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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汽车物流是指汽车供应链上原材料、零部件、整车以及售后配件在各个环节之间的实体

流动过程。广义的汽车物流还包括废旧汽车的回收环节。汽车物流在汽车产业链中起到桥梁

和纽带的作用。汽车物流是实现汽车产业价值流顺畅流动的根本保障。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13-2017年中国汽车物流产业全景调研与投资方向研究报告》共十五

章。首先介绍了汽车物流产业相关概述、中国汽车物流产业运行环境等，接着分析了中国汽

车物流产业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整车物流产业运行、中国汽车物流产业运行竞争等

。随后，报告对中国汽车物流产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汽车物流产

业发展趋势与投资。您若想对汽车物流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汽车物流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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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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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物流产业相关概述

第一节 汽车物流相关简释

一、汽车物流的概念

二、汽车物流行业的特点

三、中国汽车产业物流配送的三大主要模式

四、中国汽车物流现行的主体模式

第二节 汽车物流的四个环节

一、供应链采购下的零部件供应物流

二、实现精益生产的生产物流

三、实施柔性化管理的销售物流

四、实现&ldquo;绿色物流&rdquo;目标的回收物流

第二章 2012年中国汽车行业运行现状分析

第一节 2012年中国汽车行业发展分析

一、中国汽车制造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二、国内汽车生产情况分析

三、中国汽车工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态势

第二节 2012年中国汽车进出口情况分析



一、中国汽车出口情况分析

二、中国汽车产品进口情况

三、中国汽车进出口价格分析

第三节 2012年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发展分析

一、中国汽车产业的格局

二、发展自主品牌的四种技术开发模式

三、四种技术开发模式的比较研究

四、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发展展望

第四节 2012年中国汽车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

一、中国汽车工业发展中遭遇的瓶颈

二、中国汽车行业管理上存在的五大问题

三、中国汽车企业面临的困境与发展对策

四、中国发展节能环保汽车行业的几个政策建议

第三章 2012年全球汽车物流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 2012年国际汽车物流行业发展分析

一、国际汽车行业物流管理的提升之路

二、国外汽车公司物流模式的发展方向和特征

三、国外汽车流通对中国的启示

四、国际汽车物流供应链应用上RFID技术

第二节 2012年世界汽车物流主要国家产业运行动态分析

一、美国汽车物流产业分析

二、日本汽车物流分析

三、德国汽车物流行业发展分析

第三节 2013-2017年世界汽车物流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四章 2012年中国汽车物流产业运行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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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第二节 2012年中国汽车物流产业政策分析 

一、《商用车运输服务规范》（WB/T1032-2006）说明

二、《商用车运输服务规范》（WB/T1032-2006）



三、《乘用车水路运输服务规范》（WB/T1033-2006）说明

四、《乘用车水路运输服务规范》（WB/T1033-2006）

第三节 2012年中国汽车物流产业社会环境分析

第五章 2012年中国汽车物流产业运行动态分析

第一节 2012年中国汽车物流行业发展分析

一、中国汽车物流将迈入水运时代

二、中国汽车物流标准体系建设情况

三、国内汽车物流市场竞争情况分析

第二节 2012年中国汽车物流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中国汽车物流行业与国外存在巨大差距

二、中国汽车物流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我国汽车物流领域存在的四个突出问题

四、中国汽车物流面临的挑战

五、中国汽车出口物流不畅存在的主要原因

第三节 2012年中国汽车物流行业的发展对策分析

一、中国汽车物流行业发展策略

二、发展中国汽车物流行业应调整思路

三、中国汽车物流业的五个发展措施

四、建立汽车物流标准化体系的思路探索

五、解决中国汽车出口物流不畅的主要对策

第六章 2012年中国汽车物流产业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12年汽车逆向物流分析

