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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22年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市场分析报告-市场竞争环境与发展前景
评估》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
容。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
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
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
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www.chinabaogao.com/baogao/202201/5684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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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2012〕31号）的行业分类，场地试验
技术服务行业属于“M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下的“M74专业技术服务业”；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属于“专业技术服
务业”（M74）。
1、行业主管部门
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是汽车行业的伴生行业，主要接受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交
通运输部、生态环境部、国家市监总局等部门的监管和指导。
行业主管部门
主要管理职责和内容
国家发改委
制定汽车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审批和管理投资项目等。
工业和信息化部
拟订并组织实施行业规划以及行业技术规范和标准，指导行业质量管理工作，提出优化产业
布局、结构的政策建议。负责审批汽车企业新车型《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的申请，对
强制性检验和定型试验的检测机构进行授权。
交通运输部
全国交通运输的主管部门，负责按照《道路运输车辆燃料消耗量检测和监督管理办法》等相
关制度规范实施车辆燃料消耗量市场准入制度及相应检测机构的授权。
生态环境部
全国环保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汽车企业新车型申请《车辆产品环保目录》时，进行强制性
标准“车辆/发动机排放”检测的检测机构的授权。
国家市监总局
对经“国家认监委”评定认可的检测机构的检测项目以及业务范围进行授权。通过对国家级的
机动车检测机构授权，管理机动车产品的“强制性检测项目”。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2、行业自律协会
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的自律组织主要包括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中国质量检验协会机动车安全检验专业委员会以及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等。
（1）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成立于1987年5月，系经民政部批准的社团组织。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主要有产业调研和政策研究、行业信息统计服务、咨询服务与项目论证、汽车工业标准制
订、市场贸易协调与发展、行业自律、会展服务、行业培训、国际交流等职能。中国汽车工
业协会设有37个分支机构，其中针对汽车试验场业务板块，设置了汽车试验场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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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系1988年由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成立，下设30个分技术委
员会。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展循环
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为目标，完善汽车标准体系，提高标准水平，推动
标准实施，增强服务能力，提升汽车产业整体水平和竞争能力，促进汽车行业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
（3）中国橡胶工业协会成立于1985年，系经民政部注册登记的全国性社会团体，下设15个
分支机构。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主要有提出行业发展和立法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制定并组织实
施行业自律性规范；实施名牌战略，培育和推荐知名品牌；倡导科技创新，推进循环经济、
节能减排；开展行业预警和对外贸易磋商，组织协调企业应对贸易摩擦等职能。
（4）中国质量检验协会机动车安全检验专业委员会系经民政部注册登记的全国性社会团体
中国质量检验协会下属分支机构。中国质量检验协会机动车安全检验专业委员会的主要职能
为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对机动车安全检测行业的管理，在政府与机动车安检机构、检测设
备生产和经营单位、用户和相关部门间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为中国机动车安全检测事业服
务，引导广大企业重视产品质量、提高机动车安全检验技术和服务水平，促进我国道路交通
安全的和谐发展。
（5）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于1963年成立于长春，系由中国汽车科技工作者自愿组成的全国性
、学术性法人团体，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组成部分，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中国汽车工程学
会目前下设50个分支/代表机构，并与各个省级汽车工程学会建立了业务指导关系。中国汽
车工程学会的宗旨是推动汽车工业科技进步；培养汽车科技人才；促进国内外汽车产业技术
交流；传播、普及汽车科技知识；弘扬汽车文化以及筑建科技工作者之家。
3、行业的主要政策法规
汽车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以及安全、环保要求的不断提
升，我国汽车行业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日臻完善。
我国汽车生产企业和产品实行准入管理制度，包括工信部的“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管理
制度、交通运输部的“道路运输车辆达标车型公告”管理制度、环保部门的“机动车环保公告”
管理制度、国家市监总局（国家认监委）的“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CCC）”等。
相关准入体系涉及的主要管理制度如下：
涉及监管部门及事项
主要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
发布时间
工信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制度体系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50号
）
2018.11.27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准入审查要求》和《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审查要求》（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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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19年1号）
2019.1.3
《关于公开检验检测机构备案信息及相关管理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装备中心[2019]882
号）
2019.11.13
《关于修改<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
信息化部令第54号）
2020.7.24
交通运输部“道路运输车辆达标车型公告”制度体系
《道路运输车辆燃料消耗量检测和监督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09年
第11号）
2009.6.26
《关于实施重型商用车燃料消耗量管理的通知》（工信部联产业[2012]12号）
2012.1.6
《关于贯彻落实交通运输行业标准<营运客车安全技术条件>（JT/T1094-2016）的通知》（
交办运[2017]31号）
2017.3.7
《关于做好交通运输行业标准<营运货车安全技术条件第1部分：载货汽车>（JT/T1178.1-2
018）实施工作的通知》（交办运[2018]44号）
2018.4.4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
部令2019年第19号）
2019.6.21
生态环境部“机动车环保公告”制度体系
《关于开展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信息公开工作的公告》（国环规大气[2016]3号）
2016.8.24
《关于发布<机动车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公告2017年第69号）
2017.12.11
国家市监总局（国家认监委）“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CCC）”制度体系
《关于进一步深化汽车强制性产品认证改革的公告》（国家认监委2017年第1号公告）
2017.1.3
《关于调整完善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和实施要求的公告》（市监总局2019年第44号）
2019.10.16
《关于进一步完善强制性产品认证自我声明评价方式和明确有关实施要求的公告》（国家认
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9]2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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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25
《关于优化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的公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2020年第18号）
2020.4.21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4、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
除上述涉及行业准入有关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之外，近年来，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汽
车工业发展战略及促进汽车工业转型升级的有关政策，主要的相
关政策如下：
颁布时间
出台的政府部门
具体政策
2017.4.6
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
《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工信部联装[2017]53号）
2017.12.27
工信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智能网联汽车）》（工信部联科[2017]332号）
2018.6.8
工信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总体要求）》（工信部联科[2018]109号）
2018.12.25
工信部
《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工信部科[2018]283号）
2019.9.19
中共中央、国务院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2020.2.10
发改委等11部委
《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发改产业[2020]202号）
2020.4.15
工信部、公安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车辆智能管理）》（工信部联科[2020]61号）
2020.4.28
发改委等11部委
《关于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发改产业[2020]68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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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0
国务院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国办发〔2020〕39号）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YZX）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22年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市场分析报告-市场竞争环境与发展前景
评估》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
容。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
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
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
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行业报告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
，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
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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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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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分析法、PEST分析法，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同时通过资深分析师
对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发展趋势和当前行业热点分析，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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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产业社会环境发展分析
一、人口环境分析
二、教育环境分析
三、文化环境分析
四、生态环境分析
五、消费观念分析
 
