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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6 南京市轨道交通装备需求前景分析

7.12 西安市轨道交通装备市场需求前景

7.12.1 西安市轨道交通发展规划分析

7.12.2 西安市轨道交通投资建设情况

7.12.3 西安市轨道交通运营情况分析

7.12.4 西安市轨道交通装备需求分析

7.12.5 西安市轨道交通装备招标采购动向

7.12.6 西安市轨道交通装备需求前景分析

7.13 沈阳市轨道交通装备市场需求前景

7.13.1 沈阳市轨道交通发展规划分析

7.13.2 沈阳市轨道交通投资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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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3 沈阳市轨道交通运营情况分析

7.13.4 沈阳市轨道交通装备需求分析

7.13.5 沈阳市轨道交通装备招标采购动向

7.13.6 沈阳市轨道交通装备需求前景分析

7.14 长春市轨道交通装备市场需求前景

7.14.1 长春市轨道交通发展规划分析

7.14.2 长春市轨道交通投资建设情况

7.14.3 长春市轨道交通运营情况分析

7.14.4 长春市轨道交通装备需求分析

7.14.5 长春市轨道交通装备招标采购动向

7.14.6 长春市轨道交通装备需求前景分析

7.15 哈尔滨市轨道交通装备市场需求前景

7.15.1 哈尔滨市轨道交通发展规划分析

7.15.2 哈尔滨市轨道交通投资建设情况

7.15.3 哈尔滨市轨道交通运营情况分析

7.15.4 哈尔滨市轨道交通装备需求分析

7.15.5 哈尔滨市轨道交通装备招标采购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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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6 哈尔滨市轨道交通装备需求前景分析

 

第8章 中国领先轨道交通设备生产企业发展情况分析

8.1 国际领先企业发展情况分析

8.1.1 加拿大庞巴迪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分析

（4）企业业务分析

（5）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8.1.2 法国阿尔斯通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业务分析

（4）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5）企业市场扩张分析

8.1.3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23 / 37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4）企业市场扩张分析

8.1.4 德国西门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4）企业市场扩张分析

8.1.5 日本川崎重工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4）企业市场扩张分析

8.1.6 德国克诺尔集团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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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产品分析

（4）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5）企业在华投资分析

8.2 国内领先轨道交通企业发展情况分析

8.2.1 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分析

（4）企业业务分析

（5）企业渠道分析

（6）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7）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2.2 中车哈尔滨车辆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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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渠道分析

（5）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6）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8.2.3 长春中车轨道车辆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分析

（4）企业业务分析

（5）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6）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8.2.4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分析

（4）企业业务分析

（5）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6）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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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2.5 中车沈阳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分析

（4）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5）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2.6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分析

（4）企业渠道分析

（5）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6）企业市场扩张分析

（7）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8.2.7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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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分析

（4）企业渠道分析

（5）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6）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8.2.8 天津中车机辆装备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分析

（4）企业业务分析

（5）企业市场扩张分析

（6）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8.2.9 中车北京二七机车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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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业务分析

（5）企业渠道分析

（6）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7）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8.2.10 中车北京南口机械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分析

（4）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5）企业市场扩张分析

（6）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8.2.11 中车大同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分析

（4）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5）企业市场扩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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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2.12 中车太原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分析

（4）企业业务分析

（5）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6）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8.2.13 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分析

（4）企业业务分析

（5）企业渠道分析

（6）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7）企业市场扩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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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9）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2.14 中车山东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分析

（4）企业业务分析

（5）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6）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2.15 中车西安车辆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分析

（4）企业业务分析

（5）企业渠道分析

（6）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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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2.16 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分析

（4）企业业务分析

（5）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6）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8.2.17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分析

（4）企业业务分析

（5）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6）企业市场扩张分析

（7）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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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2.18 中车大连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分析

（4）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5）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8.2.19 中车大连电力牵引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分析

（4）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5）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8.2.20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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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5）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2.21 吉林麦达斯铝业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分析

（4）企业渠道分析

（5）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6）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8.2.22 青岛欧特美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分析

（4）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5）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8.2.23 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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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分析

（4）企业业务分析

（5）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6）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8.2.24 上海德意达电子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品分析

（3）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8.2.25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分析

（4）企业渠道分析

（5）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6）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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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第9章 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发展趋势与前景预测

9.1 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发展影响因素

9.1.1 轨道交通政策因素影响分析

9.1.2 轨道交通技术因素影响分析

9.1.3 城镇化相关因素影响分析

9.1.4 原材料价格因素分析

9.1.5 行业发展影响因素综合判断

9.2 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9.2.1 产品技术发展趋势分析

（1）机车板块

（2）客车、动车组板块

（3）货车业务板块

（4）城轨地铁车辆业务板块

9.2.2 出口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1）出口国别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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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口规模趋势

9.2.3 轨道交通信息化趋势分析

9.3 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9.3.1 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9.3.2 轨道交通装备行业盈利能力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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