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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FOURIN
FOURIN, Inc. is a privately-owned research and publishing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market with over 30 years of

business experience. The company is based in Nagoya, Japan with a branch office in Beijing, China. Our various business reports, written in
English, Japanese, and Chinese, are designed for and read by many professionals involved in the global automotive industry.

■ Publication: 1st of every month ■ Format: A4 Size 50-60 pages
■ Subscription: 192,000 JPY/ year

China Automotive Industry Yearbook 2010
-Automobile-

● Describes main points of China's automotive industry policies
● Reports on HEV/PHEV/EV product development by Chinese automakers
● Analyzes of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China's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competition
● Outlines product stretegies of 24 local and 19 foreign automakers
● Examines of car demand trend based on new car registration data by

region

China Automotive Industry Maps
● In 2010, FOURIN created a map on China's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this year we updated this
map ( 1) Map of China's Major Vehicle
Production Bases (2) Map of Global Tie-ups of
China's Major Automakers and (3) Map of Major
Overseas Production Bases of Chinese
Automakers.

● All maps, which are FOURIN's original products,
intelligibly and visually depict the domestic and
overseas business development of the rapidly

China’s New-energy Vehicle Industry
● While the world's attention flows towards China's automotive

industry, where vehicle production and sales have become number
on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defined the newenergy vehicle
industry as a national strategic industry, for which it looks to develop
policies to foster the emerging sector ahead of other countries in
order to acquire a leading hand in forming the next generation
automotive industry.

● For reasons behind China's government intention, it is considered

China Automotive Intelligence
Description: Monthly periodical published in printed form

(reports) and in PDF form (statistics).
Length: 45-50 pages/month of reports in printed form

and 76 pages/month of statistics in PDF form
Staff: A group of Japanese, Chinese, and native

English-speaking professionals
History: Successor to the FOURIN China Auto Weekly,

an online publication since Oct. 2003

Special Reports
Special reports give an in-depth and detailed account on current

trends in China's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market. These reports range
from six to 20 pages in length. Some of our recurring topics: Half-year
and year-round analysis of production, sal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of
parts and complete vehicles; business performance of listed Chinese
companies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analysis of new laws and
regulations; new trends in design, product development, safety, sales
strategy, cost reduction, logistics, local/regional/national demand and
vehicle ownership.

Vehicle Makers
In this section, in addition to the three major Chinese

auto groups (FAW Group, SAIC Group, and Dongfeng
Motor), topics are broken down further into two Chinese
and one foreign automaker, as well as subjects covering
other vehicles, such as motorcycles, special-purpose
vehicles, and construction equipment.

Parts Industry
This section deals with a particular sector as well as a

Chinese and a foreign automotive parts maker. Recently
published reports:
By sector: Commercial vehicle transmissions, vehicle paint,
testing & measuring equipment, passenger car gasoline
engines, tires, ESC, chemical materials, etc.

By Chinese company: Qufu TEMB (thermostats), East
Joy Long (safety products), Gem-Year Industrial
(fasteners), Shaanxi Hande (axles), Huarun Electrical
(EFP), Shanghai Huizhong (chassis parts), etc.

By foreign company: Freudenberg, Indian suppliers, GKN,
Bosch, Korean suppliers, Hella, etc.

Industry/Policy/Market
The first topic in this section deals with general trends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as well as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regulations, and the second one covers market
developments.
Recently published reports:
By general trends: Foreign parts suppliers, 2009

performance of listed businesses, vehicle ownership
distribution, dealership network development,
comparison of China and India, etc.
By market, imported cars, lower medium segment, car

coating colors, vehicle distributors, etc.
Statistics/Data (76 pages/month in PDF format)

This section is broken down into three major areas
(vehicles, engine, export/import).
Vehicle: Vehicle Production Overview; Vehicle Production
and Factory Shipment by Class and Segment; Passenger Car
Production and Factory Shipment by Origin and Brand;
Passenger Car Production and Factory Shipment by Maker
and Model; Registration Volume Overview of
Domestic-Made Passenger Cars; Registration Volume
Overview of Imported Passenger Cars; Vehicle Production
and Factory Shipment by Group, Maker and Segment.

Engine: Engine Production and Factory Shipment by Maker
and Type.

Export/Import: Vehicle and Parts Trade (Im/Ex Value) by
Region, Trading Block and Country; Vehicle and Parts
Trade (Im/Ex Value/Vol.) by Category, HS Code and Item.

FOURIN obtains production/sales data from China
Association of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CAAM) and
export/import data from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of the PR China. Registration data are based on
FOURIN’s original source. FOURIN is said to be the only
worldwide distributor of CAAM data.

Asia Automotive Intelligence
Description: Monthly periodical published in printed form

(reports)
Length: 4 0 -5 0 pages/month of reports and 1 0

pages/month of statistics in printed form.
Staff: A group of Japanese, Chinese, and native

English-speaking professionals
History: Successor to the Asian Automotive Business

Review, a quarterly publication since Jan. 19
90. Monthly AAI from Jan. 2009.

Special Reports
□ Asia's Vehicle, Motorcycle and Related Parts Industry Situation and

Market Analysis
□ Government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Market-Related Taxation

Policies in Asia
□ Asian Automobile and Parts Makers' Global Business Activities
□ Global Vehicle and Parts Manufacturers' Asian Strategy and Business

Activities

Country Reports by Region
□ Japan - Japanese Vehicle and Parts Makers ’

Glob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 Market
Trends

□ China - Chinese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Market Analysis

□ East Asia - Automotive Industry in Korea and
Taiwan

□ ASEAN - Thailand, Indonesia, Malaysia,
Philippines, Singapore, Vietnam, etc.