一、汽车逆向物流的概念

二、汽车逆向物流的产生

三、汽车逆向物流的作用及意义

四、中国汽车逆向物流存在的三个问题

五、提高汽车逆向物流服务水平的发展措施

第二节 2012年中国汽车物流行业成本分析

一、物流成本的概念

二、中国汽车物流行业成本过高

三、以资源整合来降低汽车物流成本

四、中国汽车物流企业降低成本策略



五、上海通用汽车物流成本管理三大策略

第三节 2012年汽车物流行业组建战略联盟分析

一、战略联盟的概念

二、汽车物流与生产企业的主要战略联盟形式

三、汽车物流企业之间的主要战略联盟形式

四、国外汽车物流巨头纷纷到中国组建战略联盟

第四节 2012年部分汽车制造企业物流运作管理情况

一、一汽大众首创国内第三方物流备件供应售后模式

二、长安汽车零部件物流的管理运作模式

三、BMW公司汽车物流运作管理的优化研究

四、上汽集团物流业务外包运行分析

第七章 2012年中国整车物流产业运行解析

第一节 2012年中国整车物流行业发展概况

一、中国整车物流业的发展特点

二、中国整车物流发展模式探析

三、中国整车物流运作与发达国家的比较分析

第二节 2012年中国港口整车物流发展分析

一、港口整车物流的主要特点

二、中国港口整车物流面临的主要问题

三、国外港口整车物流发展的经验启示

四、中国港口整车物流的发展建议

第三节 2012年中国整车物流行业的竞争与合作分析

一、整车物流行业竞合概述

二、从价格竞争向综合竞争转变

三、整车物流行业的合作分析

四、整车物流行业已进入资本整合时代

第四节 2012年中国整车物流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中国整车物流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中国整车物流遭遇机制困局

三、制约中国整车物流的几个因素

第五节 2012年整车物流行业的发展对策及趋势

一、中国整车物流的发展建议



二、构建汽车行业整车物流体系的措施

三、中国整车物流业的发展趋势

第八章 2012年中国汽车零部件物流市场透析

第一节 2012年中国汽车零部件物流发展分析

一、中国汽车零部件物流发展现状

二、汽车零部件物流市场需求分析

三、中国汽车零部件业的物流商机

第二节 2012年中国汽车零部件物流与整车物流的比较

一、研究汽车零部件物流与整车物流的意义

二、整车与零部件功能特性的差别

三、汽车物流服务模式的区别

四、汽车物流管理过程的比较

第三节 2012年中国汽车零部件物流发展模式分析

一、中国汽车零部件&ldquo;主机厂中心型&rdquo;供应物流模式解析

二、汽车配件物流模式的改进

三、中国汽车零配件产业JIT管理物流模式分析

四、第三方汽车零配件供应物流及其发展模式分析

第四节 2012年中国汽车零部件物流业存在的问题、对策及发展趋势

一、中国汽车零部件物流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汽车零部件物流企业的发展建议

三、中国汽车零部件物流的三大发展趋势

第九章 2012年中国第三方汽车物流产业运行浅析

第一节 2012年中国第三方汽车物流发展概况

一、第三方物流对汽车制造企业发展的有利作用

二、国外汽车行业第三方物流的应用

三、中国汽车第三方物流企业发展现状

四、中国汽车第三方物流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五、中国汽车制造企业应用第三方物流主要模式

第二节 2012年中国第三方汽车物流行业面临的问题

一、中国汽车第三方物流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中国第三方汽车物流行业面临的挑战

三、中国汽车行业第三方物流应用中存在的障碍



第三节 2012年中国汽车第三方物流行业发展对策及趋势

一、中国第三方汽车物流行业改革策略

二、三方联动共同推动汽车第三方物流发展

三、汽车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发展策略

四、第三方将成为中国汽车物流未来发展趋势

第十章 2012年中国汽车物流企业运营分析

第一节 汽车物流企业的品牌建设情况分析

一、中国汽车物流品牌发展现状

二、汽车物流企业品牌建设的主要内容

三、汽车物流企业品牌建设实施与维护措施

第二节 2012年汽车物流企业绩效评估管理分析

一、中国汽车物流企业进行绩效评估的必要性

二、汽车物流企业绩效评估指标选取方法

三、汽车物流企业主要绩效评估方法

第三节 2012年中国汽车物流企业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一、中国汽车物流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

