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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毛纺织行业深度剖析研究与投资规划建议规划报告》介

绍了毛纺织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毛纺织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毛纺织行业的现状、中国

毛纺织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毛纺织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毛纺织产业发展

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毛纺织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毛纺织行业，本报告是您

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第一章 毛纺织概况　　第一节 毛纺及毛纺面料　　　　一、毛纺定义及分类　　　　二、毛

纺面料新原料介绍　　　　三、毛纺面料花型状况　　　　四、毛纺面料的整理方法　　　

　五、常见的毛纺纱线类型　　第二节 半精纺工艺发展解析　　　　一、半精纺工艺定义　

　　　二、半精纺快速发展的原因　　　　三、半精纺纱线的应用状况分析　　　　四、纺

好半精纺纱线的方法　　　　五、提高半精纺纱线质量的策略　　　　 第二章 纺织行业发展

分析　　第一节 纺织行业发展概述　　　　一、中国纺织业产业特征　　　　二、2016年纺

织行业发展分析　　　　三、2016年主要省市纺织工业产量剖析　　第二节 纺织业结构调整

浅析　　　　一、纺织业结构调整的意义　　　　二、纺织业结构调整的原则　　　　三、

纺织业结构调整的重点简述　　　　四、纺织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　　第三节 纺织行业发

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创新能力比较差　　　　二、技术装备水平有待提高　　　　

三、粗放型增长方式需要改变　　　　四、品牌和营销网络发展滞后　　　　五、国际竞争

适应能力不强　　第四节 中国纺织行业发展对策　　　　一、中国纺织产业发展政策措施　

　　　二、中国纺织业提升竞争力的对策　　　　三、应对纺织品环保问题的策略　　　　 

第三章 毛纺织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国外毛纺织行业发展概述　　　　一、法国最大毛纺

集团扭亏为盈　　　　二、印度毛纺产量大增　　第二节 中国毛纺行业发展概述　　　　一

、中国毛纺工业布局　　　　二、中国毛纺工业发展分析　　　　三、中国毛纺工艺和技术

发展分析　　　　四、中国毛纺发展引起全球关注　　第三节 中国毛纺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一、2014-2015年毛纺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二、2016年毛纺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第四节 中国毛纺企业供应链管理模式解读　　　　一、中国毛纺企业供应链环境概述　　

　　二、中国毛纺企业供应链管理模式的类型　　　　三、毛纺企业供应链管理模式的作用

　　第五节 毛纺织行业发展存在的困难及其策略　　　　一、中国毛纺发展的生态问题及其

策略　　　　二、毛纺行业的可持续投资策略　　　　 第四章 毛纺织行业工业统计数据分析

　　第一节 2014-2016年全国毛纺织制造业主要经济指标　　　　一、2014-2015年全国毛纺织

制造业主要经济指标　　　　二、2016年全国毛纺织制造业主要经济指标　　第二节



2014-2016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产销数据分析　　　　一、2014-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

毛纺织制造业产销数据分析　　　　二、2016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产销数据分析　

　第三节 2014-2016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资产负债分析　　　　一、2014-2015年全国

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资产负债分析　　　　二、2016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资产负

债分析　　第四节 2014-2016年全国及中国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行业规模分析　　　　一

、2014-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行业规模分析　　　　二、2016年全国及各省市毛

纺织制造业行业规模分析　　第五节 2014-2016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盈利能力分析　