□ South Asia - India and Pakistan, etc.
Industry Reports

□ Vehicle Makers - Global Automakers ’ Asia
Business and Asian Automakers' Global
Activities

□ Parts Makers - Global Parts Makers ’ Asia
Business and Asia Parts Makers' Global
Activities

Statistics/Data
□ Monthly Overview of Production in Six Asian

Nations and Sales in Ten Nation
□ Monthly Data of Production and Sales by

Country and Brand Monthly Automobile
Production

◆ Original reports with analysis, interviews and
opinions.

◆ Clear presentation with tables, graphs, pictures
and difficult-to-find information.

◆ Events and trends of the Asian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its global impact are covered
with detail.

◆ Supported by many industrial entitie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within the Asian
automotive sector, including automobile and
automotive associations, government officials,
as well as manufacturers and other industry
professionals.

◆ FOURIN strives to deliver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on critical and strategic
developments to assist automotive industry
business decisions for Asia.

The Chinese automotive industry has overcom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f fall 2008, boosting production as well
as sales to over 13 million units in 2009 becoming the world ’ s top vehicle superpower. Growth did not slow down in
2010 either, production and sales reaching approximately 9 million vehicl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Consequently,
the China Association of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revised its full-year forecast from 15 million units to 16 million
units in August 2010.

With vast land area and population of over 1.3 billion persons, China, which became the world ’ s second largest
economic power in 2010, is likely to press on toward motorization and see continued growth of the vehicle market. As
such, the rise in vehicle production capacity over the past decade is projected to continue (see graphs below). In
additi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ich is promoting a shift from export demand to domestic demand to boost
economic growth, is gradually fortifying its policy to advance the vehicle industry, whose growth rate surpasses GDP
growth, as a strategic sector.

In the meantime, China is facing deepening problems, such as tightening crude oil supply and air pollution by
emission gases. Moreove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raising its voice requesting China to reduc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as the largest energy consumer of the world (IEA data).

In these circumstances, sustaining the industry ’ s pace of grow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ttempts to shift the
demand structure of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toward downsized and low fuel consumption vehicles while keeping up
support for Chinese manufacturers.

It is firmly believed that this publication which offers underlying information on the Chinese automotive industry
will serve as an invaluable source of information for those conducting business related to China ’ s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contribute to further business expansion.

■ Publication date: Nov. 30, 2010 ■ Size: A4 / 293 pages + CD ■ Price: 120,000 JPY

that there is less resistance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new-energy vehicles since China is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motorization and a 20 million-unit two-wheeler electric vehicle market is already forming. Moreover, besides the
country has abundant rare metal reserves which are necessary for electric vehicles, the new-energy vehicle
industry is expected to bring China a great opportunity to narrow the technology gap with automotive powerhouse
countries while hybrid technology is reaching a good level of maturity.

● As such, Chinese automakers aim to surpass foreign rivals by concentrating resources on electric vehicles which
require relatively lower technology level. Still, for popularizing electric vehicles ahead of advanced countries, it is
necessary to identify currently existing major technological obstacles. Chinese automakers and suppliers still lack
refining technology for materials required for lithium-ion rechargeable batteries, core technology for separators
which accounts for 20-30% of total battery cost and small drive-type motor technology to name a few.

●Meanwhile, please note that the definition of the new-energy vehicle used in this publication refers to vehicles
using alternative fuel technologies and electrif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differs from tha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which only plug-in hybrid electric vehicles, electric vehicles and fuel-cell electric vehicles are included.

● It is firmly believed that this publication will serve as an invaluable source of information to bring a further
understanding concern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 s policies and Chinese automakers ’ business strategies of
the newenergy vehicle industry.

■ Publication date: Mar. 29, 2011 ■ Size: A4 / 191 pages ■ Price: 120,000 JPY

■ Publication: 15th of every month ■ Format: A4 Size 45-50 pages
■ Subscription: 168,000 JPY/ year

changing automotive industry of China which is the world's largest market. These maps can
be used as wall hangings at China-affiliated departments, overseas research and sales
divisions, and at China headquarters, branch companies and offices, decorating hallways
and other parts of buildings.

● Maps are made in either English, Japanese or Chinese and come in three sizes, standard
(865x565mm), large (1,185x845mm) and extra large (1,665x1,200mm). Since each map is
order printed, delivery after order includes printing time.

● Pricing is as follows (excludes shipping): (Price list in USD; excludes tax)】
English version : ■ standard =$100, ■ large= $150, ■ extra large = $180
Japanese version & Chinese version = see each WEB Site

● PDF print-type maps are also available, however, PDF data is not for sale. Maps may be
freely printed, however, print size is limited up to A3. In order to prevent data leakage and
protect copyrights, maps can only be printed from our website. Downloaded maps appear
blank. ■ PDF = US$180

China Automotive Industry Yearbook 2011
-Automotive Parts-

● Identifies the direction of the Chinese automotive industry based on
analysis of growth strategies of China's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 Analyzes parts procurement strategies and in-house parts production
systems of 16 local and foreign automakers

● Clarifies trends of new technology development, recruitment strategy
and business relationships in 40 major areas of the auto parts industry

● Analyzes business managements of 50 domestic and 50 foreign
automotive parts manufacturers

In 2010, the Chinese automotive market is expected to be close to the world ’ s highest recorded vehicle sales of
17.8 million units achiev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become the auto powerhouse of the world both in name and reality
in 2011. Comparing with China ’ s production volume of 2.35 million units in 2001 when China became a member of
the WTO, the Chinese automotive industry achieved astounding growth with unprecedented rapidity, recording
seven-fold expansion in less than 10 years. Needless to say, the auto parts industry has also achieved explosive growth.
In China, while the amount of foreign investment allowed in joint venture projects of complete vehicle manufacturers is
limited to 50%, there is no restriction on the joint venture projects of automotive components. Consequent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arts industry was carried out by foreign companies and joint venture companie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suppliers, while Chinese suppliers became lagging behind in technology and R&D. However,
recently, as seen in the acquisitions of Delphi Corporation ’ s brake and chassis business and GM ’ s Nexteer steering
components unit by Chinese enterprises, there are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hinese suppliers that intend to fill the
technological gap through takeover of foreign parts makers backed by the governmental supports. Furthermore, with an
aim to make up for delay in technology accumulation in the auto parts industr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activating implementation of industrial policies to support and encourag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products in
new technology areas such as electric vehicles and related parts.
It is firmly believed that this survey on the up-to-the-minute trends of the Chinese auto parts industry which clarifi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 s industrial policies for 2015 as well as deep analysis on parts procurement strategies and
business trend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auto parts makers will serve as an invaluable source of information for those
conducting business related to China ’ s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contribute to further business expansion.

