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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前 言

    在现代经济活动中，信息已经是环保塑木(木塑)复合材料系统行业的重要的经济资源，信息

资源的优先占有者胜，反之则处于劣势。中国每年有近100万家企业倒闭，对于企业经营而言

，因为失误而出局，极有可能意味着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失败、他们的经验教训，可

能再也没有机会转化为他们下一次的成功了。环保塑木(木塑)复合材料系统企业成功的关键

就在于，是否能够在需求尚未形成之时就牢牢的锁定并捕捉到它。那些成功的公司往往都会

倾尽毕生的精力及资源搜寻产业的当前需求、潜在需求以及新的需求。

    随着环保塑木(木塑)复合材料系统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大型企业间并购整合与资本运作日

趋频繁，国内外优秀的环保塑木(木塑)复合材料系统企业愈来愈重视对行业市场的分析研究

，特别是对当前市场环境和客户需求趋势变化的深入研究，以期提前占领市场，取得先发优

势。

    本环保塑木(木塑)复合材料系统行业研究共十五章是博思数据中心咨询公司的研究成果，通

过文字、图表向您详尽描述您所处的行业形势，为您提供详尽的内容。博思数据在其多年的

行业研究经验基础上建立起了完善的产业研究体系，一整套的产业研究方法一直在业内处于

领先地位。环保塑木(木塑)复合材料系统行业研究报告是2014-2015年度，目前国内最全面、

研究最为深入、数据资源最为强大的研究报告产品，为您的带来极大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咨询报告由博思数据公司领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监测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

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关

总署、知识产权局、博思数据中心提供的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我们建立联系

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权威统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环保塑木(木塑)复合材料系统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环保塑

木(木塑)复合材料系统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环保塑木(木塑)复合材料系

统趋势预测分析。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

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 环保塑木（木塑）复合材料背景点评

第一章 木塑复合材料相关概述

第一节 复合材料

一、复合材料性能

二、复合材料成型



三、复合材料分类

四、复合材料的发展和应用

五、复合材料发展的意义

节 木塑复合材料

一、木塑复合材料特点

二、木塑复合材料原料

三、木塑复合材料应用

 

第二章 2015年中国木塑复合材料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分析（PEST分析）

第一节 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国民经济运行情况GDP(季度更新)

二、消费价格指数CPI、PPI（按月度更新）

三、全国居民收入情况（季度更新）

四、恩格尔系数（年度更新）

五、工业发展形势（季度更新）

六、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季度更新）

七、财政收支状况（年度更新）

八、中国汇率调整（人民币升值）

九、存基准利率调整情况

十、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情况

十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十二、对外贸易&amp;进出口

第二节 2015年中国木塑复合材料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进出口贸易政策分析

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2年）》

三、复合材料行业成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行业

四、中国生物质塑化木塑复合材料产业&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纲要

第三节 2015年中国木塑复合材料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一、人口环境分析

二、教育环境分析

三、文化环境分析

四、生态环境分析



第四节 2015年中国木塑复合材料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第三章 2015年国内外复合材料产业整体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世界复合材料行业整体概况

一、世界复合材料界焦点透析

二、世界复合材料产业格局分析

三、世界复合材料的应用与研究现状

四、复合材料市场规模及增长预测

五、国际复合材料发展呈两大趋势

第二节 中国复合材料行业概况

一、中国复合材料行业发展成绩

二、中国复合材料生产与消费数据监测

三、我国复合材料行业各种原辅材料发展状况

四、我国复合材料行业技术与产品开发进展

五、我国复合材料技术装备情况

第三节 复合材料行业的发展动态

一、青海纳米复材工程项目开建

二、江苏苏州开建国内最大铜铝复材产业基地

三、江苏省规划推进复合材料产业发展

四、复合材料成为南京产业发展重点

五、连云港被认定为国家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基地

六、山东威海获批建设国家先进复合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第四节 2015年中国复合材料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

 

第四章 2015年中国废塑料回收利用情况分析

第一节 国际废旧塑料回收利用概述

一、发达国家废旧塑料回收利用情况

二、美国废塑料回收率下降

三、德国回收塑料包装废弃物的法规研究

四、日本废塑料再循环分析

五、日本废塑料行业损失严重

第二节 中国废塑料行业



一、中国废塑料回收利用行业发展概况

二、中国废旧塑料行业发展优势

三、再生塑料业中获益途径

四、中国废旧塑料回收大有潜力

第三节 中国废塑料市场透 视

一、中国再生塑料市场缺口大

二、影响废塑料价格的微观因素

三、废塑料贸易风险

四、废塑料再生利用市场广阔

第四节 中国各地废塑料发展动态

一、湖北提高废塑料进口及加工企业申请门槛

二、东阳新建&ldquo;浙中再生塑料集散加工中心&rdquo;

三、福建省废塑料企业生产回温

四、海南计划有偿回收废弃塑料袋

第五节 废塑料回收处理中产生的三废的环境经济效益分析

一、废水处理经济效益分析

二、废气处理经济效益分析

三、固体废弃物处理经济效益分析

第六节 中国废塑料行业问题及对策

一、我国废塑料再生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二、我国进口废塑料遭遇的&ldquo;洋垃圾&rdquo;问题

