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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刊 介 绍

新兴市场、新兴国家商用车制造商日渐崛起的世界商用车产业

◆概述含中国及印度制造商在内的29家大型商用车制造商的经营战略！
整理其经营、财务、发展沿革、事业基地、售后服务、销售等事业！
综述各制造商为拓展新兴国家市场而制定的产品、生产、销售战略！
聚焦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制造商之间及与新兴国家制造商的合作战略！
收录全球主要国家的商用车产销数据和主要制造商的小型商用车事业！

◆
◆
◆
◆

世界    分地区大中型商用车产量和新兴国家占比（2005～2013年实绩、2014～2020年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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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中型商用汽车产业2014年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兴国家市场增势坚挺、美国市场稳步恢复的利好下，呈持续

扩大趋势，预计产销规模将双双刷新历史峰值。在中国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预计中国商用车制造商在全球商

用车产销排行中位居前列的格局仍将持续，且在市场扩大中积累丰厚资金的中国商用车制造商收购发达国家制造商的

活动将愈发活跃。中国商用车制造商将拓展海外市场作为下一个主要增长点，在海外市场强化事业，目前为进入新兴

国家市场，有效利用与当地制造商的合作以及与竞争对手的合作等稳固在当地的事业基础。同时，发达国家商用车制

造商则鉴于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制造商的技术升级，从而使其与新兴国家制造商的价格竞争形势更加严峻的预期，

加大力度开发及生产以新兴国家为目标市场的战略商用车。且该新兴国家战略车型与以往发达国家专用车型的低端版

本不同，是切实满足当地需求的专用车型，因此，为降低开发费用，以充分利用旗下商用车制造商的协同效应以及与

其他公司合作的方式进行战略车型开发生产的制造商占多数。

本调查报告集中汇总了商用车制造商之间以新兴国家事业为中心进行的纵横捭阖的竞争与合作、发达国家和新兴国

家制造商在将来竞争进一步激化的新兴国家市场上的产品/生产/销售战略。并对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产销战略、产品技

术、动力总成战略、合作战略、以及商用车运行中的关键业务——售后服务等进行了分析。 

由衷希望能为贵公司的业务发展贡献绵薄之力，欢迎咨询、订阅本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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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发展中的世界商用车产业

主要商用车制造商的全球产销规模汇总。世

界最大商用车制造商戴姆勒集团2013年共生产

商用车79.6万辆(同比增长7.6%、戴姆勒公布数

据)。其中，货车为49.0万辆(增长8.8%)、厢式

车为27.1万辆(增长5.2%)、客车为3.4万辆(增长

9.8%)，全部车种的产量均超过上一年业绩。位居

第2的五十铃2013年产量超过了70万辆(FOURIN

统计数据)。其中，2013年在日本生产汽车24.4万

辆(增长1.2%)，在泰国仅生产皮卡25.5万辆(下降

1.5%)。

中国市场规模占世界商用车产销总量的3成以

上的比例，作为全球最大的商用车产销国，市场

仍在持续扩大。由此，如果对各制造商的全球商

用车产销量进行比较，中国制造商毋容置疑会位

居前列。北汽集团2013年商用车产量达67.1万辆

(福田和北汽的合计、CAAM公布数据、同比增长

5.1%)，在全球范围内跻身第3名。东风汽车生产

53.9万辆(增长2.1%)、排名第4，中国长安生产

38.1万辆(增长12.2%)排名第5。如果仅对中重型

货车的生产规模进行比较，与居首位的戴姆勒仍

然有很大差距，但将轻型货车及小型客车包含在

内，中国商用车制造商的影响力已不容忽视。

2. 世界商用车制造商的产销业绩

【世界汽车制造商　商用车生产规模比较(2012/2013年)】

注：欧美系柱状图中，戴姆勒、曼恩、斯堪尼亚采用各公司发布数据，沃尔沃采用瑞典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其他采用FOURIN推算值。日系采用FOURIN统计数据。新兴国家则采用各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

(FOURIN根据各公司公布资料、各种报道、各国汽车工业协会及其同等机构公布数据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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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分主要制造商的商用车产量(2009～2013年)】

注：斜体是推算值。制造商名字后面的国家名称表示只含该国的产量。　　　　　　　　　　　　　　　　　　　　　　　　　　　(FOURIN根据各公司公布资料、各种报道、各国汽车工业协会及同等机构公布数据制作)

▽欧美制造商 (单位：辆)

制造商 车种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同比)

戴姆勒 
(含三菱扶桑)

厢式车 156,667 227,975 268,851  257,496  270,817 (5.2%)

货车 235,474 360,896 435,918  450,622  490,280 (8.8%)

客车 32,666 39,405 40,391  31,384  34,467 (9.8%)

计 424,807 628,276 745,160 739,502 795,564 (7.6%)

沃尔沃 
(瑞典)

货车 127,700 180,000 238,400 224,000 200,300 (▼10.6%)

客车 9,860 10,230 12,790  10,680  8,910 (▼16.6%)

计 137,560 190,230 251,190 234,680 209,210 (▼10.9%)

曼恩

重型货车 36,151 112,048 78,752  108,417  125,423 (15.7%)

客车 5,899 15,681 6,051  15,887  15,788 (▼0.6%)

计 42,050 127,729 84,803  124,304  141,211 (13.6%)

依维柯

小型商用车 71,401 101,639 111,649  137,754  n.a. n.a.

