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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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废铜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废铜行业相

关概述、中国废铜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废铜行业的现状、中国废铜行业竞争格局、对

中国废铜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废铜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废

铜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废铜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人类应用铜己有数千年的历史，墓葬考古发现，早在6000年前的史前时期，埃及人就使用

铜器，铜是人类祖先最早应用的金属。它具有许多优异的特性和奇妙的功能，不但为人类社

会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不断开发出新的用途。铜既是一

个古老的金属，又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现代工程材料。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波及各个领域，铜工业也不例外，为了适应市场竞争，近几年以来，国

外大型铜企业联合重组的步伐加快，产业集中度也有所提高，企业间的兼并、并购和经营范

围的拓宽已成为一股潮流，于是我们不断看到收购、兼并、联合，从而组建成更大规模的跨

国公司(多数为采选冶加工联合企业)，以实现规模化经营、扩大市场份额。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废铜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16年我

国铜材产量达2096万吨，累计增长12.5%。                                       指标             2016年12月             2016

年11月             2016年10月             2016年9月             2016年8月             2016年7月                               铜材

产量_当期值(万吨)             199.9             195.2             181.7             180.8             171.9             175.8                 

             铜材产量_累计值(万吨)             2096             1887.9             1766.3             1524.9             1313.9          

  1139.3                               铜材产量_同比增长(%)             6.8             7.6             4.8             9.2             11.8       

     13.3                               铜材产量_累计增长(%)             12.5             12.9             18.1             14.1            

12.7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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