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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共研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调查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共八章
。首先介绍了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整体运行态势等，接
着分析了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市场竞争格
局。随后，报告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报废汽车回收
拆解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
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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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中国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发展概况分析
第一节 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的基本概况
一、报废汽车回收拆解的相关概述
（一）报废汽车的概念界定
（二）回收报废汽车的单位
（三）报废汽车拆解材料构成
二、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效益分析
（一）报废汽车回收拆解经济效益
（二）报废汽车回收拆解社会效益
（三）报废汽车回收拆解环境效益
三、报废汽车回收利用的地位与作用
（一）报废汽车回收利用与汽车工业
（二）报废汽车回收利用与公共安全
（三）报废汽车回收利用与环境保护
（四）报废汽车回收利用与资源节约
（五）报废汽车各种材料的回收利用
四、本报告的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第二节 报废汽车整车拆解作业与破碎工艺
一、报废汽车整车拆解作业
（一）汽车拆解作业方式
（二）汽车拆解工艺流程
（三）作业劳动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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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拆解作业方法选择
二、报废汽车整车破碎工艺
（一）报废汽车整车破碎工艺
（二）整车破碎材料分享方法
（三）报废汽车拆解企业实例
第二章 中国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行业主要政策与发展规划
（一）行业主要相关政策解读
（二）行业相关发展规划解读
二、《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相关概述
（一）制定汽车报废标准的原因
（二）《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
（三）汽车报废标准的若干说明
（四）汽车报废标准的注意事项
三、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标准
（一）回收拆解企业应具备的条件
（二）对回收拆解企业的规范要求
第二节 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一、全球经济走势情况分析
二、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情况
（二）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
（三）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增速
（四）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情况
（五）居民人均收入情况分析
（六）货币供应量及增长情况
第三章 国外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发展经验借鉴
第一节 欧盟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发展概况
一、欧盟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发展概况
（一）欧盟报废汽车回收拆解的基本原则
（二）欧盟报废汽车回收拆解的技术要求
二、德国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发展概况
三、英国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发展概况
第二节 美日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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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发展概况
二、日本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发展概况
三、国外报废机动车的回收管理模式对比
第三节 国外报废汽车回收处理模式发展启示
一、国外报废汽车回收处理模式分析
（一）国外报废汽车回收的相关法规
（二）德国报废汽车的回收处理模式
（三）日本报废汽车的回收处理模式
（四）美国报废汽车的回收处理模式
（五）瑞典报废汽车的回收处理模式
（六）荷兰报废汽车的回收处理模式
二、国内报废汽车回收处理模式分析
（一）国内报废汽车回收的相关法规
（二）国内报废汽车的回收处理模式
三、国内外报废汽车处理模式的比较
（一）国内外报废汽车处理模式比较
（二）国外报废汽车回收处理模启示
第四章 中国汽车市场与二手车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第一节 汽车市场产销规模与细分市场销量
一、汽车工业发展历程分析
（一）汽车工业初始创建阶段
（二）汽车工业独立自主阶段
（三）汽车工业对外开放阶段
二、汽车市场总体运行情况
（一）汽车产量及增长情况
（二）汽车销量及增长情况
（三）汽车进口量及其增长
（四）汽车出口量及其增长
（五）汽车行业的投资情况
三、乘用车市场销售情况分析
（一）乘用车总体销量分析
（二）轿车销量及增长情况
（三）MPV销量及增长情况
（四）SUV销量及增长情况
四、商用车市场销售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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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用车总体销量分析
（二）重卡销量及增长情况
（三）中卡销量及增长情况
（四）轻卡销量及增长情况
（五）微卡销量及增长情况
（六）大客销量及增长情况
（七）中客销量及增长情况
（八）轻客销量及增长情况
第二节 中国二手车流通行业运行情况分析
一、二手车流通行业规模分析
（一）二手车流通企业数量规模
（二）二手车交易市场从业人员
（三）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面积
二、二手车流通行业交易规模
（一）二手车交易量及增长情况
（二）二手车交易额及增长情况
（三）二手车平均交易价格分析
三、百强二手车市场交易情况
（一）百强二手车市场的交易量
（二）百强二手车市场的交易额
（三）百强二手车市场地区分布
四、二手车流通行业结构分析
（一）按交易规模划分结构分析
（二）按交易车型划分结构分析
五、二手车市场运行特点分析
（一）市场服务功能日益提升
（二）新型经营模式不断涌现
六、二手车市场发展措施和建议
（一）二手车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二手车市场发展措施和建议
第五章 中国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第一节 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的规模分析
一、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规模分析
（一）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企业数量
（二）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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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回收网点
（四）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场地面积
（五）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资产总额
二、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销售额分析
（一）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销售额
（二）拆解后二手件销售额及其占比
三、按报废汽车回收量划分的行业结构
第二节 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回收量分析
一、报废机动车回收量及其构成情况
（一）报废机动车回收量及其增长情况
（二）报废汽车回收量及增长情况分析
（三）报废摩托车回收量及其增长情况
二、分车型报废汽车回收量及其增长
（一）分车型报废汽车回收量占比情况
（二）报废轿车回收量及增长情况分析
（三）报废客车回收量及增长情况分析
（四）报废载货车回收量及其增长情况
（五）报废专项作业车回收量及其增长
（六）报废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回收量
第三节 报废汽车回收量优势企业发展分析
一、报废汽车回收量优势企业规模
二、报废汽车回收量企业集中度分析
三、报废汽车回收量企业回收量明细
第六章 中国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区域市场分析
第一节 中国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区域结构
一、各地区行业规模结构分析
（一）各地区企业数量分布结构
（二）各地区从业人员分布结构
（三）各地区回收网点分布结构
二、各地区回收量及其销售额
（一）各地区汽车回收量及占比
（二）各地区摩托车回收量分析
（三）各地区销售额及占比情况
三、各地区人均回收报废汽车
（一）各地区人均汽车回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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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地区人均销售额分析
第二节 东部地区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市场分析
第三节 中部地区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市场分析
第四节 西部地区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市场分析
第五节 东北地区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市场分析
第七章 中国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领先企业分析
第一节 成都兴原再生资源投资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报废流程分析
四、报废车回收量分析
第二节 天津市国联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四、报废车回收量分析
第三节 北京市汽车解体厂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报废流程分析
四、报废车回收量分析
第四节 重庆市再生资源物流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四、报废车回收量分析
第五节 北京华新凯业物资再生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报废流程分析
四、报废车回收量分析
第六节 沈阳秋实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报废流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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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废车回收量分析
第七节 北京首特钢报废机动车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基本设备分析
四、报废车回收量分析
第八节 河南省中联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三、报废车回收量分析
第九节 北京博瑞联通汽车循环利用科技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汽车解体流程
四、报废车回收量分析
第十节 北京中物博汽车解体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报废流程分析
四、报废车回收量分析
第八章 中国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未来前景展望
第一节 报废汽车拆解厂的建设投资案例分享
一、案例投资资金估算分析
（一）案例企业发展概况简介
（二）项目固定资产投资估算
（三）项目流动资金估算情况
二、案例投资经济效益预测
（一）项目投资成本费用估算
（二）废旧汽车材料回收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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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建报废汽车回收体系的发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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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废汽车回收体系的系统化原则
（二）报废汽车回收体系的市场化原则
（三）报废汽车回收体系的法制化原则
（四）报废汽车回收体系的信息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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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存在的问题
（二）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的发展建议
（三）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的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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