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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机调查报告
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海关总署、国家商务部、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以及国内外相关报刊杂志的基础信息等公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着
重对我国拖拉机行业的发展态势，包括市场供给与需求情况、进出口情
况、市场需求特点、行业竞争态势以及世界市场发展状况等进行了分析
，对拖拉机行业的市场需求及技术发展趋势进行了研判。报告数据丰富
及时、图文并茂，还对国家相关产业政策进行了介绍和趋向研判，是拖
拉机生产企业、科研单位、经销企业等单位准确了解当前中国拖拉机市
场发展动态，把握企业定位和发展战略方向不可多得的决策参考资料，
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本拖拉机研究报告，对拖拉机进行了详细的拖拉机分析研究，内容包括
行业国内市场分析，国外市场分析，市场供需分析、竞争对手分析，行
业前景分析，市场风险分析。最后拖拉机研究报告对拖拉机行业前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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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研究预测。

【绿色通道】尊敬的客户，如果该报告目录不能满足你的需要，请您跟
我们的客服及时联系，我们会根据您的需要做出调整，以满足你的需求
。当您定购该报告之后，公司会进行市场最新的内容更新，确保信息与
市场同步。
 

正文目录

第一章 拖拉机相关概述
第一节 拖拉机的基本概念
一、拖拉机的工作原理
二、拖拉机的基本组成
第二节 不同类型拖拉机介绍
一、履带拖拉机
二、轮式拖拉机
三、履带式和轮式拖拉机的工作原理

 

第二章 国际拖拉机产业发展动态分析 
第一节 国际拖拉机产业发展历程分析
第二节 国际拖拉机制造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国际拖拉机产业规模分析
二、国际拖拉机产业技术现状分析
第三节 国际拖拉机市场现状分析
第四节 国际拖拉机应用情况分析

 

第三章 世界拖拉机重点市场运行透析
第一节 美国
一、美国拖拉机市场发展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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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农用拖拉机销量与库存量统计
三、美国农用拖拉机市场销量分析
第二节 加拿大
一、加拿大拖拉机市场发展回顾
二、加拿大农用拖拉机销量与库存量统计
三、加拿大农用拖拉机市场销量分析
第三节 西欧地区
一、西欧拖拉机市场发展综述
二、英国拖拉机市场发展解析
三、德国拖拉机生产与销售现状浅析
四、爱尔兰拖拉机市场发展解析
第四节 东欧地区
一、东欧地区拖拉机市场发展综述
二、东欧各国拖拉机市场发展特点分析
三、俄罗斯拖拉机市场发展现状
第五节 亚洲地区
一、印度拖拉机市场发展概述
二、韩国拖拉机工业发展走势分析
三、土耳其拖拉机市场发展综述
四、金融危机下巴基斯坦拖拉机市场逆势增长
第六节 其他地区
一、大洋洲地区拖拉机市场发展综述
二、南美地区拖拉机市场发展分析
三、非洲地区拖拉机市场发展概况
四、墨西哥拖拉机工业发展概况

 

第四章 中国拖拉机行业发展环境分析及展望
第一节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一、国民生产总值（GDP）
二、工业生产与效益情况
三、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四、财政与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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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外贸易发展情况
六、消费物价指数情况
第二节 拖拉机技术分析
一、拖拉机技术环境分析
二、拖拉机技术介绍
三、拖拉机技术发展趋势
四、拖拉机技术与国外技术差距分析
第三节 拖拉机政策分析
一、农业机械购置补贴
二、惠农政策拉动拖拉机市场稳步发展
三、开征燃油税对农业和农机化的影响
四、政策叠加利好刺激农机市场发展
五、国家支持推广的农业机械产品目录分析
六、拖拉机进出口政策分析
第四节 拖拉机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分析
一、中国拖拉机产业占GDP比重
二、中国拖拉机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影响
三、中国拖拉机产业对税收的贡献率
第五节 2012年最新经济运行分析
一、投资分析
二、出口分析
三、消费分析

 

第五章 拖拉机制造行业数据分析(国家统计局4位代码分析)
第一节 拖拉机制造行业市场运行规模分析
一、 拖拉机制造行业竞争企业数量
二、 拖拉机制造行业行业从业人数调查分析
三、 拖拉机制造行业行业工业总产值分析
第二节 拖拉机制造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一、 拖拉机制造行业资产负债率分析
二、 拖拉机制造行业利息保障倍数分析
第三节 拖拉机制造行业经营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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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拖拉机制造行业总资产周转率分析
二、 拖拉机制造行业净资产周转率分析
三、 拖拉机制造行业存货周转率分析
四、 拖拉机制造行业流动资产周转率分析
第四节 拖拉机制造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一、 拖拉机制造行业总资产收益率分析
二、 拖拉机制造行业净利润率分析
三、 拖拉机制造行业净资产收益率分析
四、 拖拉机制造行业毛利率分析
第五节 拖拉机制造行业成长能力分析
一、 拖拉机制造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分析
二、 拖拉机制造行业净利润分析
三、 拖拉机制造行业总资产分析
四、 拖拉机制造行业净资产分析

