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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2022-2028年中国工程车市场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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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车是一个建筑工程的主干力量，由于它们的出现才使建筑工程的进度倍增，大大减

少了人力。观工程车作业，不由得使人震撼机器与科技的威力。它们用于工程的运载，挖掘

，抢修，甚至作战等。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工程车市场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共七章。首先介绍了工程车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工程车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工程车

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工程车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工程车做了重点企业

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工程车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工程车产业有个系统

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工程车行业，本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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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目录：

第1章：工程车行业界定及发展环境剖析

1.1 工程车行业界定及统计说明

1.1.1 工程车的界定及分类

（1）工程车界定

（2）工程车分类

1.1.2 工程车与专用车

（1）专用车界定

（2）专用车的分类

1.1.3 工程车与工程机械

（1）工程机械的界定及分类

（2）工程车与工程机械

1.1.4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1.1.5 本报告行业研究范围的界定说明

1.1.6 本报告的数据来源及统计标准说明

1.2 中国工程车行业政策环境



1.2.1 行业监管体系及机构介绍

1.2.2 行业标准体系建设现状

（1）标准体系建设

（2）现行标准汇总

（3）即将实施标准

（4）重点标准解读

1.2.3 行业发展相关政策规划汇总及解读

（1）行业发展相关政策汇总

（2）行业发展相关规划汇总

1.2.4 行业重点政策规划解读

1.2.5 政策环境对行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1.3 中国工程车行业经济环境

1.3.1 宏观经济发展现状

1.3.2 宏观经济发展展望

1.3.3 行业发展与宏观经济相关性分析

1.4 中国工程车行业社会环境

1.5 中国工程车行业技术环境

1.5.1 影响工程车行业发展的核心关键技术分析

1.5.2 新兴技术在工程车行业的融合应用现状

1.5.3 中国工程车行业专利申请及公开情况

1.5.4 中国工程车行业技术创新趋势

1.5.5 技术环境对行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第2章：全球工程车行业发展趋势及前景预测

2.1 全球工程车及相关行业发展现状

2.1.1 全球工程车行业发展环境

（1）全球工程机械市场发展现状

（2）全球专用车市场发展现状

2.1.2 全球工程车行业发展现状

2.2 全球工程车行业区域发展格局及重点区域市场研究

2.2.1 全球工程车行业区域发展现状

2.2.2 重点区域工程车行业发展分析



2.3 全球工程车行业竞争格局及代表性企业案例分析

2.3.1 全球工程车行业企业兼并重组动态

2.3.2 全球工程车行业竞争格局

2.3.3 全球工程车行业代表性企业布局案例

（1）卡特彼勒(Caterpillar)

（2）小松(Komatsu)

（3）三菱重工

（4）约翰迪尔(John Deere)

（5）约翰迪尔(John Deere)

2.4 全球工程车行业发展趋势及市场前景预测

2.4.1 全球工程车行业发展趋势

2.4.2 全球工程车行业前景预测

 

第3章：中国工程车行业发展现状与市场痛点分析

3.1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发展现状

3.2 中国工程车行业发展历程及市场特征

3.2.1 中国工程车行业发展历程

3.2.2 中国工程车行业市场特征

3.3 中国专用车市场供需状况分析

3.3.1 中国专用车行业参与者数量规模

3.3.2 中国专用车整体产量

3.3.3 工程类专用车在专用车市场的比重

3.3.4 中国专用车整体销量

3.3.5 工程类专用车销量

3.3.6 新能源专用车的发展

3.4 中国工程车行业供需现状

3.4.1 中国工程车行业参与者类型

3.4.2 中国工程车行业供给状况

3.4.3 中国工程车行业需求状况

3.4.4 中国工程车行业价格水平及走势

3.4.5 中国工程车进出口市场分析

3.4.6 中国工程车招投标情况



3.5 中国工程车行业市场规模测算

3.6 中国工程车行业市场痛点分析

 

第4章：中国工程车行业竞争状态及市场格局分析

4.1 工程车行业波特五力模型分析

4.1.1 行业现有竞争者分析

4.1.2 行业潜在进入者威胁

4.1.3 行业替代品威胁分析

4.1.4 行业供应商议价能力分析

4.1.5 行业购买者议价能力分析

4.1.6 行业竞争情况总结

4.2 工程车行业投融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4.2.1 行业投融资发展状况

（1）行业资金来源

（2）投融资主体

（3）投融资方式

（4）投融资事件汇总

（5）投融资信息汇总

（6）投融资趋势预测

4.2.2 行业兼并与重组状况

（1）兼并与重组事件汇总

（2）兼并与重组动因分析

（3）兼并与重组案例分析

（4）兼并与重组趋势预判

4.3 工程车行业市场进入与退出壁垒

4.4 工程车行业细分市场发展格局

4.5 工程车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及集中度分析

4.5.1 中国工程车行业市场竞争格局

4.5.2 中国工程车行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4.6 工程车行业区域发展格局及重点区域市场解析