第四章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运行情况
第一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发展状况情况介绍
一、行业发展历程回顾
二、行业创新情况分析
三、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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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第三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供应情况分析
第四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需求情况分析
第五节 我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细分市场分析
1、细分市场一
2、细分市场二
3、其它细分市场
第六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供需平衡分析
第七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五章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所属行业运行数据监测
第一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所属行业总体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二、行业资产规模分析
第二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所属行业产销与费用分析
一、流动资产
二、销售收入分析
三、负债分析
四、利润规模分析
五、产值分析
第三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所属行业财务指标分析
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四、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六章2018-2022年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市场格局分析
第一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竞争现状分析
一、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竞争情况分析
二、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主要品牌分析
第二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市场集中度影响因素分析
二、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解决问题的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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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钻石模型分析
一、生产要素
二、需求条件
三、支援与相关产业
四、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状态
五、政府的作用
 
第七章2018-2022年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需求特点与动态分析
第一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消费市场动态情况
第二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消费市场特点分析
一、需求偏好
二、价格偏好
三、品牌偏好
四、其他偏好
第三节 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成本结构分析
第四节 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一、供需因素
二、成本因素
三、渠道因素
四、其他因素
第五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价格现状分析
第六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平均价格走势预测
一、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价格影响因素
二、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平均价格走势预测
三、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平均价格增速预测
 
第八章2018-2022年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区域市场现状分析
第一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区域市场规模分布
第二节 中国华东地区场地试验技术服务市场分析
一、华东地区概述
二、华东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东地区场地试验技术服务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东地区场地试验技术服务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节 华中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中地区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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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中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中地区场地试验技术服务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中地区场地试验技术服务市场规模预测
第四节 华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南地区概述
二、华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南地区场地试验技术服务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南地区场地试验技术服务市场规模预测
第五节 华北地区场地试验技术服务市场分析
一、华北地区概述
二、华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北地区场地试验技术服务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北地区场地试验技术服务市场规模预测
第六节 东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东北地区概述
二、东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东北地区场地试验技术服务市场规模分析
四、东北地区场地试验技术服务市场规模预测
第七节 西部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部地区概述
二、西部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部地区场地试验技术服务市场规模分析
四、西部地区场地试验技术服务市场规模预测
 
 
第九章2018-2022年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竞争情况
第一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竞争结构分析（波特五力模型）
一、现有企业间竞争
二、潜在进入者分析
三、替代品威胁分析
四、供应商议价能力
五、客户议价能力
第二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SCP分析
一、理论介绍
二、SCP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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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SCP分析框架
第三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竞争环境分析（PEST）
一、政策环境
二、经济环境
三、社会环境
四、技术环境
 
第十章 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企业分析（随数据更新有调整）
第一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二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四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五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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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十一章2022-2027年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发展前景分析与预测
第一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国内投资环境分析
二、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市场机会分析
三、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投资增速预测
第二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市场发展预测
一、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二、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市场规模增速预测
三、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产值规模预测
四、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产值增速预测
五、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供需情况预测
第四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盈利走势预测
一、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毛利润同比增速预测
二、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速预测
 
第十二章2022-2027年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投资风险与营销分析
第一节 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政策风险分析
二、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技术风险分析
三、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竞争风险分析
四、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其他风险分析
第二节 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应对策略
一、把握国家投资的契机
二、竞争性战略联盟的实施
三、企业自身应对策略
 
第十三章2022-2027年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发展战略及规划建议
第一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品牌战略分析
一、场地试验技术服务企业品牌的重要性
二、场地试验技术服务企业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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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场地试验技术服务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场地试验技术服务企业的品牌战略
五、场地试验技术服务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二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市场的重点客户战略实施
一、实施重点客户战略的必要性
二、合理确立重点客户
三、对重点客户的营销策略
四、强化重点客户的管理
五、实施重点客户战略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第三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战略综合规划分析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业务组合战略
四、区域战略规划
五、产业战略规划
六、营销品牌战略
七、竞争战略规划
 
第十四章2022-2027年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发展策略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产品策略分析
一、服务/产品开发策略
二、市场细分策略
三、目标市场的选择
第二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营销渠道策略
一、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渠道选择策略
二、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营销策略
第三节 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价格策略
第四节 观研天下行业分析师投资建议
一、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重点投资区域分析
二、中国场地试验技术服务行业重点投资产品分析
图表详见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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