 

第六章 中国拖拉机产业运行新形势透析 
第一节 中国拖拉机行业发展概况
一、中国拖拉机发展的三个阶段
二、我国拖拉机行业总体发展分析
三、国内拖拉机市场进入成熟发展期
四、四大特征支撑中国拖拉机市场健康发展
五、中国拖拉机专利申请与授权发展概况
第二节 中国拖拉机市场运行现状综述
一、我国拖拉机行业发展环境持续向好
二、拖拉机市场需求激增
第三节 中国拖拉机技术的发展进展
一、中国拖拉机技术发展概况
二、国内拖拉机行业技术发展的建议
三、中国拖拉机产品技术发展趋势
第四节 中国拖拉机产业热点问题探讨与策略分析
一、国内拖拉机管理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二、质量堪忧拖拉机行业投诉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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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拖拉机企业发展应把握四大机遇
四、中国拖拉机行业的市场开拓战略

 

第七章 拖拉机行业产量分析
第一节 拖拉机产量分析
一、2007年1-11月产量分析
二、2008年1-11月产量分析
三、2009年1-11月产量分析
四、2010年1-11月产量分析
五、2011年1-12月产量分析
第二节 近年来我国拖拉机产量特点分析

 

第八章 87011000 手扶拖拉机行业进出口贸易分析(海关8位代码分析)
第一节 87011000 手扶拖拉机出口状况分析
一、出口金额规模分析
二、出口数量规模分析
三、出口价格分析
第二节 87011000 手扶拖拉机进口状况
一、进口金额规模分析
二、进口数量规模分析
三、进口价格分析

 

第九章 87012000
半挂车用的公路牵引车行业进出口贸易分析(海关8位代码分析)
第一节 87012000 半挂车用的公路牵引车出口状况分析
一、出口金额规模分析
二、出口数量规模分析
三、出口价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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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87012000 半挂车用的公路牵引车进口状况
一、进口金额规模分析
二、进口数量规模分析
三、进口价格分析

 

第十章 87013000
履带式牵引车、拖拉机行业进出口贸易分析(海关8位代码分析)
第一节 87013000 履带式牵引车、拖拉机出口状况分析
一、出口金额规模分析
二、出口数量规模分析
三、出口价格分析
第二节 87013000 履带式牵引车、拖拉机进口状况
一、进口金额规模分析
二、进口数量规模分析
三、进口价格分析

 

第十一章 87019011 轮式拖拉机行业进出口贸易分析(海关8位代码分析)
第一节 87019011 轮式拖拉机出口状况分析
一、出口金额规模分析
二、出口数量规模分析
三、出口价格分析
第二节 87019011 轮式拖拉机进口状况
一、进口金额规模分析
二、进口数量规模分析
三、进口价格分析

 

第十二章 87019019 其他拖拉机行业进出口贸易分析(海关8位代码分析)
第一节 87019019 其他拖拉机出口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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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口金额规模分析
二、出口数量规模分析
三、出口价格分析
第二节 87019019 其他拖拉机进口状况
一、进口金额规模分析
二、进口数量规模分析
三、进口价格分析

 

第十三章 87019090 未列名牵引车行业进出口贸易分析(海关8位代码分析)
第一节 87019090 未列名牵引车出口状况分析
一、出口金额规模分析
二、出口数量规模分析
三、出口价格分析
第二节 87019090 未列名牵引车进口状况
一、进口金额规模分析
二、进口数量规模分析
三、进口价格分析

 

第十四章 中国大中型拖拉机市场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中国大中型拖拉机市场概况
一、中国大中型拖拉机快速发展的有利因素
二、中国大中型轮式拖拉机市场增长迅速
三、中国加快大马力拖拉机产业化进程
第二节 中国大中型拖拉机市场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一、中国大中型拖拉机质量问题突出
二、大中型拖拉机发展须重点解决的两大问题
三、中国大型拖拉机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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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中国小型拖拉机市场运行形势分析
第一节 中国小型拖拉机市场概况
一、中国小型轮式拖拉机市场发展简述
二、中国小型拖拉机市场平稳发展
三、中国小四轮拖拉机发展的特点
四、国内小四轮拖拉机市场竞争分析
第二节 中国小型拖拉机市场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国内小型拖拉机技术质量堪忧
二、制约小型轮式拖拉机发展的五大因素
第三节中国小型拖拉机市场发展对策探讨
一、小型拖拉机和谐发展的措施
二、提高小型拖拉机质量安全水平和市场竞争力的建议
三、中国小四轮市场发展的对策