4.6.1 中国工程车行业区域发展格局

4.6.2 中国工程车行业重点区域市场解析



（1）江苏省

（2）山东省

（3）山东省

（4）湖南省

（5）河北省

 

第5章：中国工程车产业链梳理及全景深度解析

5.1 工程车产业链梳理及成本结构分析

5.1.1 工程车产业链梳理

5.1.2 工程车的组成结构

5.1.3 工程车成本结构分析

5.2 工程车行业上游供应市场分析

5.2.1 工程车上游供应市场概况

5.2.2 工程车上游原材料供应市场及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5.2.3 工程车上游核心零部件供应市场及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5.3 工程车中游细分产品市场分析

5.3.1 混泥土泵车

（1）产品概况

（2）市场供需状况

（3）市场竞争状况

（4）市场发展趋势

5.3.2 混泥土搅拌运输车

（1）产品概况

（2）市场供需状况

（3）市场竞争状况

（4）市场发展趋势

5.3.3 起重机

（1）产品概况

（2）市场供需状况

（3）市场竞争状况

（4）市场发展趋势

5.4 工程车行业下游新增市场增长潜力分析



5.4.1 商品房开发前景及工程车需求潜力

5.4.2 新基建建设前景及工程车需求潜力

5.5 工程车报废、维修及更新替换市场需求潜力分析

5.5.1 工程车报废

5.5.2 工程车维修

5.5.3 工程车更新替换市场

5.6 工程车回收及二手市场发展分析

5.6.1 工程车回收

5.6.2 工程车二手市场

 

第6章：中国工程车行业代表性企业发展布局案例研究

6.1 中国工程车行业代表性企业发展布局对比

6.2 中国工程车行业代表性企业发展布局案例

6.2.1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运营现状

（3）企业工程车业务布局

（4）企业发展工程车业务的优劣势分析

6.2.2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运营现状

（3）企业工程车业务布局

（4）企业发展工程车业务的优劣势分析

6.2.3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运营现状

（3）企业工程车业务布局

（4）企业发展工程车业务的优劣势分析

6.2.4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运营现状

（3）企业工程车业务布局



（4）企业发展工程车业务的优劣势分析

6.2.5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运营现状

（3）企业工程车业务布局

（4）企业发展工程车业务的优劣势分析

6.2.6 洛阳中集凌宇汽车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运营现状

（3）企业工程车业务布局

（4）企业发展工程车业务的优劣势分析

6.2.7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运营现状

（3）企业工程车业务布局

（4）企业发展工程车业务的优劣势分析

6.2.8 唐山亚特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运营现状

（3）企业工程车业务布局

（4）企业发展工程车业务的优劣势分析

6.2.9 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运营现状

（3）企业工程车业务布局

（4）企业发展工程车业务的优劣势分析

6.2.10 方圆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运营现状

（3）企业工程车业务布局

（4）企业发展工程车业务的优劣势分析

 



第7章：中国工程车行业市场前瞻及投资策略建议

7.1 中国工程车行业发展潜力评估

7.1.1 行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识别（）

7.1.2 行业发展驱动与制约因素总结

7.1.3 行业发展潜力评估

7.2 中国工程车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7.3 中国工程车行业发展趋势预判

7.4 中国工程车行业投资价值评估

7.5 中国工程车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7.6 中国工程车行业投资风险预警

7.7 中国工程车行业投资策略与建议

7.8 中国工程车行业可持续发展建议

 

图表目录：

图表1：工程车分类

图表2：工程车行业所属的国民经济分类

图表3：本报告的主要数据来源及统计标准说明

图表4：2020年工程车行业标准汇总

图表5：2020年工程车行业发展政策汇总

图表6：2020年工程车行业发展规划汇总

图表7：全球工程车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图表8：2016-2020年我国专用汽车行业在产企业数量（单位：家）

图表9：2016-2020年我国专用汽车产量及增速（单位：万辆，%）

图表10：2020年中国专用车下游需求结构（单位：%）更多图表见正文.......

  详细请访问：http://www.abaogao.com/b/qiche/U72719D07G.html

http://www.abaogao.com/b/qiche/U72719D07G.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