■ Publication date: Jun. 30, 2011 ■ Size: A4 / 240 pages ■ Price: 120,000 J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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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国汽车年销量创世界最高水平！
面临国内销售停滞及生产过剩危机的中国汽车产业！

为经营决策提供世界汽车产业的专业信息及知识！

最新

专项调研报告书

2011.5.20 世界汽车产业论坛 报告
http://www.fourin.cn/meeting/chinaForum2011sptv.html （敬称略）

News

各种调研报告指南

请浏览本公司网站

http://www.fourin.cn

曽山干也
日本汽车问题研究会

干事长

中国汽车产业
发行日期 : 2010.11.30

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
发行日期 : 2011.7.29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实态
发行日期 : 2011.4.29

委托调查指南
●本公司接受公司、集团、团体等特定内容、课题和

目的的调查,在一定时期后以调研报告书形式提交给委托方的调查。
●本公司的委托调查报告书与月报报告一样是对公司积累的中国及世
界汽车产业资料文件和文献的综合概述，同时也是传递给业界内外

人士的 新信息，其 大特点就是基于公司内专业人
员的综合见解作出的分析。

地图种类3种、语言版本3种(中日英)
●FOURIN集团继 时，又新制作了

2010年完成中国汽车产 ②《中国主要汽车制
业相关地图后,今年不仅 造商的全球合作关系
将①《中国主要整车生 图》和③《中国主要汽

产基地格局图》进 车制造商的海外生
行更新,同 产基地分布图》。

张相木
工业和信息化部

装备工业司司长

徐长明
国家信息中心

资源开发部主任

下川浩一
日本汽车问题研究会

名誉会长

久保铁男
日本FOURIN

副社长

鹈泽 隆
原丰田汽车

调查部

高杉健郎
原日产汽车

调查部

周锦程
日本FOURIN

中国调查部部长

董 扬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铃木雅夫
北京富欧睿汽车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

论坛会场 晚宴会场

月报“PDF订阅”
●本界面将介绍电子 ●“阅览型”仅能在

版两类月报的内容订阅方法。 计算机上查看PDF文件，
●PDF订阅有“阅览型”和 不能打印和截图(快照工具）
“印刷型”两种方式。点 ●“印刷型”在计算机浏览

击后详见样本 数据后， 可打印和在一定范围内
（世界）。 截图(快照工具）

各类年鉴及专题调研报告“PDF订阅”
●本网页是针对FOURIN ●“阅览型”仅能在

发行的各类年鉴及专题调研 计算机上查看PDF文件，
报告“PDF订阅”事宜的介绍。 不能打印和截图(快照工具）

●PDF订阅分为“阅览型” ●“印刷型”在计算机浏览
和“打印型”两类。 可打印和在一定范围内

点击可阅览样本。 截图(快照工具）

世界汽车统计年鉴 国别PDF速报
●FOURIN自2011年版 据速报服务。2011年

开始将在新年1月之后分 版的国别速报日程、顺序请
国家制作完全取得上一年 见下表。PDF的速报预定日期
12个月产销数据的国家报 原则上以该国公布数据并由

告，在本公司网站上 本公司取得后约1周为
附加提供PDF数 目标。

ForCar China
●FOURIN开发了包括 ●该产品的完成得益

中国乘用车销售预测在内的 于FOURIN创业30周年积累下
Forecast数据库，并计划于 来的知识与经验，以及对中国
2011年1月开始面向中国及 汽车产业近25年的研究成果，

全球汽车相关企业提供， 同时也取得了欧洲德国
以此协助其发展 BDW的大力支持。

委托调研报告
●在1年期合同内，由公司、集团和组织等委托方提出

“专项调研报告”请求，并由本公司承接该委托，每月定期提交
1份(1年12期)的客户指定“FOURIN·调研报告”●“委托调研报告”
原则上以编辑、排版完成的1页，即A4规格、2页（对开页）提交。

与各种月报的规定页面相同。●“委托调研报告”原则
上以PDF形式提交，如需其他形式请详谈。

中日汽车技术用语辞典 on the WEB
●近年来，中日两国汽车厂商之间的合作、合资、协作关系

不断加深，在许多场合谈论汽车技术的话题也不断增多。●另外，公司
内部的各种文件、调研报告、学术论文、报告书、以及新闻报道和翻译工
作等，使用汽车技术相关用语及单词的场合也在增多。●然而，这种复杂

难懂的汽车构造及技术相关的综合性中日文《辞典》，直到现在也未
能出现在两国内。给相关人士带来了很多麻烦。本公司的

中日关系业务也在此列。



（２） FOURIN News 北京富欧睿汽车咨询有限公司

中 国 中 国 中 国

中国汽车产业 2010
●汇总涵盖自主品牌车，零部件产业，价值
链和新能源汽车在内的产业政策!!!

●分制造商整理备受全球瞩目的中国PHEV，
EV的产品开发和产业化信息!!!

●结合可获得的财务数据分析竞争日益激化
的中国汽车产业整体盈利能力变化!!!

●分析25家中国民族系，21家外资系制造商
为提高市场份额而制定的新产品战略!!!

●基于真实反映终端消费者需求的分省市上
牌量解析中国各地区需求变动!!!