 

第十六章 国际主要拖拉机制造商对比分析 
第一节美国约翰&#8226;迪尔公司
一、公司介绍
二、在华发展分析
三、公司最新经营情况分析
第二节意大利纽荷兰公司
一、公司介绍
二、在华发展分析
三、公司最新经营情况分析
第三节法国雷诺公司
一、公司介绍
二、在华发展分析
三、公司最新经营情况分析
第四节芬兰维美德公司
一、公司介绍
二、在华发展分析
三、公司最新经营情况分析
第五节印度MAHINDRA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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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介绍
二、在华发展分析
三、公司最新经营情况分析

 

第十七章 中国拖拉机制造业优势企业关键性财务指标分析
（企业可自选）
第一节 中国一拖集团
一、公司概况
二、公司经营状况
三、公司竞争优劣势
四、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二节 常林股份(600710)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三节 约翰．迪尔天拖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四节 常州东风农机集团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五节 江苏悦达盐城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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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六节 上海纽荷兰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七节 四川省资阳市四通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八节 浙江彪马集团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九节 河南千里机械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十节 浙江四方集团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十一节 山东潍坊鲁中拖拉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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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十二节 德州金岭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十八章 中国农机行业运行走势分析
第一节 中国农业机械行业发展概述
一、中国农机市场的30年变革解析
二、中国农业机械行业跨入中级发展阶段
三、中国农业机械行业开始产业升级
四、中国农机工业稳步健康发展探析
第二节 中国农机形势透析
一、中国农机工业新亮点呈现
二、农机工业呈现产销两旺运行态势
三、国内农机市场热点透析
第三节 农业机械行业发展政策因素分析
一、开征燃油税对农业和农机化的影响
二、政策叠加利好刺激农机市场发展
三、国家支持推广的农业机械产品目录分析
四、部分农机出口退税率提高
五、进口大型农机实施较低税率
第四节中国农机市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一、国内农机业发展的困局
二、中国农机行业遭遇成本困境
三、农业机械行业面临的政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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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促进中国农机市场持续增长的对策
五、农机企业做大做强须四管齐下

 

第十九章 拖拉机行业市场企业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拖拉机行业企业区域集中度分析
一、拖拉机华北区域集中度分析
二、拖拉机东北区域集中度分析
三、拖拉机西北区域集中度分析
四、拖拉机华东区域集中度分析
五、拖拉机华南区域集中度分析
六、拖拉机西南区域集中度分析
七、拖拉机华中区域集中度分析
第二节 拖拉机行业企业主要省市集中度分析
一、拖拉机A省集中度分析
二、拖拉机B省集中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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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拖拉机行业SWOT和市场供需分析
第一节 拖拉机行业SWOT分析
一、拖拉机行业优势分析
二、拖拉机行业劣势分析
三、拖拉机行业机会分析
四、拖拉机行业威胁分析
第二节 2012-2016年中国拖拉机市场供需状况
一、市场供给预测分析
二、市场需求预测分析
三、拖拉机行业进出口预测分析
第三节 2012-2016年拖拉机行业影响供给关系因素分析
一、需求变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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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厂商产能因素
三、原料供给状况
四、技术水平提高
五、政策变动因素
第四节 中国拖拉机行业出口贸易探析
一、我国拖拉机出口贸易基本特点
二、中国拖拉机出口贸易三大阶段
三、我国拖拉机出口贸易面临的挑战
四、推动拖拉机出口贸易发展的措施

 

第二十一章 2012-2016年拖拉机行业投资前景和风险预警研究
第一节 拖拉机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拖拉机行业需求增长投资机会分析
二、拖拉机行业区域市场投资机会分析
第二节 拖拉机行业内部风险分析
一、拖拉机行业市场竞争风险分析
二、拖拉机行业技术水平风险分析
三、拖拉机行业企业经营风险分析
四、拖拉机行业企业出口风险分析
五、拖拉机行业自身发展周期风险分析
第三节 拖拉机行业外部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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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拖拉机行业国内宏观经济环境风险分析
三、拖拉机行业国内外行业政策风险分析
四、拖拉机行业替代品行业发展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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