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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市场信息
（中国大陆）

泰案联中国



中国大陆车市亮点新闻

5万辆/年！一汽解放四川分公司6月投产

2023年重型商用车行业动态

泰案联中国

文章来源: 卡车之家

2月22日，一汽解放四川分公司揭牌仪式在广汉工厂1号门隆重举行。四川

分公司正式成立，标志着一汽解放西部高端制造基地进入强力推进阶段。

四川分公司占地面积828 亩，基地规划具备10万辆整车生产能力，一期产

能5万辆/年，预计6月正式投产。

四川分公司建设内容包括中重卡车架、焊、涂、总4大车间、16条生产线，

以MOM、LES为智能化核心，采用水性漆、环保建筑材料应用，实现了自动化焊

接、单片电泳、整车自动检测，致力于打造智能制造3.0数字化卡车生产基地，

使整车出厂质量达到世界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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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型数据 / 原厂设备数据）

02 泰案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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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型数据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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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泰案联中国

第四季度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返 回



原厂备件
数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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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22更新

返 回

2月-2023更新



03 产品&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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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用车中国市场保有量



泰案联商用车
中国市场保有量

泰案联中国



商用车保有量

✓ 提供中国市场34个主流品牌的保有量数据，包括

30个国产品牌和4个进口品牌，比如北奔、

东风、中国重汽等

✓ 中英双语

✓ 保有量最细到地级市级别

✓ 每年更新一次

中国市场商用车保有量

2022年上半年国产品牌全国保有量

2022年上半年进口品牌全国保有量

2022年上半年国产+进口品牌全国保有量

2022年上半年国产+进口品牌地级市细分保有量

泰案联中国



04 泰案联公司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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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闻

践行可持续性发展做法，泰案联获得EcoVadis银奖

作为汽车后市场领先的数据专家，泰案联获得了声誉卓越的EcoVadis银奖。该奖项表彰了泰案联积极追求可持续性发展和主

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努力。

EcoVadis，全球供应链可持续性评估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对泰案联在诸多方面的表现进行了打分，例如环境、劳动权与人权、

道德体系、可持续性采购等。泰案联最终获得的高分和银奖奖项都证明了公司一直以来秉持着可持续性做法，长远着眼于现

在和未来各代。

泰案联将致力于产生积极影响，并依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应对环境与社会挑战。

返 回
泰案联中国



公司新闻

泰案联网页目录开启“我的账户”设置功能

在恢复网页目录用户注册程序后，泰案联于本月对中国

版网页目录（www.tecalliance.cn）和东南亚版网页目录

（www.tecalliance-sea.com）做出更新，新增“我的账户”

功能模块，旨在解决用户注册与登录可能面临的难题，

提供更加流畅便利的使用体验。

用户只需在网页目录界面，点击右上角“我的账户”图

标，便能够进入补充/修改个人账户信息的界面。在该界

面上，用户可以修改编辑自己的密码、名称、电话号码

等信息，还能够看到该账户的ID。

为保护用户的账号安全性，泰案联网页目录暂不支持账

号共享，即针对单个账号，在同一时间，泰案联目录系

统仅支持一个IP地址的登录行为。

返 回
泰案联中国

http://www.tecalliance.cn/
http://www.tecalliance-sea.com/


公司新闻

在上海法兰克福汽配展 -深圳特展，泰案联与行业伙伴探索全新机遇

2023年2月15日至18日，备受期待的Automechanika Shanghai（上海国际汽车零配件、

维修检测诊断设备及服务用品展览会） –深圳特展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

疫情后时代来临，泰案联与行业伙伴再次相聚于这一集结了全产业上下游企业的盛会。

在会场，泰案联销售团队依次拜访了客户，与之共同探讨了汽后市场未来发展和公司

业务目标，并向他们颁发了全新年度的泰案联数据供应商（TecDoc Data Supplier）认

证证书；这一证书旨在表明，获证企业的数据质量符合全球公认的泰案联数据标准

（TecDoc Standard），以及该企业有权使用泰案联提供的专属数据供应商标识。

返 回
泰案联中国



公司新闻

泰案联中国网页目录：产品筛选逻辑优化

全球独立汽后市场领先的TecDoc目录以快速、精准的汽车配件查询结

果而备受赞誉；如今，针对配件产品搜索，泰案联对TecDoc中国版目

录（www.tecalliance.cn）的筛选逻辑完成了优化：拥有完整产品信息

（包括配件图片、OE号、参数、车型链接等）的配件将优先显示在用

户的搜索结果页面。

泰案联鼓励并帮助TecDoc目录的数据供应商不断提升数据质量、丰富

产品信息，因为更加全面的信息意味着更精准的匹配、更多的订单、

更少的售后问题、更高的客户满意度。泰案联将继续通过系列数据质

量提升倡议，不断提高用户通过TecDoc在线目录购买合适配件的信心，

并与此同时为制造商创造更高价值和影响力。

返 回
泰案联中国

http://www.tecalliance.cn/


公司新闻

泰案联东南亚网页目录在中国重启正常使用

近日，泰案联正式完成对TecDoc东南亚目录后

台系统的调整与升级工作。现在，中国用户已

经 能 够 正 常 使 用 该 目 录 (www.tecalliance-

sea.com)。

泰案联为目录维护期间给所有用户带来的不便

表达诚挚的歉意，并希望全新的目录能够提供

更优质的使用体验。

返 回
泰案联中国

http://www.tecalliance-sea.com/


公司新闻

一封来自泰案联的邀请函：欢迎到访我们的吉隆坡法兰克福展位！

返 回
泰案联中国

2023年吉隆坡国际汽车零配件、维修检测诊断设备及服务用

品展览会（Automechanika Kuala Lumpur）将于3月16日至18

日在吉隆坡会议中心举行。

此次展会，泰案联将在2号展厅M19展位等待您的莅临——我

们的团队蓄势待发，为您探索全新机遇。欢迎您前来我们的

展位，泰案联富有经验的汽后市场专家将向您详细介绍我们

引以为傲的高质量配件与车型数据、目录解决方案、产品管

理与流程数字化服务，全心帮助您的业务在新时代乘风破浪。



联系我们
中国大陆市场数据用户

及电商平台业务
全球版网页目录业务中国大陆市场品牌商

刘海英
Haiying.Liu@tecalliance.net
电话: +86 182 2149 5081

艾紫莹
Ziying.Ai@tecalliance.net
电话:+86 176 1615 2038

贾春辉
Chunhui.Jia@tecalliance.net
电话:+86 173 7264 2905

周麒
Qi.Zhou@tecalliance.net
电话: +86 135 2479 6845

泰案联中国

孙晓风
Xiaofeng.sun@tecalliance.net
电话:+86 136 6157 1331

中国台湾市场业务

张俊芳
Junfang.Zhang@tecalliance.net

电话: +886 903576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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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观看!
泰案联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电话：+86 21 3387 0258

网址：www. tecalliance.cn

地址：上海市共和新路1868号1号楼10层1015室

泰案联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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