得中国者得天下
●本书的日文版于2009年11月在日本发行，中
文版(翻译版)于2010年5月在北京发行。在发达
国家遭受“百年不遇”的经济萧条期的背景
下，世界各国都在期待中国拉动世界汽车产
业，甚至支撑世界经济的发展。●能否认知和
占据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汽车市场将决定日本
乃至世界汽车产业的发展前景
●日本 FOURIN 中国调查部及北京 FOURIN
的主力员工为满足世界汽车产业界的需求，
共同推出《得中国者得天下》一书。

中国汽车调查月报
●定期分析规模不断扩大且日趋多样化的中国汽车市场
●分析大众、丰田、通用、本田、现代等外资系汽车制造商的在华产品和品牌战略
●关注“四大”(上汽集团、中国一汽、东风汽车、中国长安)及“四小”(北汽集团、广汽集团、奇瑞汽
车、中国重汽)等中国民族系汽车制造商的自主技术和产品开发战略

●分析解读新能源汽车政策、发展环境及各汽车制造商的应对策略
●包括 "中国产销数据" 和 "世界产销数据" 2部分。世界数据部分刊载 "世界27个国家(地区)汽车产量"和"
世界47个国家(地区)汽车销量"。

全球 大的竞争市场---中国汽车产业及其市场动向的月度调研报告
2010年我国在继续推行2009年出台的一系列利好政策以及定额补贴等新政的背景下，全年汽车销量有望同比增长30%以上、
突破1,800万辆，超过美国2000年的1,740万辆世界峰值，再创历史新高。对中国汽车产业而言，2010年绝对是不平凡的一
年，其中新能源汽车无疑是国内汽车行业乃至世界汽车制造商及相关产业所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因石油供给紧张及 CO2排
放等引发的能源安全以及温室效应问题突出，作为 有力的解决方案，新能源汽车逐渐被世界各国提上日程，中国也毫不例
外，甚至将新能源汽车产业定位为国家战略性产业之一。此外，伴随汽车产业的飞速发展，交通拥堵问题也日益深刻。2010
年底，北京宣布在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的基础上，重磅推出了限牌政策以期改善交通现状，这势必对2011年的汽车市场产生影
响。那么，备受关注的新能源汽车今后将何去何从？2011年以后的汽车市场将如何发展？各汽车制造商又将采取何种措施维
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关于这一系列问题，中国汽车调查月报将一一为您分析、解答。
《FOURIN中国汽车调查月报》从2011年1月号起，将在原来16篇分析报告(特集2篇、标准报告14篇)的基础上新增至少3篇报
告，除了继续刊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经营动向及政府产业政策相关内容之外，还将至少新增1篇特集和2篇新能源汽车产业相
关标准报告，继续以 FOURIN独特的视角为汽车业内人士提供集深度和广度为一体的调查月刊。

■发行日期：每月5日发行 ■规格：A4/约70页 ■订阅费用：8,400元/年 ·12期(含国内邮资)

･中国汽车产业的组织 人事
●围绕从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的转变，详解
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和人事调
整动向

●探寻比起从头培养人材，更加重视猎取人
才的人事战略的产生原因及其局限性

●分析30家中国汽车制造商、10家摩托车等
其他制造商的组织人事战略

●汇总30家民族系零部件制造商、65家世界
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的组织人事动向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实态
●确立由 PHEV 和 EV 构成的新能源汽车范

畴,详解作为技术革新指导方针的产业政
策!

●出台稀土出口禁令、外资控股49%等限制
政策，中国力争取得世界 EV 领先地位!

●反省电动摩托车市场猛涨至2,000万辆的
法律缺失，加快建设相关制度及法律!

●标准尚未统一,展开全球 大规模的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分析普及 EV 所面临的课
题!

中国汽车市场的产品竞争力比较

●探寻形成中国车市畅销车型和非畅销车型
的决定因素●从政策法规和市场特征方面剖
析影响中国汽车市场车型竞争力的要素●整

〜 〜理收录乘用车（ 2013年）商用车（ 2010
年）的新车型投放计划●分析10家本土汽车
制造商和13家世界汽车制造商的销售战略●
105款乘用车车型的在各细分市场的竞争力
分析比较●17家大型制造商分车种的主要商
用车产品竞争力分析比较

中国政府为在下一代汽车领域取得全球领先地位，制定了新能源
汽车(PHEV 和 EV)战略。计划加强法律制度的建设、培养市场、
支持新技术的开发。

中国政府依据国内目前电动摩托车市场在短时间内急增至2,000
万辆的现实,断定民众对电动汽车也将有较高的接受度。另外,政府
计划利用本国在电动汽车驱动电池用锂元素,电机用稀土元素(钕,
镝)的储存量上的优势,将电动汽车产业培养成"国家战略产业"｡

由于在驱动电机、循环电池及电池隔片等关键技术及其制造技术
方面较落后，目前国内厂家仍不得不依赖引进国外的技术和资金。
同时，中国政府于2007年开始实施对稀土资源的出口限制政策。并
在2010年8月发布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1年～20
20年)》草案(征求意见中)。其中，明确表示了在电动汽车关联零
部件领域将外资出资比例限制在49%以下的意向，坚持在该领域培
养技术自主的民族系产业。同时，于2010年5月将 高时速80
km/h、续航里程不足100km/Charge 的低速电动车认定为汽车。另
一方面，加快培养在地方上需求不断增长的低速 EV 市场的同时，
抓紧确立相关的安全标准、纳税义务及交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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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种类3种、语言版本3种
(中日英)

● FOURIN 集团继2010
年完成中国汽车产业
相关地图后，今年不
仅将(1)《中国主要
整车生产基地格局
图》进行更新，同
时，又新制作了(2)
《中国主要汽车制造
商的全球合作关系

