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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我国的橡胶管带行业经过50多年的发展，对国民经济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配套作用，尤其是

随着我国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以及新材料的应用，橡胶管带行业不断与相关领域相互渗透，开

拓了橡胶管带的应用范围和领域，产品广泛应用于煤炭、冶金、水泥、港口、矿山、石油、

汽车、纺织、轻工、工程机械、建筑、海洋、农业、航空、航天等领域。橡胶管带行业坚持

科学发展观，产品的品种、规格、质量得到了持续、快速、协调、健康的发展，基本满足了

国内市场的需求，提高了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ldquo;十一五&rdquo;以来，我国橡胶管带行业专业的研究与开发在不断进步，不仅对现有

橡胶管带在胶料、工艺、性能和成本方面进行改进，使之不断满足用户要求和适应市场需要

，而且不断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填补国内空白，许多国产胶管胶带的性能已接近或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这为国内产品进一步打入国际市场创造了条件。&ldquo;十二五&rdquo;

、&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我国国民经济还将保持持续发展，带动煤炭、钢铁、水泥、港

口、矿山、石油、汽车、纺织、轻工、机械等工业的发展，这将给橡胶管带行业的发展带来

良好机遇。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橡胶管行业深度监测与趋势预测分析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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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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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它是业内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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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避经营和投资前景，制

定正确竞争和投资规划建议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博思数据是中国权威的产业研究机构之一，提供各个行业分析，市场分析，市场预测，行

业发展趋势，行业发展现状，及各行业产量、进出口，经营状况等统计数据，具体产品有行

业分析报告，市场分析报告，年鉴，名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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