　　　一、2014-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2016年全国及

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五章 毛纺产品发展解析　　第一节 毛纱线　　

　　一、毛纺纱线行业发展简况　　　　二、中国毛线市场新品　　　　三、毛纺纱线的流

行趋势　　　　四、毛线企业市场投资策略　　第二节 2014-2016年绒线产量数据分析　　　

　一、2014年绒线全国产量　　　　二、2015年绒线全国产量　　　　三、2016年绒线全国产

量　　第三节 呢绒　　　　一、精纺呢绒发展状况　　　　二、粗梳呢绒发展现状分析　　

　　三、粗纺呢绒的发展走向　　　　四、毛纺织呢绒产品国际营销探析　　第四节

2014-2016年呢绒产量数据分析　　　　一、2014年呢绒全国产量　　　　二、2015年呢绒全

国产量　　　　三、2016年呢绒全国产量　　第五节 毛针织服装　　　　一、毛针织服装加

工工艺简述　　　　二、中国毛针织服装行业综述　　　　三、中国毛针织服装行业存在的

问题　　　　四、中国毛针织服装需抓住机遇求发展　　　　五、中国毛针织服装行业的投

资策略　　第六节 其他细分产品　　　　一、中国毛毯产业发展回顾　　　　二、中国羊毛

被品质保证健康　　　　三、中国地毯行业要强化质量意识　　　　 第六章 毛纺织行业进出

口发展分析　　第一节 毛纺织行业进出口简况　　　　一、2016年毛纺织品进出口分析　　

　　二、2016年中国毛纺织品进出口　　第二节 中国粗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进出口

分析　　　　一、2014-2016年中国粗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进出口总体数据分析　　　

　二、2014-2016年中国粗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主要省市进出口数据分析　　　　三

、2014-2016年中国粗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进出口主要国家数据分析　　第三节 中国精

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进出口分析　　　　一、2014-2016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

零售用）进出口总体数据分析　　　　二、2014-2016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

主要省市进出口数据分析　　　　三、2014-2016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进出

