年仍然会保持1%左右（平均）的扩大趋势。对于各大汽车制

造商来说,在发达国家·新兴国家都开始加强环保标准的背景下，能否率先投放满足当地标准·法规要求的产品，是未来市场

份额争夺的关键所在。根据各个国家及地区具体情况的不同，有的国家采取优先发展ZEV（EV、FCEV等）的方针、有的国家

会对PHEV给予更多优惠政策，只有在对各国的环保车型优惠政策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制定出相应的产品战略，才可以在今后

的全球市场上确立优势地位。

本调查报告《世界汽车统计年鉴2016》在往年基础上增加了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后，共统计了87个国家的生产·销售数据。

由衷希望本调查报告能够为您更好地了解世界各国汽车产业提供参考、也为汽车行业人士的业务开展提供一臂之力。欢迎

您来电来函垂询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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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了世界主要国家的二氧化碳
排量限值和电动车推广普及扶持政策



《世界汽车统计年鉴2016》目录 www.fourin.cn

摘自<第3章北美> 摘自<第5章西欧> 摘自<第6章中东欧> 摘自<第7章亚洲> 

FOURIN

 
 
 
 
 
 
 
 
 
 
 
 
 
 
 
 
 

 

FOURIN

ë

FOURIN FOURIN

对87国汽车产业的2015年
业绩和2016年预测等动向

进行了整理

分地区整理了各地区的市场
动向及制造商销售业绩

收录了主要国家分车型产销数据
整理了各国2015年的分品牌

分制造商产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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