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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客运船舶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介绍了客运船舶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客运船舶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客运船舶行业的现状、中国客运船舶

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客运船舶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客运船舶产业发展前

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客运船舶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客运船舶行业，本报告是

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船舶（boats and ships）是各种船只的总称。船舶是能航行或停泊于水域进行运输或作业的

交通工具，按不同的使用要求而具有不同的技术性能、装备和结构型式。

 

     从近十年中国造船业占世界造船市场份额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造船业在全球市场上所占

的比重正在明显上升，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造船中心之一。而国际制造业的产业转移趋

势是中国船舶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最大机遇。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客运船舶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表明：2018年上

半年我国民用钢质船舶销量达1663.2万载重吨，比上年同期下降1.1%。       指标   2018年第二季

度   2018年第一季度   2017年第四季度   2017年第三季度   2017年第二季度   2017年第一季度       

民用钢质船舶销售量_累计值(万载重吨)   1663.2   862.6   4390.8   3671.4   2690.7   1600.3       民用钢

质船舶产销率_累计值(%)   101.2   100   100.4   100   100.8   101.3       民用钢质船舶比上年同期增

减(百分点)   -1.1   -2.9   -0.3   -0.3   0.3   -0.3       民用钢质船舶期末库存比年初增减(%)   -11   -4.6  

-5.3   -4.8   -8.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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