大中型商用车 72,291 91,037 67,170  85,513  n.a. n.a.

客车 32,021 38,241 41,864  40,819  n.a. n.a.

计 175,713 230,917 220,683  264,086  n.a. n.a.

斯堪尼亚

重型货车 29,600 61,000 75,300  60,600  76,000 (25.4%)

客车 6,240 6,700 8,710  6,280  6,900 (9.9%)

计 35,840 67,700 84,010 66,880 82,900 (24.0%)

PACCAR 中重型货车 61,000 78,800 138,000  140,400  137,100 (▼2.4%)

纳威司达

中重型货车 51,544 42,000 79,362  72,005  43,000 (▼40.3%)

客车 13,820 13,900 9,487  11,366  9,000 (▼20.8%)

计 65,364 55,900 88,849  83,371  52,000 (▼37.6%)

大众

小型商用车 154,874 220,533 284,515  486,544  510,847 (5.0%)

重型货车 7,471  -  -  -  - ( - )

大型客车 2,280  -  -  -  - ( - )

计 164,625 220,533 284,515  486,544  510,847 (5.0%)

标致雪铁龙 小型商用车 272,409 390,714 420,455  357,705  358,000 (0.1%)

雷诺 小型商用车 251,903 320,410 382,049  373,457  374,000 (0.1%)

菲亚特 小型商用车 326,488 397,719 374,619  361,230  n.a. n.a.

福特 中型货车 52,217 66,790 94,584  77,922  93,000 (19.4%)

通用 中型货车 7,027 1,175 7,064  7,588  5,500 (▼27.5%)

▽日韩制造商 (单位：辆)

制造商 车种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同比)

五十铃 货车/客车 344,096 524,903 522,894 704,963 707,579 (0.4%)

日野 货车/客车 102,327 174,360 195,772 275,848 263,276 (▼4.6%)

三菱扶桑 货车/客车 103,411 151,529 165,639 177,277 185,206 (4.5%)

UD卡车 货车/客车 26,564 39,037 31,590 30,129 25,003 (▼17.0%)

丰田(日本)

普通货车 85,846 100,088 96,847 106,985 107,916 (0.9%)

客车 69,605 87,799 85,803 101,359 104,772 (3.4%)

计 155,451 187,887 182,650 208,344 212,688 (2.1%)

日产(日本) 普通货车 58,800 71,203 51,811 35,451 22,916 (▼35.4%)

三菱汽车(日本) 普通货车 3,371 3,449 3,430 2,295 3,564 (55.3%)

现代汽车

小型商用车 278,038 311,868 339,370 301,854 339,856 (12.6%)

中重型货车 54,948 63,954 63,995 60,669 59,782 (▼1.5%)

大型客车 1,106 1,553 1,649 1,577 1,578 (0.1%)

计 334,092 377,375 405,014 364,100 401,216 (10.2%)

世界商用车制造商的产销业绩比较

摘自《第1章：发展中的世界商用车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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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前10家主要商用车制造商的2013年度业绩(欧

美制造商为2013年12月期，日本制造商为2014年3月

期)中，戴姆勒的商用车部门、以及斯堪尼亚、曼恩等

大众集团的商用车制造商、东风汽车和中国重汽等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日本的日野、五十铃2家公司及美

国的纳威司达则同比下滑2位数。其中，2家日本制造

商的2013年度营业收入，与2012年度业绩相比，按照

日元计算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10%，但受日元兑1美

元贬值20日元的影响，按照美元计算则为同比下降。

在2013年下半年市场复苏初见端倪的欧洲、以及在公

共投资扩大促使销量增加的日本、亚洲、中南美、非

洲等地区的销量增长，推动制造商的营业收入增加。

通过投放新车确保增收的同时，斯堪尼亚售后服务产

生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5%(按克朗计算)，二手车事

业产生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9.3%(按克朗计算)等，汽

车相关行业的增收也促进了其整体增收。

在2013年营业收入方面，继上一年持续保持首

位的是戴姆勒的商用车部门。除M-Benz品牌的货

车以外，将北美的Freightliner、日本的三菱扶桑等

世界各地区的主力品牌纳入旗下，促使其2013年营

业收入高达600亿美元，遥遥领先居第2位的沃尔沃

近200亿美元。沃尔沃由于车辆销量下滑导致其营业

收入同比下降7.2%。作为参考数据大众集团旗下的

大众商用车部门、斯堪尼亚、以及曼恩的合计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6.6%至417亿美元，仅比沃尔沃少大

