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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0-2015年中国海洋工程产业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

共十三章。首先介绍了海洋工程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海洋工程产业运行环境等，接着分析了

中国海洋工程行业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海洋工程行业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中国海洋

工程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海洋工程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

您若想对海洋工程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海洋工程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

要工具。

       海洋工程是指以开发、利用、保护、恢复海洋资源为目的，并且工程主体位于海岸线向海

一侧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具体包括：围填海、海上堤坝工程，人工 岛、海上和海底物

资储藏设施、跨海桥梁、海底隧道工程，海底管道、海底电(光)缆工程，海洋矿产资源勘探

开发及其附属工程，海上潮汐电站、波浪电站、温差 电站等海洋能源开发利用工程，大型海

水养殖场、人工鱼礁工程，盐田、海水淡化等海水综合利用工程，海上娱乐及运动、景观开

发工程，以及国家海洋主管部门会 同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海洋工程。 

第一章 海洋工程行业概述 

 第一节 海洋工程行业界定和分类 

 一、海洋工程行业界定 

 二、海洋工程行业分类 

 第二节 海洋工程行业基本特点 

 一、海洋工程装备需求从根本上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二、海洋工程装备需求受经济周期影响 

 三、海洋工程装备市场需求随油气价格波动 

 第三节 海洋石油开发产业链 

 一、海洋油气勘探历史 

 二、海洋工程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三、海洋石油产业链 

 

 第二章 2009-2010年全球油气市场背景 

 第一节 全球油气资源储量 



 一、全球油气储量 

 二、全球石油产量 

 第二节 2010年世界炼油工业述评 

 一、2010年全球炼油能力 

 二、2010年新增加工能力 

 三、2010年小炼厂关闭成为趋势 

 四、2010年世界最大炼油公司地位稳固 

 第三节 2010年全球油价分析 

 一、国际油价波动及影响分析 

 二、2010年国际油价走势分析 

 

 第三章 2010年中国海洋工程产业运行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中国GDP分析 

 二、中国工业发展形势 

 三、消费价格指数分析 

 四、城乡居民收入分析 

 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七、进出口总额及增长率分析 

 第二节 2010年中国海洋工程产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中国海洋资源法体系初探 

 二、我国调整海洋石油开采税收政策 

 三、海洋石油开采监管将有章可循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 

 五、海洋工程设备或列入十二五新兴产业规划 

 第三节 2010年中国海洋工程产业技术环境分析 

 第四节 当前经济形势对海洋工程行业的影响 

 一、宏观经济环境对海洋工程行业的影响 

 二、宏观政策环境对海洋工程行业的影响 

 三、行业政策环境对海洋工程行业的影响 

 1、国际造船新规范、新标准对我国提出严峻挑战 



 2、各省市积极贯彻规划精神、加大对船舶工业的支持力度 

 

 第四章 2009-2010年中国海上石油资源分析 

 第一节 全球储量 

 一、海洋石油形成机理 

 二、海洋油气资源储量 

 三、海洋油气资源区域分布 

 第二节 中国储量 

 一、中国海洋油气资源 

 二、中国海上油田现状 

 三、渤海油气资源分析 

 四、东航油气资源分析 

 五、南海油气资源分析 

 

 第五章 2010年中国海洋工程产业运行总况 

 第一节2010年中国海洋资源开采业运行总况 

 一、中国海洋资源的基本国情 

 二、中国海洋资源开发与管理现状 

 三、中国海洋石油开采应有新思路 

 四、中国海洋资源与可持续发展分析 

 第二节 2010年海洋工程产量区域分布情况 

 一、建造厂商集中在亚洲 

 1、新加坡 

 2、日本 

 3、韩国 

 二、技术开发商集中在美国和欧洲 

 第三节 海洋工程行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第六章 2010年中国海洋工程产业深度剖析 

 第一节 2010年中国海洋工程产业动态分析 

 一、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在京成立 

 二、中国国际海洋工程装备高峰论坛聚焦 



 三、中国海洋工程高峰论坛下月初在沪召开对产业的影响 

 第二节 2010年中国海洋工程阐述 

 一、开展海洋工程意义重大 

 二、海洋开发利用 

 第三节 2010年中国海洋工程细分领域透析 

 一、海岸工程 

 二、近海工程 

 三、深海工程 

 

