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世界汽车销量中新兴国家所占比例为54.1%，其

中，GVW3.5吨及以上的大中型商用车是81.6%，GVW3.5吨

以下的轻型商用车是64.0%。预计，未来新兴国家占全球汽车

市场的比例将继续扩大，到2022年达到60%，其中，大中型商

用车将达到80%、轻型商用车接近70%。

在大中型商用车领域，生产规模排名世界前三的制造商

分别是东风集团、中国一汽、中国重汽，截至2008年保持世界

前两位的戴姆勒(Daimler)、沃尔沃(Volvo)分别下滑至第5位

和第7位。在轻型商用车领域，福田汽车和东风汽车实现大幅

跃进，其中，福田汽车已经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商用车制造

商。但是，从销售收入规模来看，戴姆勒以482亿美元、沃尔

沃以367亿美元，依然占据世界前两位。相反，新兴国家制造

商的商用车销售收入基本处于80亿美元以下规模，差距显

著。

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新兴国家制造商随着生产规模的

扩大，必然带来销售收入和利润规模的增长，并有望在技术·

产品开发领域也发展成为业界领军企业。因此，对于发达国

家制造商来说，如何将新兴国家市场的扩大及时纳入到自身

的事业发展战略中，对于新兴国家制造商来说，如何利用本国

市场的发展促进自身产品·技术·品牌竞争力的提升，成为未

来各制造商需要面对的课题。 

本调查报告整理分析了世界商用车制造商面向2020年的

竞争战略转变、及其事业环境的变化。

欢迎您登陆我公司网站，或来电来函咨询并订阅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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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商用车制造商针对排放标准加强和新兴国家市场推进合作、重组，构建新的协作关系！

◆分析新兴国家制造商在本土市场激增的背景下，跃升至世界级产销规模后的经营战略！

◆在竞争焦点快速向新兴国家转移中，分析发达国家制造商多样化的新兴国家市场战略！

当新兴国家无疑将成为新的竞争焦点时，对未来的世界商用车产业进行展望

预测实绩

【世界  分地区大中型商用车销量和新兴国家比例（2002～2010年实绩、2011～2011年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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