进入2010年，中国继续实施国内经济振兴政策，第一季度汽车
产销增速高达70%。在此背景下，2010年全年产销规模有望达到
1,500万辆。然而，中国政府在今年4月开始严控房地产业的同
时，也将汽车产业作为过热产业加以防范，由此汽车市场的增速
可能放缓。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希望通过民族系汽车制造商之间
的整合重组提高事业效率，通过企业并购强化技术力量，进而提
高中国汽车产业的整体水平。此外，还将包括电动汽车在内的新
能源汽车定位为国家战略产业，力争依靠新能源汽车确立在世界
汽车产业中的主导地位。

从各汽车制造商的动向来看，中国民族系制造商依靠众多作为
减税和补助对象的小型车不断提高其市场影响力，北京汽车，奇
瑞汽车，比亚迪，长城汽车和吉利汽车等部分汽车制造商，加快
向合资企业拥有较高市场份额的中大型细分市场投放产品。另一
方面，外资系制造商则通过从设计阶段彻底削减成本，强化向低
价的经济型乘用车市场投放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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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汽车市场受经济衰退影响销量大幅跌落、日本汽车产业
也因出口及国内需求萎缩而大幅减产的背景下，2009年中国汽车
市场因政府适时出台消费刺激政策，不仅有效地阻止需求下滑，
同时还成功地拉动需求的快速增长。预计2009年中国的汽车产量
及销量将同时登上世界第一的宝座。但是，由于在发动机电控系
统、自动变速器等关键零部件、新能源系统等领域均未形成真正
实力，中国汽车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与欧美日韩汽车产业还存在相
当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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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中国车市畅销车型和非畅销车型的决定因素

自2003年以来，中国汽车市场销量以年均100万辆的速度

持续增长，预计2007年销量将增加到800万辆。在过去2个车

型生命周期的8年时间内，国产乘用车车型数量已由19款增

至212款。而车型过速增多削弱了新车效果，同时加速了世

界罕见的多品种少批量生产体制的形成。

因此，如何正确理解中国汽车市场的特殊性，构筑起能够

捕捉日益变化的中国消费者需求的商业模式，已经显得尤为

重要。

本调查资料是通过不同收入，不同职业消费群体的消费现

状及趋势，分析80款乘用车竞争车型及12家商用车制造商产

品竞争力的特别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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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创立于1980年代，当时的日本汽车产业首先经历了各类造车
试验失败，然后才开始向世界各国扩大出口物美价廉的汽车产品，到
后期出口规模已超过国内销售规模。当时的美国底特律，也曾发生美
国三大汽车制造商工人因失业而“破坏日本车”的事件。
此后，日本汽车产业通过克服了各国的国产化限制和贸易摩擦，及

推进各国事业本地化进程等，才迅速迈向国际。本公司与日本汽车产
业同步走向国际并获得长足发展。
本公司的中国汽车产业调查业务要追溯到20年前。此外，本公司还

于2003年4月邀请5位中国汽车产业界重要人士，主办并召开了“中国
汽车产业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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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和(3)《中国主要汽车制造商的海外生产基地分布图》。
●不管怎么样，中国作为全球第一汽车市场，此图在视觉上直观
的表现了变化激烈的中国汽车产业在海内外的事业开展情况。
此图为 FOURIN 的原创作品。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关系部门
的壁纸，或者作为海外调查部，营业部以及中国国内总公司，
分公司，事务所的壁纸，也可以贴在走廊中。

●有中日英三种语言版本，标准尺寸（长=865mm，宽=565
mm），另外，特大尺寸（长=1,185mm，宽=845mm），超
大尺寸（长=1,665mm，宽=1,200mm）一张起接受特别订
购，收到订单后安排印刷，数日后快递。

●中日英三种版本的价格如下。（中国大陆地区免运费）
标准尺寸=500元、特大尺寸= 800元、超大尺寸= 1,000元

●提供 PDF 印刷版。不出售 PDF 数据。PDF=1,000元

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 2011

●分析中长期的中国政府零部件产业培育政
策，以及新的增长方向

●剖析8家本土和8家外资汽车制造商的零部
件采购战略和零部件自产体制

●汇总包括10家 EV、HV 零部件制造商在内
的50家中国供应商的配套战略

●阐释50家欧美、日本、韩国等外资大型供
应商的在华基地建设和事业战略

中国汽车产量连续2 年增长450万辆，市场规模超过1,800万辆，
在中国汽车产业刷新世界纪录的同时，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也在快
速增长。中国零部件产业对世界的影响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世
界上每生产4辆汽车中就有1辆在中国生产，世界零部件产业的行业
标准正向缺少中国就无法制定的方向发展。

苦于发达国家市场长期停滞的外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面对持续
增长的中国市场，着手开发低成本零部件。另一方面，中国本土零
部件制造商在保持低成本优势的同时,积极提高产品性能和品质、
并通过强化产学研合作以掌握新技术,准备与外资零部件制造商展
开正面交锋。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在鼓励低油耗发动机、多档手
动变速器、DCT 等重要零部件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同时，还积极培
育 EV、HV 等发展所必需的电动化零部件产业基础，力争在新一
代技术领域确立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竞争优势。

本调查报告书分析了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现状、面临的课题，
以及主要零部件制造商的经营动向，是一本了解相关产业构成和竞
争焦点所不可或缺的报告，相信会成为您在日新月异的中国市场上
制定事业战略的重要参考资料
■发刊日期:2011年7月(发行预定)■规格:260页■价格:7,800元/册

业界普遍认为中国乘用车市场今后仍将突飞猛进，但很少有人能立足
长期，中期和短期三个角度详细预测市场趋势。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的
汽车社会发展状况，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20世纪所经历的过程完
全不同。也正如此，中国出现许多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常理无法解释
清楚的现象。就像很难通过天气预报准确预测风云变幻的天气一样，对
中国乘用车市场所做的短期预测也很容易发生变动。