约1.5亿美元。

在营业利润方面，除沃尔沃和依维柯以外，其

他制造商均实现盈利。其中，营业收入居首位的戴

姆勒与上一年相比增加5.9亿美元，金额增幅最大。

戴姆勒的货车部门营业利润同比下降，但由于商

用厢式车部门着力发展促进增收的“Performance 

Vans 2013”项目、以及生产和物流的成本下降等

促使其商用车整体营业利润同比增长16%(按照欧元

计算)。增幅位居第2的是日野，营业利润增加了3亿

美元，主要受益于日元贬值、销量增加、成本降低

等因素。此外，营业利润率方面，斯堪尼亚达10%以

上、保持高位运行，模块化战略、车型之间零部件

共享，促使其收益能力增强。

3. 世界商用车制造商的业绩及经营战略比较

【世界主要商用车制造商　营业收入比较(2012/2013年度)】

注1：统计对象为欧美、亚洲、日本主要制造商的合并营业收入。注2：欧美及中国制造商为各年的营业收入，日本及印度制造商则为各年度的业绩。上图中一律将各公司的合并营业收入换算成美元进行比较。汇率采用IMF公

布的各年(日本为各年度)平均值，2012年(度)为1美元=0.78欧元、79.8日元、6.64克朗、6.31元、53.4卢比。2013年(度)为1美元=0.75欧元、100.3日元、6.51克朗、6.2元、58.4卢比。注3：作为参考的大众集团数据为大众商

用车部门、斯堪尼亚、曼恩的合计营业收入。中国一汽和东风汽车仅含商用车业绩。中国一汽和华菱汽车的2013年数据为FOURIN推测值。　　　　　　　　　　　　　  　(FOURIN根据各公司财务及公布资料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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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CARPACCAR
美国货车制造商：旗下拥有Kenworth、Peterbilt、DAF品牌

主要车型

注：PACCAR出资的汽车生产基地，（　）内是基地数。

【公 司 名 称】PACCAR Inc.

【总部所在国】美国

【总部所在地】Bellevue（华盛顿州）

【联 系 电 话】+1-425-468-7400

【Ｆ    Ａ    Ｘ】+1-425-468-8216

【Ｕ    Ｒ    Ｌ】www.paccar.com

【成 立 时 间】1905年

【注 册 资 本】3.6亿美元（2012年12月31日）

【法 人 代 表】Ronald E. Armstrong

     （CEO）

【员 工 人 数】21,800人（2013年末）

【主 要 车 种】中重型货车、工业用绞车

【主 要 车 型】Peterbilt 330、Kenworth T270、DAF XF

【品              牌】Peterbilt、Kenworth、DAF

【集团旗下公司】Kenworth Truck Company、

       Peterbilt Motors Company、DAF Trucks

【生 产 基 地】8国10家基地（截至2013年12月）

【本 国 排 名】产量63,573辆（第1名）

      销量63,957辆（第2名）

     （大中型商用车、2013年Kenworth和

      Peterbilt品牌的合计销量) 

【全 球 销 量】13.7万辆

     （集团合计、2013年）

【合并营业收入】171.2亿美元（2013年）

货车（GVW） 牵引车 皮卡（载重量） 客车（全长、L）
GVW≤3.5t 3.5t＜GVW≤6t 6t＜GVW≤12t 12t＜GVW≤16t 16t＜GVW 1t及以下 1t以上 8m≤L 8m＜L≤10m 10m＜L

● ● ●

【PACCAR　全球汽车出厂量(2009～2013年)】 【PACCAR　营业收入·净利润(合并、2009～2013年)】

(根据PACCAR公布资料制作) (根据PACCAR财务资料制作)

 
  
 
 
 
 
 
 
  
 
 
 
 

摘自《第2章：北美商用车制造商》

FOURIN 世界商用车制造商年鉴201498

第 4章  日本商用车制造商

 
 
 
 
 
 
 
 
 
 
 
 
 
 
 
 
 
 
 
 
 
 

