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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6-2021年中国精密压铸机加工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六章

。报告介绍了精密压铸机加工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精密压铸机加工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

国精密压铸机加工行业的现状、中国精密压铸机加工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精密压铸机加工

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精密压铸机加工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

精密压铸机加工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精密压铸机加工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

的重要工具。

精密压铸机加工行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基础产业，受到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力支

持，属于国家鼓励发展行业。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汽车、3C产品、通讯基础设备

、家用电器等众多领域对精密压铸件的需求稳步增长，越来越多的企业涌入市场，使得市场

竞争日趋激烈。

第1章：中国精密压铸机加工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1.1 行业市场环境分析

1.1.1 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1）行业主管部门及监管体制

（2）行业相关政策

（3）行业发展规划

1.1.2 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1）国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1）国际宏观经济走势分析

2）国际宏观经济走势预测



（2）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1）国内宏观经济走势分析

2）国内宏观经济走势预测

1.1.3 行业贸易环境分析

（1）行业贸易环境发展现状

（2）国际贸易环境发展趋势

1.2 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1.2.1 行业技术发展现状

1.2.2 行业技术与国外差距

1.2.3 行业技术专利分析

（1）行业专利申请数分析

（2）行业专利公开数量变化情况

（3）行业专利申请人分析

（4）行业热门技术分析

（5）行业技术发展趋势

1.3 行业发展机遇与威胁

第2章：国际精密压铸机加工行业市场运营状况



2.1 国际精密压铸机加工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2.1.1 行业整体运行状况

2.1.2 行业市场供需分析

2.1.3 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2.1.4 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2.2 主要国家机加工行业运行状况

2.2.1 美国

（1）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2）行业市场运行状况

（3）行业发展经验借鉴

2.2.2 日本

（1）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2）行业市场运行状况

（3）行业发展经验借鉴

2.2.3 德国

（1）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2）行业市场运行状况

（3）行业发展经验借鉴

2.3 国际典型机加工企业经营分析

2.3.1 芬兰Alteams集团

（1）公司基本信息介绍

（2）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3）公司经营效益分析

（4）公司在华投资分析

2.3.2 德国凯世曼

（1）公司基本信息介绍

（2）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3）公司经营效益分析

（4）公司在华投资分析

2.3.3 欧洲菲斯达

（1）公司基本信息介绍

（2）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3）公司经营效益分析

（4）公司在华投资分析

第3章：中国精密压铸机加工行业市场运营状况

3.1 行业市场发展状况

3.1.1 行业发展总体概况

3.1.2 行业发展主要特点

3.1.3 行业发展影响因素

（1）有利因素

（2）不利因素

3.1.4 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3.1.5 行业主要发展区域

3.2 行业市场竞争分析

3.2.1 现有企业间竞争

3.2.2 潜在进入者分析

3.2.3 替代品威胁分析

3.2.4 供应商议价能力

3.2.5 客户议价能力



3.3 行业兼并重组分析

3.3.1 机加工行业兼并重组特征

3.3.2 机加工行业兼并重组案例

3.3.3 机加工行业兼并重组趋势

第4章：中国精密压铸机加工行业应用领域分析

4.1 通信设备对行业的需求分析

4.1.1 通信设备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预测

（1）通信领域投资规模

（2）全国移动电话户数

（3）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

（4）我国通讯设备行业经营情况

（5）主要通讯设备制造商分析

（6）行业发展趋势及前景预测

4.1.2 精密压铸在通讯设备行业中的应用

4.1.3 通讯设备行业对压铸件的需求前景

4.2 汽车零部件对行业的需求分析

4.2.1 汽车零部件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预测



（1）汽车保有量

（2）汽车产量

（3）汽车零部件行业经营情况分析

（4）主要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分析

（5）汽车零部件行业发展趋势及前景预测

4.2.2 压铸件在汽车制造行业中的应用分析

（1）压铸件在汽车制造行业的应用

（2）压铸件在汽车制造行业的需求规模

4.2.3 汽车制造行业对压铸件的需求前景

4.3 其他领域对行业的需求分析

4.3.1 摩托车行业对精密压铸机加工的需求

4.3.2 电梯行业对精密压铸机加工的需求

4.3.3 电机设备行业对精密压铸机加工的需求

4.3.4 家电行业对精密压铸机加工的需求

第5章：中国精密压铸机加工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5.1 行业市场发展前景

5.1.1 行业市场容量预测



5.1.2 行业利好利空政策

5.1.3 行业发展格局预测

5.2 机加工行业投资策略与建议

5.2.1 企业资本结构选择

5.2.2 企业战略选择

5.2.3 投资区域选择

5.2.4 投资建议

第6章：精密压铸机加工行业领先企业经营分析

6.1 精密压铸机加工企业发展特点

6.2 精密压铸机加工企业经营分析

6.2.1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3）企业研发能力分析

（4）企业销售渠道分析

（5）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6）企业优劣势分析

6.2.2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3）企业研发能力分析

（4）企业销售渠道分析

（5）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6）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优劣势分析

6.2.3 高要鸿爱斯集团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3）企业研发能力分析

（4）企业销售渠道分析

（5）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6）企业优劣势分析

6.2.4 思德泰克（苏州）电子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及应用领域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2.5 深圳市湘银天机电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及应用领域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2.6 广东文灿压铸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及应用领域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2.7 佛山市金钜琪伟压铸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及应用领域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2.8 江苏江旭铸造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及应用领域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2.9 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及应用领域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2.10 无锡新佳盛压铸机制造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及应用领域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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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7：广东文灿压铸有限公司基本简介

图表78：广东文灿压铸有限公司优劣势分析

图表79：佛山市金钜琪伟压铸有限公司基本简介

图表80：佛山市金钜琪伟压铸有限公司优劣势分析

图表81：江苏江旭铸造集团有限公司基本简介

图表82：江苏江旭铸造集团有限公司优劣势分析

图表83：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基本简介

图表84：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优劣势分析

图表85：无锡新佳盛压铸机制造有限公司基本简介

图表86：无锡新佳盛压铸机制造有限公司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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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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