但是，无论短期内天气如何变化，正如气候变化有其中长期发展规律
一样，从较长的周期着眼，通过搜集详细资料和分析数据，仍能逐渐理
清左右中国乘用车市场发展的各种要素。本调查报告的特色在于，通过
分析中国的城市化趋势及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的消费者爱好，充分展示
中国市场的成长性和特点，政策影响及今后的发展方向。基于上述基础
性研究，透视30个乘用车品牌的2020年事业战略和前景，分析各品牌的
产品计划和今后的竞争变化趋势。

本调查报告将预测的焦点置于截至2009年底中国乘用车市场所具备的
中长期发展潜力上。今后，尽管基于突发事件及政策因素的影响，市场
仍将在短期内不断变化，但是通过综合考虑提前消费，以及与之相反的
消费观望等现象，本书力求能够帮助各位明确汽车市场发展的中长期规
律及增长方式。

衷心希望本调查报告能够成为从事中国汽车事业的各位读者的有益参
考书，助您事业更上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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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乗用車市場展望

●从汽车社会化的地区差异，收入水平，人
口流动结构预测2020年中国乘用车市场●把
握车辆检测/报废/流通制度，燃耗/安全/标
准，税制等汽车相关政策 新动向●把握各
地区，各城市汽车保有与市场需求特征，分
析到2020年的市场成长性●详细报道15家外
资整车制造商，14家本土汽车厂商的分品牌
事业战略●探究汽车金融，经销商，二手车
及保险等汽车周边业务的可能性

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销售规模截至2007年已经达到4,000亿

元，在过去14年中增长了17倍，显示出强有力的发展趋势。但

是，2008年下半年以后美国金融危机导致全球市场低迷，形势急

转直下。中国汽车生产事业极有可能从2009年起与世界其他地区

一样步入发展低迷时期，不仅来自汽车制造商的成本压力将继续

增大，基于原材料价格的高低起伏，法规标准的提高，研发成本

等负担亦将同步增加，预计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周边环境将会

更加恶化。

尽管如此，拥有全球 多人口的中国仍比其他国家更具市场增

长潜力，能够肯定当经济转暖以后，中国汽车市场在中长斯内仍

将突破1,000万辆规模。虽然出现部分制造商及供应商调整中国

投资计划的情况，但与其他国家相比调整幅度也相对较小。由此

亦能看出，各汽车制造商及零部件供应商对中国市场需求扩大的

期待也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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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 2009

●详细报道中国汽车制造技术的进展及设备
投资动向●追踪考察汽车制造商的采购方
针及生产调整动向

●分车种分细分车型汇总主力车型的零部件
供应商，同时收录24个领域的生产基地

●分析面向欧美 OEM 市场不断扩大配套的
30家民族系零部件供应商的经营战略

●分析面向中国 OEM 市场积极拓展销售的
35家外资系零部件供应商的在华事业动向

北京富欧睿汽车咨询有限公司 FOURIN News （３）

世 界 世 界 世 界

谁推倒了美国三巨头
通用，福特，克莱斯勒落马的背后

●连载著者针对“美国三大败落为日本汽车
产业提供百年不遇良机”一说，提出“不能
盲目评估美国三大败落”的驳论。●连载作
者基于对世界汽车产业近30年的调查研究，
对 终导致丰田集团08年赤字的北美事业进
行剖析。●长期带动日本经济发展的日本汽
车产业能否复活?!这与日本经济复苏及国民
生活息息相关。

世界汽车制造商年鉴 2011
● ・全方位汇总全球45家制造商的经营概况

数据。充当您日常工作的指南！
●分析各制造商的经营动向、中期计划、业

・绩 财务数据、合作动向等经营战略！
●分析各制造商的产品投放计划、销售实绩

・ 销售体制、出口动向等销售产业链！
●分析各制造商的设备投资计划、零部件采

・购 内制、海外事业拓展等生产供应链！
●结合产品概要,研发基地,研发投资等内

容,分析各制造商的产品技术环保战略!

《谁推倒了美国三巨头：通用，福特，克莱斯勒落马的背后》
一书深度剖析了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败
落过程和历史原因。三大败落究竟对美国汽车产业和其他海外汽
车制造商的北美事业产生怎样影响？奥巴马新政权将如何拯救美
国汽车产业？三大重生的可能性有多大？尤其是三大败落对今后
世界汽车产业新格局将产生哪些重大而深远影响？本书将以独特
的视角和专业的分析对此一一作答。

本书(日文版)于5月20日在日本发行后，深受汽车业界人士广
泛好评。北京 FOURIN 为了让中国汽车业界同仁也能够及时了
解美国三大败落历程，及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与机械工业出版
社合作出版中文译本，已在全国各大书店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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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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刊日期:2011年2月■规格:A4/344页■价格：6,800元/册

从2001年到2007年，基于欧美国家的稳定需求和新兴国家汽车
社会的发展，世界汽车市场规模顺利扩大。但是，源自2007年下
半年的美国次贷问题却诱发金融市场混乱，在2008年夏以后 终
演变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不仅波及发达国家，更已
向新兴国家的实体经济蔓延，世界汽车市场的前景愈发黯淡。世
界主要汽车制造商相继发布减产，关闭工厂及裁员计划的同时，
大幅削减业绩目标。尤其是美国的小型车市场规模在2008年10月
和11月分别剧减31.9%，36.7%(按日均销量换算)，导致美国制
造商的资金周转形势日趋严峻，面临经营破产危机。在此情况
下，汽车制造商亟需推进经营战略的调整，剔除冗余事业，构建
适应环境变化的经营体制，为2010年以后的需求恢复做准备。
■发刊日期:2009年3月■规格:A4/336页■价格：6,800元/册

世界汽车调查月报
●每月向中国汽车业界人士提供高信誉度调研公司--日本 FOURIN 发行的3类日文调查月报中精选报告的中

文版。每期19篇分析报告将向读者全面而及时地揭示世界汽车产业发展 新动向。

●涵盖亚洲各国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商的事业动向分析,汽车产销动向及市场走势预测。

