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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2012-2016年中国出租车市场监测与投资前景调研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指导性强，

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信息，准确

、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发展定位

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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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 (www.abaogao.com)

  

       数量：截至2008年底全国在册的出租车达109万辆，其实，没有在册的&ldquo;黑车&rdquo;

数量是在册出租车数量的一倍到两倍，非在册出租车有二三百万辆；二者加总，在中国从事

出租车营运的车辆可能达到400万辆之多；车型：车型从普通的夏利、面包、重庆小客车到捷

达、富康，到现代、红旗、奔驰（杭州）等各种层次的出租车都有；运价：公里租价从每公

里3和2.5到1.6元，甚至还有0.8与0.6元；各种价格层次均有；起步价：从12.5元到1元、2元的

都有；标志：在册出租车大部分城市实现了：统一颜色、统一顶灯、使用计价器、出具车票

；分类：出租车分为：电召出租、游街出租、蹲点出租；特点：流动作业、点点服务（公交

车属于站站服务）、单车运营、单人作业、短距离、小容量客运，设备利用率高，窗口性、

影响性、信息传播范围大；年限：一般出租车的报废年限为8年；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2-2016年中国出租车行业市场市场监测与投资前景调研报告

》共九章。首先介绍了中国出租车行业的概念，接着分析了中国出租车行业发展环境，然后

对中国出租车行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出租车行业面临的机遇及

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出租车行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

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第一章 2012年中国出租车市场运行环境分析

第一节 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GDP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三、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四、中国交通运输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第二节2012年中国出租车市场政策环境分析

一、出租车管理168工程将出台

二、《客运出租车管理条例》,



三、北京等七省市暂不调整客运出租车价格

四、实施出租车、客运行业燃油附加费政策

五、出租车、客运汽车油补政策

第三节2012年中国出租车市场技术环境分析

一、RFID技术在城市客运出租车中的应用

二、出租车推广节能技术

第四节2012年中国出租车市场社会环境分析

一、居民消费观念

二、中国流动口规模与集群分布

三、中国城市路况

第二章 2012年中国出租车产业运行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12年中国出租车产业特点分析

第二节 2012年中国出租车市场综述

一、从蓝牌车反思出租车管理模式 

二、运价之争折射行业定位尴尬

三、出租车运价调整热点三解

第三节 2012年中国出租车市场面临挑战

一、出租车市场管理混乱

二、关于出租车市场营运问题

第四节 2012年中国出租车市场策略分析

第三章 2012年中国出租车重点区域市场动态分析

第一节 北京

一、京产混合动力出租车明年首度上路 

二、北京现代公司将新能源轿车开发定位于出租车市场

三、北京出租车有望换新能源车拥堵时节能10%以上 

第二节 哈尔滨

一、哈尔滨部分出租车价格变化情况

二、哈尔滨公交车出租车使用清洁燃料将获资金扶持 

三、年底昆明出租车免费安装GPS 

第三节 其它城市出租车市场动态分析



一、上海出租车涨价再引定价机制争议 

二、深圳出租车今起分批调价

三、温州出租车定了新规未经乘客同意拼车可拒付车费

第四章 2012年中国出租车产业市场竞争新格局透析

第一节 2012年中国出租车市场竞争总况

一、出租车市场竞争激烈

二、低价出租车竞争还是破坏市场规则

三、多品牌轿车竞争出租车市场

第二节 2012年中国出租车市场集中度分析

一、市场集中度分析

二、区域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2012-2016年中国出租车市场竞争趋势探析

第五章 2012年中国出租车数量统计分析

第一节 2012年国内出租车数量

一、全国出租车数量统计

二、2012年各省出租车数量

第二节 北京地区出租汽车

一、北京出租车数量

二、北京出租车价格

三、北京出租车竞争主体

第三节 上海地区出租市场

一、出租车数量

二、出租车市场竞争

第六章 2012年中国出租车运营重点运营企业分析（企业可自选）

第一节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00421）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二节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600662）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三节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611）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四节 略&hellip;&hellip;

第七章 2012年中国出租车相关产业运行分析&mdash;公路客运

第一节 我国公路运输客运市场分析

一、我国客车技术成本的层次

二、我国重点客运市场区域的分析

三、我国公路快速客运的市场

四、金融危机下成品油税费改革对公路客运企业成本的影响分析

第二节 2006-2012年我国公路客运市场数据分析

一、2006年我国公路客运市场数据分析

二、2007年公路旅客运输量分析

三、2008年公路旅客运输量分析

四、2009年我国公路旅客运输量分析

五、2010年我国公路旅客运输量分析

六、2010年我国公路旅客运输量分析

七、2011年我国公路旅客运输量分析



八、2012年我国公路旅客运输量分析

九、同比分析

第三节 农村客运市场分析

一、中国农村客运市场建设取得较快发展

二、农村客运需求特点分析

三、农村客运市场现状原因分析

四、发展农村客运市场的对策建议

第四节 公路客运的普遍服务及保障机制

一、公路客运普遍服务的定义与内涵

二、公路客运普遍服务的供给保障模式

三、供给保障模式存在的问题

四、建立公路客运普遍服务基金

第五节 公路运输客运的差异化管理

一、公路客运差异化管理的必要性

二、公路客运的差异化管理内容

三、公路客运的差异化管理方法

四、公路客运差异化管理的效益评估

第六节 公路客运市场的问题及发展对策

一、中国公路客运市场存在的问题

二、公路客运可适当上调运价消化成本增支

三、我国高速公路客运的发展对策

四、公路快速客运的发展策略

五、公路客运企业品牌运营的对策分析

第八章 2012年中国出租车相关产业运行分析&mdash;旅游业

第一节 2012年中国旅游业运行综述

一、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特点

二、中国旅游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三、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分析

四、中国旅游业转型与产业政策选择分析

五、中国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第二节 2007-2012年中国旅游业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一、2007年中国旅游业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二、2008年中国旅游业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三、2009年中国旅游业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四、2010年中国旅游业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五、2011年中国旅游业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六、2012年中国旅游业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第三节 旅游业对中国出租车市场的影响

第九章 2012-2016年中国出租车行业发展趋势及建议

第一节 2012-2016年中国出租车市场前景分析

一、中国公路客运市场前景分析

二、出租车市场前景预测分析

三、出租车产业趋势探析

四、出租车产业投资潜力分析

第二节2012-2016年中国出租车行业发展思路

一、出租汽车行业定位

二、出租汽车行业监管方式

三、出租汽车经营权出让方式

四、出租汽车行业经营模式

五、&ldquo;黑车&rdquo;与非法营运问题

六、企业与司机的关系

第三节 2012-2016年中国出租车行业发展建议

一、制定新的出租汽车管理办法或条例

二、尽快理顺管理体制

三、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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