三、中国废塑料加工业区域性带来的问题

四、中国废塑料需政策引导

五、废塑料行业的发展方向

 

第二部分 国内外塑木（木塑）复合材料业动态聚焦

第五章 2015年全球木塑复合材料产业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15年全球木塑复合材料业运行环境浅析

一、全球经济环境及影响

二、各国政府大力扶持和推行各种节能环保新材料的应用和开发

三、绿色环保对新型复合材料发展态势

第二节 2015年全球木塑复合材料产业运行总况



一、全球木塑复合材料快速发展

二、全球木塑复合材料研究与生产情况

三、全球低碳环保塑木复合材料的市场规模

四、全球木塑复合材料需求与应用情况

五、国外木塑复合材料竞争分析

第三节 2015年全球木塑材料区域市场分析

一、北美

1、北美成世界上低碳环保塑木复合材料产销量最大的地区

2、北美塑木复合材料制品的生产开发和应用技术

二、欧洲低碳环保塑木复合材料发展

三、意大利木塑复合材料加工技术新进展

四、美国木塑复合材料市场评估与分析

 

第六章 2015年中国木塑复合材料产业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2015年中国木塑复合材料发展综述

一、我国木塑复合材料的发展规模分析

二、木塑复合材料发展中的基本认知与主要任务

三、国内木塑复合材的工业应用

第二节 2015年中国木塑复合材料市场运营动态

一、我国木塑复合材料制造设备分析

二、木塑复合材料与相关产业的共同发展

三、聚丙烯基塑木复材的应用与研究方向

 

第七章 2015年中国塑木复合材料业热点问题及策略分析

第一节 对促进我国塑木产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产品研发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力量分散、经费不足

二、企业弱小、分散，市场化程度较低

三、产品标准滞后

第二节 建议

一、支持鼓励企业成为自主技术创新主体

二、迅速制订有关塑木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三、增加塑木的海关编码



四、发挥塑木产业行业协会的协调和引导作用

 

第八章 2015年中国塑木复合材料研究进展

第一节 2015年中国复合材料行业技术发展概况

一、中国复合材料行业技术发展现状

二、我国复合材料产业在各应用领域的加工能力现状

三、复合材料的回收和再利用技术

第二节 2015年中国塑木复合材料技术研究

一、塑木复合技术基本成熟

二、改性技术在塑木复合材料中的应用

三、添加剂的种类和填料的含量对塑木复合材料性能的影响

四、塑木复合材料在户外环境下性能的变化

五、发泡塑木复合材料的发展

六、浅谈木塑复合材料在户外场所中的应用

 

第九章 2015年中国塑木复合材料市场深度剖析

第一节 2015年中国塑木复合材料市场亮点聚焦

第二节 2015年中国塑木复合材料市场综述

一、中国塑木材料市场所处发展阶段

二、木塑复合材料市场回暖

三、中国塑木材料产能分析

四、中国塑木材料市场规模及增长情况分析

第三节 2015年中国塑木复合材料需求及应用分析

一、2013-2015年中国环保塑木国内需求量及同比分析

二、我国低碳环保塑木复合材料产销量分析

三、我国塑木复合材料出口及所占比得分析

四、木塑复合材料在家具及室内装饰中的应用普遍

 

第十章 2015年中国塑木复合材料重点应用领域透析

第一节 建材

第二节 家具

第三节 物流包装



 

第三部分 塑木（木塑）复合材料市场竞争力测评

第十一章 2015年中国塑木复合材料市场竞争新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15年中国塑木复合材料竞争总况

一、复合材料的激烈竞争

二、中国塑木复合材料国际竞争力分析

三、中国塑木复合材料技术竞争分析

四、中国塑木复合材料与替代品竞争分析

第二节 2015年中国塑木复合材料竞争优势分析

第三节 2015年中国塑木复合材料产业集中度分析

一、市场集中度分析

二、生产企业集中度分析

第四节 2016-2022年中国塑木复合材料竞争趋势分析

 

第十二章 2015年中国塑木材料重点加工企业运营财务状况分析

第一节 国风塑业(000859)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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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金发科技(60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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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青岛泰旭木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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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浙江新远见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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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岳阳卓远新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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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 广州赫尔普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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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山东邹平三立特木塑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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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节 湖州美典新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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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节 山东福润志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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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节 佛山市凯粤天雄塑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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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2015年中国木材及木材加工产业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中国森林资源与利用状

第二节 2015年中国木材及木材加工行业总体概况

一、中国木材工业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果

二、我国木材工业总体呈高速发展态势

三、木材行业信息化应用取得重大进展

四、新时期中国木材行业发展的战略政策

第三节 近两年中国木材产业市场监测

一、世界木材生产与贸易总况

二、世界木材木片贸易情况分析



三、世界木材产品价格走势分析

 

第四部分 塑木（木塑）复合材料市场前瞻与投资价值研究

第十四章 2016-2022年中国塑木复合材料产业趋势分析

第一节 2016-2022年中国复合材料业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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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2016-2022年中国塑木复合材料市场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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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2016-2022年中国塑木复合材料制造行业行业前景调研分析

第一节 2015年中国塑木复合材料投资概况

一、塑木复合材料投资环境

二、塑木复合材料投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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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塑木复合材料投资热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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