●关注全球 大汽车市场北美市场的汽车制造商经营动向及市场发展趋势。定期分析欧洲，中南美洲，非

洲，中东及大洋洲各国汽车制造商的事业动向。刊载世界27国月度汽车生产数据和46国月度汽车销售数

据，及各主要世界制造商市场份额动向。

顺应全球汽车产业发展趋势，发布各国产业政策研究以及汽车制造商，零部件供应商事业动向分析的月度调研报告

发行商：北京富欧睿汽车咨询有限公司＝北京 FOURIN(北京富欧睿汽车咨询有限公司)是日本 FOURIN在全球的首家分公

司，成立于2006年2月，主要发行中文版汽车市场调查 ·研究 ·咨询报告。总公司日本 FOURIN 创立于1980年，从事汽车产业

调研业务近30年，拥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客户遍布全球。

·立场：客观中立＝北京 FOURIN与业界企业和政府不在任何出资关系，是独立的调研机构，同时，本公司发行的调研报告内

容均为公开信息，不含任何企业机密，这就保证了本公司的研究成果均基于客观中立的立场，具备切实可行的参考价值。

背景与使命：推进中国汽车产业国际化进程＝随着与世界汽车制造商间的合作日益深化，中国汽车制造商迫切需要了解合作

伙伴的经营动向及战略方针。对于开展全球业务的企业而言，海外市场数据及当地竞争形势分析，发展趋势预测等是开展全

球业务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企业的决策部门不能仅依赖于自身收集的信息，更需要参考专业市场调研资料。《FOURIN世

界汽车调查月报》正是北京 FOURIN审时度势推出的旨在推进中国汽车产业国际化进程的必备专业咨询报告。

■发行日期：每月20日发行 ■规格：A4/约70页 ■订阅费用：12,000元/年 ·12期(含国内邮资)

亚洲汽车产业 2008
●分析全球汽车制造商如何通过亚洲专用车
型确保市场份额

●展望韩国 · 马来西亚 · 印度等亚洲民族系
制造商的成长 · 发展战略及竞争力

●概观各国围绕扶持本国市场和建设出口基
地等2010年产业目标而采取的汽车产业政
策

●鸟瞰全球汽车制造商如何为了获得亚洲市
场影响力而强化产品竞争能力

2007年除日本和中国以外的亚洲9国及地区(韩国，台湾，泰
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印度，巴基斯坦)
的汽车产量已超过900万辆，而亚洲10国及地区(亚洲9国及地区
+新加坡)的汽车销量也已超过550万辆，此外，该地区汽车出口
总量也超过260万辆。
亚洲各国将在2010年前后逐渐步入汽车化社会，民族系汽车制

造商，外资系汽车制造商制定了与之对应的增产和新产品投放计
划，并根据汽车社会的需要，不断地降低成本，改善品质和提高
性能。同时，于2004年前后上市并已形成现有销售基础的主力产
品，将于2012年前后迎来车型换代期，为此各制造商均力争开发
出富有特色的产品。此外，为了迎合汽车社会的主流趋势并捕捉
不同消费群体的市场需求，各制造商还纷纷强化商品策划和产品
开发，在市场营销能力方面一争高下。
《亚洲汽车产业2008》在对亚洲各国及地区(不含中国及日本)

的汽车产业现状和市场动向进行把握的同时，特别将直接关系未
来走势的产业政策动向，市场趋势及各制造商面向2010年的产品
及营销计划等作为分析重点。
■发刊日期:2008年 8月■规格:A4/363页■价格:7,800元/册

中南美汽车及零部件产业 2008
●在即将形成600万辆规模的南美市场,各制
造商纷纷增强当地产能,加速投放面向新兴
国家的战略车型●刊登国家:巴西*,阿根廷*,
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智利*,秘
鲁,乌拉圭,巴拉圭,玻利维亚,墨西哥*(*实
地采访国家)●刊登汽车制造商:菲亚特,福
特,通用,标致雪铁龙,雷诺,大众,丰田,本田
等●报告增势迅猛 BRICs 之一的巴西的汽
车及零部件产业现状及未来展望，收录
FFV*等 新动向(*FFV 指可变燃料车)

2007年包括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及智利在内的南美10
国的汽车销量增至420万辆,市场规模在过去5年内扩大了2倍。今
后依托丰富的资源优势,预计南美经济仍将持续增长,在2010年代
前期汽车销量有望超过600万辆。以通用,大众,菲亚特,福特4大
汽车集团为首，各汽车制造商纷纷增加投资扩大南美事业，不断
投放适应南美市场需求的当地专用 新车型。雷诺于2007年发布
Logan的两厢车型 Sandero，大众于2008年夏发布新款 Gol，这
两款产品均来自其巴西子公司的开发。
如何在市场影响力较低的南美拓展市场及推动事业走向成功。

南美各国长期履行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同时汽车产业的发展历
史很长，大众等欧美汽车制造商已于当地从事产品开发，以巴西
为中心的零部件产业也取得一定程度发展。此外，像巴西在可变
燃料方面，阿根廷在生物燃料方面，各国通过独特的能源政策形
成各自特色。为占领南美市场，有必要考虑不同地区特点和各国
国情以制订相应的事业战略。

■发刊日期：2008年12月 ■规格：A4/259页
■价格：7,800元/册 (含国内邮资)

印度塔塔汽车公司降本秘诀
●印度塔塔汽车公司于2008年1月展出售价
约1万8千元人民币乘用车"塔塔 Nano"!

●"根本无法实现"＝颠覆此前世界汽车产业
造车常识，推出史上 廉价车型!!

●印度独特的降本策略主要包括降低车辆配
置,新替代采购制度及特有的零部件外购
策略等方式!

