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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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高层建筑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报

告》介绍了高层建筑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高层建筑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高层建筑行业

的现状、中国高层建筑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高层建筑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

国高层建筑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高层建筑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高

层建筑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水泥是粉状水硬性无机胶凝材料。加水搅拌后成浆体，能在空气中硬化或者在水中更好

的硬化，并能把砂、石等材料牢固地胶结在一起。cement一词由拉丁文caementum发展而来，

是碎石及片石的意思。早期石灰与火山灰的混合物与现代的石灰火山灰水泥很相似，用它胶

结碎石制成的混凝土，硬化后不但强度较高，而且还能抵抗淡水或含盐水的侵蚀。长期以来

，它作为一种重要的胶凝材料，广泛应用于土木建筑、水利、国防等工程。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高层建筑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

报告》表明：2018年上半年我国建筑及装潢材料零售达1165.7亿元，累计增长8.1%。       指标  

2018年6月   2018年5月   2018年4月   2018年3月   2018年2月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商品零售类值_

当期值(亿元)   236.4   211.5   200.7   196.4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商品零售类值_累计值(亿元)  

1165.7   932.5   722.6   522.2   324.5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商品零售类值_同比增长(%)   7.2   6.5  

11.4   10.2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商品零售类值_累计增长(%)   8.1   8.3   8.9   8   6.8

第一章 高层建筑行业发展基本情况

 

    　　第一节 高层建筑行业定义及分类

 

    　　　　一、行业定义

    　　　　二、行业主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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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2018年中国高层建筑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GDP总量及增长分析

    　　　　二、工业发展形势分析

    　　　　三、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四、居民收入与消费情况

    　　　　五、对外贸易发展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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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2013-2018年中国高层建筑所属行业发展分析

 

    　　　　一、2018年中国高层建筑所属行业主要经济指标

    　　　　　　&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



    　　第二节 2013-2018年中国高层建筑所属行业规模分析

 

    　　　　一、2013-2018年高层建筑行业企业规模分析

    　　　　二、2013-2018年高层建筑行业资产增长分析

    　　　　三、2013-2018年高层建筑行业销售收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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