口主要国家数据分析　　第四节 中国动物细毛（粗疏或精疏）纱线（非供零售用）进出口分

析　　　　一、2014-2016年中国动物细毛（粗疏或精疏）纱线（非供零售用）进出口总体数

据分析　　　　二、2014-2016年中国动物细毛（粗疏或精疏）纱线（非供零售用）主要省市

进出口数据分析　　　　三、2014-2016年中国动物细毛（粗疏或精疏）纱线（非供零售用）



进出口主要国家数据分析　　第五节 中国羊毛或动物细毛的纱线（供零售用）进出口数据分

析　　　　一、2014-2016年中国羊毛或动物细毛的纱线（供零售用）进出口总体数据　　　

　二、2014-2016年中国羊毛或动物细毛的纱线（供零售用）主要省市进出口数据　　　　三

、2014-2016年中国羊毛或动物细毛的纱线（供零售用）进出口主要国家数据　　第六节 中国

动物粗毛或马毛的纱线进出口数据分析　　　　一、2014-2016年中国动物粗毛或马毛的纱线

进出口总体数据　　　　二、2014-2016年中国动物粗毛或马毛的纱线主要省市进出口数据　

　　　三、2014-2016年中国动物粗毛或马毛的纱线进出口主要国家数据 第七章 羊毛产业发展

分析　　第一节 羊毛概述　　　　一、羊毛的品种　　　　二、羊毛的形态结构　　　　三

、羊毛的化学性质　　　　四、羊毛的物理性质　　　　五、羊毛的加工工序　　第二节 澳

洲羊毛　　　　一、澳毛的优点　　　　二、澳毛简介　　　　三、澳毛描述　　　　四、

澳毛原毛的疵点分析　　第三节 中国羊毛行业发展分析　　　　一、简述中国羊毛行业的发

展　　　　二、中国羊毛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制约羊毛质量提高缓慢甚至下

降的原因　　　　四、中国羊毛行业发展政策措施建议　　第四节 2013-2016年羊毛市场状况

　　　　一、2013年羊毛市场发展分析　　　　二、2014年羊毛市场发展分析　　　　三

、2015年羊毛市场发展分析　　　　四、2016年羊毛市场发展分析　　　　 第八章 毛纺织行

业上市公司分析　　第一节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

、2014-2016年公司经营状况　　　　三、2014-2016年公司财务数据　　　　四、公司发展展

望及策略　　第二节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

、2014-2016年公司经营状况　　　　三、2014-2016年公司财务数据　　　　四、公司发展展

望及策略　　第三节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

、2014-2016年公司经营状况　　　　三、2014-2016年公司财务数据　　　　四、公司发展展

望及策略　　第四节 湖北迈亚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4-2016年

公司经营状况　　　　三、2014-2016年公司财务数据　　　　四、公司发展展望及策略　　

第五节 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4-2016年公司经营状况

　　　　三、2014-2016年公司财务数据　　　　四、公司发展展望及策略　　　　 第九章

2016-2020年毛纺织业前景趋势　　第一节 2016-2020年纺织市场趋势调查　　　　一、全球纺

织行业发展趋势　　　　二、中国纺织行业发展趋势　　　　三、“十三五”纺织行业发展

目标　　第二节 毛纺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一、“十三五”毛纺发展目标　　　

　二、“十三五”毛纺工业发展的任务　　　　三、“十三五”毛纺工业发展的政策 图表目

录图表：2014-2016年呢绒布之间分省市产量变化图表：2014-2016年毛纺行业企业平均规模变

化图表：2014-2016年毛纺行业人均规模变化图表：2014-2016年毛纺行业产销衔接和资产运转

变化图表：2014-2016年毛纺行业生产经营和盈利状况（％）图表：2014-2016年羊毛进出口数



量和单价变化图表：2014-2016年毛制纺织品及服装进出口额变化（亿美元）图表：2014-2016

年毛纺行业短期偿债和变现能力变化（倍）图表：2014-2016年毛纺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图

表：2015年毛纺织制造业主要经济指标全国统计数据图表：2016年毛纺织制造业主要经济指

标全国统计数据图表：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新产品产值（当年价格）图表

：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新产品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当年价格）图表：2015年

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工业销售产值（当年价格）图表：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

造业工业销售产值去年同期增长（当年价格）图表：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出口

货值（当年价格）图表：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出口货值去年同期增长（当年价

格）图表：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累计产成品图表：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

制造业累计产成品比去年同期增长图表：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累计主营业务收

入图表：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累计主营业务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图表：2016年

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新产品产值（当年价格）图表：2016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

业新产品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当年价格）图表：2016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工业销

售产值（当年价格）图表：2016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工业销售产值去年同期增长（

当年价格）图表：2016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出口货值（当年价格）图表：2016年全

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出口货值去年同期增长（当年价格）图表：2016年全国及各省市毛

纺织制造业累计产成品图表：2016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累计产成品比去年同期增长

图表：2016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累计主营业务收入图表：2016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

织制造业累计主营业务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图表：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累计资

产总计图表：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累计资产总计比去年同期增长图表：2015年

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累计流动资产平均余额图表：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

累计流动资产平均余额比去年同期增长图表：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累计负债合

计图表：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累计负债合计比去年同期增长图表：2016年全国

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累计资产总计图表：2016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累计资产总计

比去年同期增长图表：2016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累计流动资产平均余额图表：2016

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累计流动资产平均余额比去年同期增长图表：2016年全国及各

省市毛纺织制造业累计负债合计图表：2016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累计负债合计比去

年同期增长图表：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累计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图表：2015

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累计企业单位数图表：2016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累计

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图表：2016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累计企业单位数图表：2015

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累计利润总额图表：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累计亏

损企业单位数图表：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累计亏损企业亏损总额图表：2015年



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累计亏损企业亏损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图表：2016年全国及各省

市毛纺织制造业累计利润总额图表：2016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累计亏损企业单位数

图表：2016年全国及各省市毛纺织制造业累计亏损企业亏损总额图表：2016年全国及各省市

毛纺织制造业累计亏损企业亏损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图表：2016年呢绒全国合计图表：2016

年呢绒江苏合计图表：2016年呢绒山东合计图表：2016年呢绒浙江合计图表：2016年呢绒上海

合计图表：2016年呢绒河南合计图表：2015年中国粗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进口数据

图表：2015年中国粗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出口数据图表：2016年中国粗梳羊毛纱线

（非供零售用的）进口数据图表：2016年中国粗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出口数据图表

：2015年中国粗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省市进口数据图表：2015年中国粗梳羊毛

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省市进口占比图图表：2015年中国粗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