 第七章 2010年中国海洋工程行业相关行业分析 

 第一节 石油开采行业 

 一、世界原油供需格局 

 1、储量和产量分布 

 2、供需格局 

 二、中国原油供需格局 

 1、储量和产量分布 

 2、供需格局 

 3、原油供需预测 

 4、原油价格走势 

 5．原油价格预测 

 第二节 天然气 

 一、天然气开采行业增长情况 

 二、天然气开采行业区域分布情况 

 三、天然气开采行业发展预测 

 第三节 海上油田服务行业发展概况 

 一、全球海上油田服务行业发展概况 

 1、发展现状 

 2、竞争格局 

 二、中国海上油田服务行业发展概况 

 1、发展现状 

 2、竞争格局 

 



 第八章 2010年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业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10年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业运行现状综述 

 一、海洋工程装备成船企新增长点 

 二、我国内陆最大造船企业全面进军海洋工程装备制造领域 

 三、海洋工程装备将跻身新兴产业 

 第二节 2010年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业技术现状 

 一、海洋工程装备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二、海洋工程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化行进程 

 三、海洋工程装备技术交流与合作 

 第三节 2010年中国海洋工程技术装备技术需求前沿 

 一、深海油气资源开发平台技术 

 二、水面平台配套设备技术 

 三、水下生产系统（SUBSEA）的设备技术 

 四、水下系统的安装与维修技术 

 五、深潜器与深海空间站技术 

 1、缆控潜器ROV 

 2、自制式无人潜器AUV 

 3、载人潜器 

 4、深海载人空间站 

 第四节 2010年中国海洋工程装备市场动态分析 

 一、中国海洋工程装备需求量逐渐增大 

 二、海洋工程装备市场规模及结构分析 

 1、钻井平台需求：2000亿美元 

 2、浮式生产设施需求：1000 亿美元 

 3、海洋平台辅助船需求：约125 亿美元 

 三、中国大幅增加海洋石油开采技术设备的进口 

 

 第九章 2010年中国海洋工程产业竞争新格局透析 

 第一节2010年中国海洋工程行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一、钻井平台市场集中度 

 二、FPSO新建市场被韩国主导 

 三、海洋工程辅助船舶市场集中度 



 第二节2010年海洋工程行业竞争动态分析 

 一、全球 

 1、欧美垄断装备设计和高端制造领域 

 2、亚洲国家主导海洋工程装备制造领域 

 3、资源大国企业开始进入建造领域 

 二、中国 

 1、中国造船&ldquo;海洋工程&rdquo;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 

 2、海洋石油工程核心竞争力评析 

 第三节 2011-2015年中国海洋工程行业竞争趋势分析 

 

 第十章 2010-2020年中国三大油企海洋石油规划 

 第一节 中海油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七、2010-2020年战略规划 

 第二节 中石油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七、2010-2020年海洋石油规划 

 第三节 中石化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七、2010-2020年海洋石油规划 

 

 第十一章 2010年海洋工程相关企业分析 

 第一节 海油工程 

 一、企业概况 

 二、运营状况 

 三、业务盈利 

 四、发展规划 

 第二节 中海油服 

 一、企业概况 

 二、运营状况 

 三、业务盈利 

 四、发展规划 

 第三节 招商重工 

 一、企业概况 

 二、海工产品 

 三、业务完成 

 第四节 大连船舶 

 一、企业概况 

 二、海工产品 

 三、业务完成 

 第五节 莱佛士 

 一、企业概况 

 二、海工产品 

 三、业务完成 

 第六节 中远船务 

 一、企业概况 

 二、海工产品 

 三、业务完成 

 第七节 外高桥 



 一、企业概况 

 二、海工产品 

 三、业务完成 

 

 第十二章 2010-2020年中国海洋石油开采分析 

 第一节 2009-2010年中国海洋石油开采 

 一、2007-2008年海上石油开采 

 二、2010-2020年石油开采规划 

 第二节 2009-2010年海洋工程建设 

 一、2009-2010年海洋工程建设量 

 二、2010年中海洋资本支出分析 

 第三节 南海深海战略蓝图展望 

 一、南海（南沙群岛）简介 

 二、油气储量分析及他国开采 

 三、中海油&mdash;&mdash;南海深水战略准备 

 

 第十三章 2011-2015年中国海洋工程行业投资前景与风险防范 

 第一节 2010年中国海洋工程投资概况 

 一、中国海洋工程投资准入情况分析 

 二、中国海洋工程投资与在建项目分析 

 第二节 2011-2015年中国海洋工程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深水设备需求旺盛 

 二、海洋工程装备新型化、多功能化 

 三、产业链投资机会分析 

 第三节 2011-2015年中国海洋工程投资风险与防范 

 一、经济环境风险 

 二、政策风险 

 三、技术风险 

 四、市场风险 

 五、融资风险 

 六、防范措施 

 第四节 专家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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