・ ・

日野2014年销量计划是同比增

长9%至18万辆，其中，日本国内同

比增长2%至5万辆，在海外同比增长

13%至13万辆。在国内外市场均有望

实现扩销。

出   口

2013年的出口规模同比减少1.7%

至9.6万辆，时隔4年业绩出现同比下

滑(丰田公布)。面向北美、欧洲、亚

洲、非洲的出口下滑是主要原因。

维修·服务

日野在日本国内积极致力于扩

充售后服务业务。2013年内，开

始制定汽车保养等相关方案。在海

外，扩大维修零部件的本地采购。

在泰国，2013年内设立了生产维

修机油滤清器的子公司。在印度尼

西亚，设立了管理维修零部件、并

供应周边东南亚各国的供应基地。

日野将原来需要从日本进口的零部

件转为在当地本土生产，旨在减少

成本。

其他事业

日 野 还 向 丰 田 提 供 整 车

(Liteace、Dyna等)的代工生产。在

美国，向丰田的本地基地供应轻型

货车用行驶系零部件，在泰国，向

丰田的当地基地供应IMV用行驶系

零部件。2013年度供应丰田的整车

产量是18.7万辆，带来营业收入达

5,828亿日元。

【日野　日本国内的新车销售店数量(截至2014年4月)】

【日野　全球汽车销量前20国/地区(2012/2013年)】

▽为解决维修人员不足问题，成立项目组

2013年内，日野针对全国销售公司维修人员不足的现状，成立了项目组。 

作为中长期计划，将致力于提高维修人员的形象和改善薪资等。 -

作为短期计划，将在网站上设立介绍维修人员工作内容的网页等。 -

此外，加强对汽车修理专科学校和大学的访问，向院校提供新款车 -

辆的发动机等，激发学生对修理大型车的兴趣。

日野还考虑与各地区的销售公司合作，招收普通高校毕业生并将其 -

培养成为公司的维修人员。

▽为减少维修次数，制定汽车保养方案

2013年内，作为向顾客提供的服务之一，开始制定汽车保养的相关方 

案。

截至2013年8月，为了确立有效的服务项目，在国内部分用户的车辆 -

上开始试行。

从预防故障的角度出发，通过对零部件的更换时间和必要的维护进 -

行检测，制定符合用户使用状况的保养及维修方案。

（根据日野公布资料、各种报道制作）

注：不包含二手车中心、技术中心、工厂。　　　　　　　　　　　　　　　　　　　　　　　　　　　　　　　　　　　　　　　　　　　　　　　　　　　　　　　　　　　　　　　　　　　（根据日野公布资料制作）

都道府县 销售店铺数 都道府县 销售店铺数 都道府县 销售店铺数 都道府县 销售店铺数 都道府县 销售店铺数 都道府县 销售店铺数
北海道 20 栃木 4 富山 4 滋贺 4 冈山 5 佐贺 1

青森 6 群马 3 石川 3 京都 2 广岛 11 长崎 2

岩手 7 埼玉 8 福井 2 大阪 6 山口 7 熊本 6

宫城 5 千叶 8 长野 8 兵库 8 德岛 1 大分 2

秋田 4 东京 8 岐阜 12 奈良 1 香川 2 宫崎 3

山形 5 神奈川 8 静冈 7 和歌山 3 爱媛 1 鹿儿岛 6
福岛 6 山梨 2 爱知 9 鸟取 3 高知 2 冲绳 3

茨城 8 新泻 7 三重 7 岛根 4 福冈 7 全国计 251 

(单位：辆)

国家/地区 2012年 2013年 （同比） 国家/地区 2012年 2013年 （同比）
1 日本  42,463  48,189 (13.5%) 11 加拿大  1,726  1,696 (▼1.7%)
2 印度尼西亚  34,472  34,207 (▼0.8%) 12 厄瓜多尔  1,730  1,478 (▼14.6%)
3 泰国  17,059  19,000 (11.4%) 13 哥伦比亚  1,627  1,446 (▼11.1%)
4 美国  6,305  7,441 (18.0%) 14 越南  632  1,409 (1.2倍)
5 马来西亚  6,433  7,002 (8.8%) 15 巴基斯坦  1,562  1,361 (▼12.9%)
6 中国台湾  6,467  4,839 (▼25.2%) 16 墨西哥  1,040  1,213 (16.6%)
7 中国大陆  5,752  4,352 (▼24.3%) 17 智利  827  978 (18.3%)
8 澳大利亚  4,216  4,156 (▼1.4%) 18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734  922 (25.6%)
9 南非  3,295  3,461 (5.0%) 19 菲律宾  606  839 (38.4%)

10 秘鲁  1,441  1,750 (21.4%) 20 新西兰  428  500 (16.8%)

（根据各国汽车工业协会及其同等机构公布数据制作)

【日野　与其他汽车制造商的合作关系（截至2014年4月）】

（FOURIN根据各种报道制作）

【日野　日本国内的销售措施】

摘自《第4章：日本商用车制造商》

主要商用车制造商的业
绩及经营战略比较

概述发达国家及新兴国家
商用车制造商的经营战略

整理销售及售后服务事业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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