）主要省市出口数据图表：2015年中国粗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省市出口占比图

图表：2016年中国粗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省市进口数据图表：2016年中国粗梳

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省市进口占比图图表：2016年中国粗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

用的）主要省市出口数据图表：2016年中国粗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省市出口占

比图图表：2015年中国粗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国家进口数据图表：2015年中国

粗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国家进口占比图图表：2015年中国粗梳羊毛纱线（非供

零售用的）主要国家出口数据图表：2015年中国粗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国家出

口占比图图表：2016年中国粗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国家进口数据图表：2016年

中国粗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国家进口占比图图表：2016年中国粗梳羊毛纱线（

非供零售用的）主要国家出口数据图表：2016年中国粗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国

家出口占比图图表：2015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进口数据图表：2015年中国

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出口数据图表：2016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

进口数据图表：2016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出口数据图表：2015年中国精梳

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省市进口数据图表：2015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

的）主要省市进口占比图图表：2015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省市出口数

据图表：2015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省市出口占比图图表：2016年中国

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省市进口数据图表：2016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

售用的）主要省市进口占比图图表：2016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省市出

口数据图表：2016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省市出口占比图图表：2015年

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国家进口数据图表：2015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

供零售用的）主要国家进口占比图图表：2015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国

家出口数据图表：2015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国家出口占比图图表



：2016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国家进口数据图表：2016年中国精梳羊毛

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国家进口占比图图表：2016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

）主要国家出口数据图表：2016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国家出口占比图

图表：2015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进口数据图表：2015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

（非供零售用的）出口数据图表：2016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进口数据图表

：2016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出口数据图表：2015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

供零售用的）主要省市进口数据图表：2015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省市

进口占比图图表：2015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省市出口数据图表：2015

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省市出口占比图图表：2016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

（非供零售用的）主要省市进口数据图表：2016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

省市进口占比图图表：2016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省市出口数据图表

：2016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省市出口占比图图表：2015年中国精梳羊

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国家进口数据图表：2015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

）主要国家进口占比图图表：2015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国家出口数据

图表：2015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国家出口占比图图表：2016年中国精

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国家进口数据图表：2016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

用的）主要国家进口占比图图表：2016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国家出口

数据图表：2016年中国精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的）主要国家出口占比图图表：2015年中

