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叉车是应用最广泛的物流搬运工具。在经历了2012年的短暂调整，2013年
全球叉车产业企稳回升，订单量首次突破100万台，销售量也超过了金融危
机前的最好水平。这主要受物流业进一步发展、机器替代人工需求增长等因
素的影响。

•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叉车消费市场，2013年叉车销量达到32.9万台，同比增
长13.9%，占到全球总销量的33.2%。其中，出口11.3万台，同比增长
15.3%，创历史新高。未来，中国叉车行业将继续保持平稳发展，预计到
2015年叉车销量将突破40万台，出口接近15万台。

• 叉车主要分为电动叉车和内燃叉车（汽油、柴油为主）。鉴于汽油、柴油等
内燃叉车存在尾气排放和噪声污染等问题，欧美等国家早已大力普及和应用
电动叉车，目前电动叉车在欧洲叉车市场已接近80%，美洲接近60%，然而
中国还不足30%。

• 除了大力发展电动叉车外，近年天然气、锂电、液化石油气、燃料电池等新
能源叉车也得到广泛关注和应用。目前，海斯特、丰田、林德、永恒力、安
徽合力、比亚迪等企业已经推出了节能环保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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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6年全球及中国叉车行业研究报告》重点分析了以下内容：

• 全球叉车市场现状、主要国家发展情况，以及全球20强企业情况等；

• 中国叉车生产、销售、进出口情况等；

• 中国电动叉车、内燃叉车市场现状及重点企业等；

• 中国叉车市场产品格局、区域格局、企业格局等；

• 全球10家重点企业以及中国21家重点企业经营情况及叉车业务等；

• 中国叉车行业发展趋势及未来预测。

一直以来，丰田、凯傲集团、永恒力、海斯特——耶鲁、科朗设备稳居世界叉车企业前5名，2013年这种局
势依然未能撼动。2013年4月起三菱重工与力至优的叉车业务合并，使得新的合资公司三菱力至优叉车公
司2013年跻身全球叉车行业第6位，而同期由TCM和日产联合成立的UniCarriers尾随其后，位列世界第7位
。这些企业均已在中国建立叉车生产基地。

位列第8、9位的是中国最大的两个叉车公司，即安徽叉车集团和浙江杭叉集团。2013年这两家公司叉车销
量占到中国总销量的47%，处于绝对领先地位。2014年10月，杭叉集团发布公告称，拟在上交所上市，募
集资金主要用于“年产5 万台电动工业车辆整机及车架项目”、“年产200 台集装箱叉车项目”、“年产
800 台智能工业车辆研发制造项目”等。

除此之外，龙工上海、柳工等企业均已进入2013年全球叉车20强行列。2014年4月，柳工成立第二家叉车
公司——山东柳工叉车有限公司（另一个为上海柳工叉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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