二、中国汽车物流企业的整合机遇及对策

三、中国汽车物流企业降本增效措施分析

四、汽车物流企业应当构筑的四项核心能力

五、汽车物流企业成功的两大方面关键因素

第十一章 2012年中国汽车物流与供应链分析

第一节 汽车供应链概述

一、供应链管理的概念

二、供应链管理的主要理念

三、汽车企业的供应链

四、汽车行业供应链的主要特点

五、影响汽车供应链运作的因素

六、汽车供应链的纵向及横向整合

第二节 2012年供应链角度上的汽车物流改善

一、现代物流演变的原因和走向分析

二、汽车行业物流向供应链的演变分析

三、汽车制造企业应保持供应链的主导地位



第三节 2012年汽车企业集团应用集成供应链物流模式分析

一、集成供应链物流模式的内涵

二、集成供应链物流模式具有的主要特点

三、集成供应链物流模式的应用分析

第四节 2012年汽车供应链与第三方物流

一、运用现代物流整合汽车行业供应链

二、第三方物流在汽车供应链管理中的作用

三、第三方汽车物流供应链发展分析

第五节 2012年中国汽车物流与供应链的发展策略

一、汽车行业应加强物流供应链管理

二、汽车物流供应链的优化与管理

三、汽车物流供应链管理的发展对策

四、供应链管理情况下汽车物流的创新对策

五、供应链管理下中国汽车业应采用的物流模式

第十二章 2012年中国汽车物流的信息化探析

第一节 2012年汽车物流信息化发展概况

一、信息化对法国汽车物流业产生的影响

二、汽车物流行业信息化的作用

三、搭建汽车物流信息平台的重要性

四、中国汽车物流信息化发展现状

第二节 2012年中国整车物流管理信息化分析

一、中国汽车业面临着整车物流管理的变革

二、整车企业对商品车运输管理系统的需求

三、整车物流管理系统实例分析

第三节 2012年汽车物流行业信息化发展策略

一、中国汽车物流信息化的发展对策

二、汽车物流业发展信息化应当先发展信息平台

第十三章 2012年中国汽车物流产业运行竞争分析

第一节 2012年中国汽车物流竞争现状分析

一、汽车物流产业竞争力分析

二、汽车物流成本竞争分析

三、汽车物流市场企业竞争分析



第二节 2012年中国部分地区汽车物流业发展分析

一、广东南海崛起汽车物流经济圈

二、广州港已成华南地区最大汽车物流枢纽

三、广州芳村构筑汽车物流基地

四、吉林省汽车物流行业发展现状

五、国际汽车物流巨头涌进武汉经济开发区

六、天津亟待给汽车物流业运输松绑

第十四章 2012年中国汽车物流重点企业竞争力对比分析

第一节 上海安吉天地汽车物流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安吉天地致力打造中国汽车物流王牌

三、安吉天地调整零部件配送业务提升企业竞争力

四、安吉天地构筑一体化汽车物流平台

第二节 重庆长安民生物流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长安民生物流瞄上高端汽车物流市场

三、长安民生物流快速发展主要因素分析

四、长安民生物流进军保税物流业

五、长安民生物流经营状况分析

第三节 吉林省长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长久集团扎根汽车物流产业

三、长久与捷富凯达成汽车出口物流合作协议

第四节 北京福田物流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福田物流快速发展策略

三、透视福田物流运行的五层次管理模式

四、信息化成福田物流发展的原动力

第十五章 2013-2017年中国汽车物流产业发展趋势与投资分析

第一节 2013-2017年中国汽车物流业前景趋势分析

一、中国汽车物流行业商机无限

二、中国汽车物流业的发展趋势



三、未来汽车物流行业或将大规模重组

第二节 2013-2017年中国汽车物流产业投资预测分析

一、投资环境预测分析

二、投资机会分析

三、投资风险分析

第三节 专家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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