国动物细毛（粗疏或精疏）纱线（非供零售用）进口数据图表：2015年中国动物细毛（粗疏

或精疏）纱线（非供零售用）出口数据图表：2016年中国动物细毛（粗疏或精疏）纱线（非

供零售用）进口数据图表：2016年中国动物细毛（粗疏或精疏）纱线（非供零售用）出口数

据图表：2015年中国动物细毛（粗疏或精疏）纱线（非供零售用）主要省市进口数据图表

：2015年中国动物细毛（粗疏或精疏）纱线（非供零售用）主要省市进口占比图图表：2015

年中国动物细毛（粗疏或精疏）纱线（非供零售用）主要省市出口数据图表：2015年中国动

物细毛（粗疏或精疏）纱线（非供零售用）主要省市出口占比图图表：2016年中国动物细毛

（粗疏或精疏）纱线（非供零售用）主要省市进口数据图表：2016年中国动物细毛（粗疏或

精疏）纱线（非供零售用）主要省市进口占比图图表：2016年中国动物细毛（粗疏或精疏）

纱线（非供零售用）主要省市出口数据图表：2016年中国动物细毛（粗疏或精疏）纱线（非

供零售用）主要省市出口占比图图表：2015年中国动物细毛（粗疏或精疏）纱线（非供零售

用）主要国家进口数据图表：2015年中国动物细毛（粗疏或精疏）纱线（非供零售用）主要

国家进口占比图图表：2015年中国动物细毛（粗疏或精疏）纱线（非供零售用）主要国家出

口数据图表：2015年中国动物细毛（粗疏或精疏）纱线（非供零售用）主要国家出口占比图



图表：2016年中国动物细毛（粗疏或精疏）纱线（非供零售用）主要国家进口数据图表

：2016年中国动物细毛（粗疏或精疏）纱线（非供零售用）主要国家进口占比图图表：2016

年中国动物细毛（粗疏或精疏）纱线（非供零售用）主要国家出口数据图表：2016年中国动

物细毛（粗疏或精疏）纱线（非供零售用）主要国家出口占比图图表：2015年中国羊毛或动

物细毛的纱线（供零售用）进口数据图表：2015年中国羊毛或动物细毛的纱线（供零售用）

出口数据图表：2016年中国羊毛或动物细毛的纱线（供零售用）进口数据图表：2016年中国

羊毛或动物细毛的纱线（供零售用）出口数据图表：2015年中国羊毛或动物细毛的纱线（供

零售用）主要省市进口数据图表：2015年中国羊毛或动物细毛的纱线（供零售用）主要省市

进口占比图图表：2015年中国羊毛或动物细毛的纱线（供零售用）主要省市出口数据图表

：2015年中国羊毛或动物细毛的纱线（供零售用）主要省市出口占比图图表：2016年中国羊

毛或动物细毛的纱线（供零售用）主要省市进口数据图表：2016年中国羊毛或动物细毛的纱

线（供零售用）主要省市进口占比图图表：2016年中国羊毛或动物细毛的纱线（供零售用）

主要省市出口数据图表：2016年中国羊毛或动物细毛的纱线（供零售用）主要省市出口占比

图图表：2015年中国羊毛或动物细毛的纱线（供零售用）主要国家进口数据图表：2015年中

国羊毛或动物细毛的纱线（供零售用）主要国家进口占比图图表：2015年中国羊毛或动物细

毛的纱线（供零售用）主要国家出口数据图表：2015年中国羊毛或动物细毛的纱线（供零售

用）主要国家出口占比图图表：2016年中国羊毛或动物细毛的纱线（供零售用）主要国家进

口数据图表：2016年中国羊毛或动物细毛的纱线（供零售用）主要国家进口占比图图表

：2016年中国羊毛或动物细毛的纱线（供零售用）主要国家出口数据图表：2016年中国羊毛

或动物细毛的纱线（供零售用）主要国家出口占比图图表：2015年中国动物粗毛或马毛的纱

线进口数据图表：2015年中国动物粗毛或马毛的纱线出口数据图表：2016年中国动物粗毛或

马毛的纱线进口数据图表：2016年中国动物粗毛或马毛的纱线出口数据图表：2015年中国动

物粗毛或马毛的纱线主要省市进口数据图表：2015年中国动物粗毛或马毛的纱线主要省市进

口占比图图表：2015年中国动物粗毛或马毛的纱线主要省市出口数据图表：2015年中国动物

粗毛或马毛的纱线主要省市出口占比图图表：2016年中国动物粗毛或马毛的纱线主要省市进

口数据图表：2016年中国动物粗毛或马毛的纱线主要省市进口占比图图表：2016年中国动物

粗毛或马毛的纱线主要省市出口数据图表：2016年中国动物粗毛或马毛的纱线主要省市出口

占比图图表：2015年中国动物粗毛或马毛的纱线主要国家进口数据图表：2015年中国动物粗

毛或马毛的纱线主要国家进口占比图图表：2015年中国动物粗毛或马毛的纱线主要国家出口

数据图表：2015年中国动物粗毛或马毛的纱线主要国家出口占比图图表：2016年中国动物粗

毛或马毛的纱线主要国家进口数据图表：2016年中国动物粗毛或马毛的纱线主要国家进口占

比图图表：2016年中国动物粗毛或马毛的纱线主要国家出口数据图表：2016年中国动物粗毛



或马毛的纱线主要国家出口占比图图表：2014-2016年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主营构成图表

：2014-2016年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产表图表：2014-2016年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长

期投资表图表：2014-2016年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固定资产表图表：2014-2016年江苏阳光股

份有限公司无形及其他资产表图表：2014-2016年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负债表图表

：2014-2016年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长期负债表图表：2014-2016年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权益表图表：2014-2016年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表图表：2014-2016年江苏阳