● FOURIN 充分调查周边零部件供应商，
揭示塔塔汽车公司严守的降本秘诀！

印度 大的民族系汽车制造商塔塔汽车公司于2008年1月在印
度新德里第九届印度国际汽车，摩托车及零配件展览会(Auto
Expo 2008)上首次展出旨在取代摩托车市场需求的超廉价车塔塔
Nano。Nano车型是由塔塔汽车公司基于几年前发布的概念车平
台研制而成的“理想型家用车”，其售价仅为10万卢比(约1万8
千元人民币)。
Nano基本款是一款外型小巧且配置简单的超廉价车型。该车

型未装配收音机，空调，转向器，制动助力器，且仅装配一只刮
水器和一只后视镜。

■发刊日期：2008年 5月 ■规格：A4/65页
■价格：3,200元/册 (含国内邮资)

世界汽车制造商年鉴 2009
●比较世界主要汽车制造商2008年1～3季度

的销量增减率和营业利润率

●收录主要汽车制造商的经营战略，财务指

标，研发 · 产销动向以及合作关系

●精选浓缩相关内容，分别采用10页，6

页，4页的3种格式对刊登内容进行汇总

●刊载过去一年内的海外动向等重大事件，

深入浅出地阐述各公司的经营方向

世界汽车统计年鉴 2010
●分车种刊载世界79国销量和世界46国产
量，分析各细分市场与品牌份额的变化!

●从各国月度数据分析全球经济危机对汽车
销售的影响，阐明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度与
影响!

●从世界主要汽车制造商的分地区/分国别
生产/销售数据概括各制造商的分地区竞
争关系!

●图表化各国产量/销量/出口量/进口量的长
期推移，把握汽车产业及市场的拐点!

世界汽车统计年鉴 2011
●《FOURIN 世界汽车统计年鉴》汇总了世
界各国上一年度的汽车产销数据，所以必
须在取得所有国家的数据之后才能编辑并
发行。受此影响，该年鉴 快于每年8月
发行，您若想获得上一年度的报告，必须
等待半年以上的时间。原因在于，各国相
关机构公布数据的时间，以及本公司取得
数据的时间，都因各国国情不同而差异巨
大。因此，我们将无法满足追求数据时效
性的客户的需求。

PDF 速报

针对上述情况，FOURIN 从该年鉴2011年版开始，将在每年

公历1月以后，分国家制作囊括上一年度12个月完整产销数据的

报告，在第一时间上传至本公司网站，提供 PDF 数据速报服

务。2011年版的分国家预定速报日程，顺序详见附表。原则上，

我们将在该国数据公布并取得约2周之后发布 PDF 速报。

密 码

PDF 数据速报（用户注册，登录后）可在本公司网站的特别

网页上阅览。申请订阅2011年版数据速报的贵公司指定人士，能

够通过本公司经电子邮件发送的各国家“密码”进入该网页阅览

使用。我们刊载的 PDF 数据均可打印和截图。请使用以下链接

阅览 PDF 样本。

■发刊日期：2011年8月(发行预定)■规格：A4/400页
■价格：3,000元/册 (含国内邮资)

全球汽车销售自2008年黄金期开始急剧下滑，2009年仍延续缩
减趋势。全球77国汽车销量同比下降8.3%降至6,233万辆，预计
汽车产量也出现相同程度的缩减。

然而，中国汽车市场却在扩大内需政策刺激下，摆脱世界经济
低迷的束缚，销量直增五成达到1,370万辆，跃升为全球 大汽
车市场。此外，内需坚挺的印度同比增长14%达226万辆，巴西
增长11%达314万辆，土耳其增长7%达56万辆，韩国增长13%达1
30万辆。同时,在发达国家中也存在销售较好的国家，如德国就
因补贴政策增长显著，收获同比增长8%达405万辆的销量。

从全球范围来看 ，2009年虽是 不景气的一年，但同年中期
许多国家的汽车销售已经跌至谷底，从下半年起部分国家相继复
苏。全球销量 终在2009第4季度实现同比正增长。

在此过程中，新兴国家销量占全球总销量的比例急剧增长，几
乎接近五成，2010年势必超过半数。

■发刊日期：2010年8月 ■规格：A4/363页
■价格：3,000元/册 (含国内邮资)

世界汽车制造商年鉴 2010
●过剩产能突破3,000万辆！通用，克莱斯

勒破产推动业界格局急剧变化
●详解44家汽车制造商的经营战略及其全球

事业布局
●汇总因通用，克莱斯勒破产而重新加速的

业界重组动向(特集)
●分事业领域详细报告全球主要汽车制造商

之间的环境技术合作，全球主要制造商与
新兴国家制造商的合作等各种动向(特集)

全球汽车市场在2008年下半年以后急剧收缩，汽车制造商的周
边事业环境随之逐渐恶化,不仅通用,克莱斯勒被迫陷于破产境
地，其他各制造商也不得不通过调整生产，裁员等方式，开始精
简机构。不过,美国,日本,德国等各国政府从2009年起实施鼓励
购买新车的政策，中国等部分新兴国家的汽车市场仍在不断扩
大，由此促成全球汽车需求的下降趋势自2009年下半年开始日渐
放缓。丰田在时隔15个月后的2010年10月，终于恢复全球单月销
量的同比增长，而通用，大众在中国也收获销量的持续走高，截
至2009年下半年以上三大制造商维持全球销售规模的竞争局面。

《FOURIN 世界汽车制造商年鉴》是创刊于2002年的年刊调
查资料。2010年版作为一本行业权威报告，新增加通用大宇，
Mahindra & Mahindra 等制造商充实内容，全书囊括44家制造商
的各种信息。同时，还以特集的形式，刊登了伴随通用，福特缩
小业务等情况而发生的业界重组动向，以及全球各汽车制造商之
间的技术合作动向，与新兴国家制造商的合作动向等内容。
■发刊日期:2010年5月■规格:A4/332页■价格：6,800元/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