光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利润表图表：2014-2016年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营业利润表图表

：2014-2016年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利润总额表图表：2014-2016年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净

利润表图表：2014-2016年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每股指标表图表：2014-2016年江苏阳光股份

有限公司获利能力表图表：2014-2016年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能力表图表：2014-2016年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偿债能力表图表：2014-2016年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资本结构表图表

：2014-2016年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能力表图表：2014-2016年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现

金流量分析表图表：2014-2016年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主营构成图表：2014-2016年江苏

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产表图表：2014-2016年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投资表

图表：2014-2016年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固定资产表图表：2014-2016年江苏四环生物股

份有限公司无形及其他资产表图表：2014-2016年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负债表图表

：2014-2016年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长期负债表图表：2014-2016年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权益表图表：2014-2016年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表图表

：2014-2016年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利润表图表：2014-2016年江苏四环生物股

份有限公司营业利润表图表：2014-2016年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利润总额表图表

：2014-2016年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净利润表图表：2014-2016年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

公司每股指标表图表：2014-2016年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获利能力表图表：2014-2016年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能力表图表：2014-2016年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偿债能

力表图表：2014-2016年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资本结构表图表：2014-2016年江苏四环生

物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能力表图表：2014-2016年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分析表图

表：2014-2016年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营构成图表：2014-2016年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流动资产表图表：2014-2016年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投资表图表：2014-2016

年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固定资产表图表：2014-2016年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无形

及其他资产表图表：2014-2016年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负债表图表：2014-2016年兰

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长期负债表图表：2014-2016年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益

表图表：2014-2016年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表图表：2014-2016年兰州三毛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利润表图表：2014-2016年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营业利润表



图表：2014-2016年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利润总额表图表：2014-2016年兰州三毛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净利润表图表：2014-2016年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每股指标表图表

：2014-2016年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获利能力表图表：2014-2016年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经营能力表图表：2014-2016年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偿债能力表图表：2014-2016

年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资本结构表图表：2014-2016年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展

能力表图表：2014-2016年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分析表图表：2014-2016年湖北

迈亚股份有限公司主营构成图表：2014-2016年湖北迈亚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产表图表

：2014-2016年湖北迈亚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投资表图表：2014-2016年湖北迈亚股份有限公司固

定资产表图表：2014-2016年湖北迈亚股份有限公司无形及其他资产表图表：2014-2016年湖北

迈亚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负债表图表：2014-2016年湖北迈亚股份有限公司长期负债表图表

：2014-2016年湖北迈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益表图表：2014-2016年湖北迈亚股份有限公司主

营业务收入表图表：2014-2016年湖北迈亚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利润表图表：2014-2016年湖

北迈亚股份有限公司营业利润表图表：2014-2016年湖北迈亚股份有限公司利润总额表图表

：2014-2016年湖北迈亚股份有限公司净利润表图表：2014-2016年湖北迈亚股份有限公司每股

指标表图表：2014-2016年湖北迈亚股份有限公司获利能力表图表：2014-2016年湖北迈亚股份

有限公司经营能力表图表：2014-2016年湖北迈亚股份有限公司偿债能力表图表：2014-2016年

湖北迈亚股份有限公司资本结构表图表：2014-2016年湖北迈亚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能力表图表

：2014-2016年湖北迈亚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分析表图表：2014-2016年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主营构成图表：2014-2016年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产表图表：2014-2016年凯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投资表图表：2014-2016年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固定资产表图表

：2014-2016年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形及其他资产表图表：2014-2016年凯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流动负债表图表：2014-2016年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长期负债表图表：2014-2016年凯诺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益表图表：2014-2016年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表图表

：2014-2016年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利润表图表：2014-2016年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营业利润表图表：2014-2016年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润总额表图表：2014-2016年凯诺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净利润表图表：2014-2016年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每股指标表图表

：2014-2016年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利能力表图表：2014-2016年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

营能力表图表：2014-2016年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偿债能力表图表：2014-2016年凯诺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资本结构表图表：2014-2016年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能力表图表：2014-2016

年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分析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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