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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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白云石行业市场运营状况分析分析及行业前景调研分析

研究报告》介绍了白云石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白云石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白云石行业

的现状、中国白云石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白云石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白

云石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白云石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白云石行业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第一章 白云石基本概述 第一节 白云石阐述 一、简介 二、白云石-矿物特性 第二节 白云石-成

因与产地 一、成因 二、产地 第三节 白云石-区别于保护 第四节 白云石-常用产物 第五节 白云

石行业特征研究一、2016-2018年白云石行业规模二、2016-2018年白云石行业成长性分析三

、2016-2018年白云石行业盈利性分析四、2016-2018年白云石行业竞争强度分析五、2016-2018

年白云石行业所处的生命周期第六节 白云石行业产业链模型分析一、产业链模型介绍二、白

云石行业产业链模型分析 第二章 2016-2018年中国石材行业运行局势分析 第一节 2016-2018年

中国石材行业发展概况 一、中国石材工业的演变进程 二、中国石材行业经济运行状况 三、中

国石材业进入良性化发展轨道 四、中国石材进出口贸易状况 第二节 2016-2018年中国石材市

场运行分析 一、中国石材市场总体概述 二、中国石材市场需求分析 三、影响中国石材市场的

因素分析 四、超薄型材料成石材市场发展新趋势 第三节 2016-2018年中国石材企业发展概述 

一、中国石材企业总体发展情况 二、中国石材企业的SWOT分析 三、石材企业“走出去”抢

摊国际市场 四、中国石材企业的渠道弊端 第四节 2016-2018年中国石材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分

析 一、中国石材业发展面临五大难题 二、石材业呈现“五高六低”的不良现象 三、外资并购

给中国石材业发展带来的挑战 第五节 2016-2018年中国石材行业发展对策分析 一、石材品牌

塑造应把握“四高原则” 二、中国石材行业发展的三大对策 三、促进中国石材产业可持续发

展的建议 四、石材行业现代化进程六步方针  第三章 2016-2018年中国建筑业整体运行新动态

分析 第一节 2016-2018年中国建筑业运行总况 一、中国宏观环境向好支撑建筑业发展迅猛 二

、中国建筑业市场进入健康发展轨道 三、中国建筑业历经变革今非昔比 四、中国国有建筑企

业的改革之路 五、中国建筑业劳动力发展现状 六、中国建筑业安全生产总体状况 七、建筑业

总产值分析 八、建筑业的产业组织与产业绩效研究 九、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发展分析 第二节

2016-2018年中国建筑业面对的问题分析 一、中国建筑业企业国际化发展面临的困难 二、中国

建筑业存在的税收政策问题 三、中国学校建筑边缘化的问题 四、中国建筑垃圾资源化亟待政

策扶持 第三节 2016-2018年中国建筑业发展的具体对策分析 一、加快建筑业改革和发展的步

伐的思考 二、加强建筑业安全监管的措施 三、构建中国建筑市场信用评价指标体系 四、推动



建筑业企业实施国际化发展的对策 五、提升建筑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策略  第四章 2016-2018年

中国白云石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6-2018年中国经济环境分析 一、中国GDP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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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2016-2018年中国白云石行业发展概述 一、白云石-经济用途 二、白云石-特点研究 三

、玻璃工业用白云石化学分析方法 第二节 2016-2018年中国白云石行业运行态势分析 一、磨

粉机加工白云石成粉后的应用领域 二、江西宜春大力整合白云石等矿产资源 三、临沭白云石

加工污染整治分析 第三节 2016-2018年中国白云石的煅烧分析  第六章 2016-2018年中国白云石

行业市场动态分析 第一节 2016-2018年中国白云石市场解析 一、白云石市场供给分析 二、白

云石需求分析 三、白云石市场需求特点分析 第二节 2016-2018年中国白云石行业市场动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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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石开采所属行业应收账款分析 第三节 2016-2018年中国白云石开采所属行业产值分析 一、

产成品增长分析 二、工业产值分析 第四节 2016-2018年中国白云石开采所属行业成本费用分

析 一、销售成本分析 二、费用分析 第五节 2016-2018年中国白云石开采所属行业盈利能力分

析 一、主要盈利指标分析 二、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第十二章 2016-2018年中国白云石行业



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16-2018年中国白云石行业竞争现状分析 一、白云石行业竞争程

度分析 二、白云石技术竞争分析 三、白云石主要产品价格竞争分析 第二节 2016-2018年中国

白云石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市场集中度分析 二、企业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2016-2018年中国白

云石行业提升竞争力策略分析  第十三章 2016-2018年中国白云石行业优势企业竞争性财务数

据分析 第一节 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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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产值状况分析 六、企业成本费用构成分

析 第二节 重庆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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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产值状况分析 六、企业成本费用构成分析 

第三节 营口仁威矿产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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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产值状况分析 六、企业成本费用构成分析 第四节 

淄博市永龙石材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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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产值状况分析 六、企业成本费用构成分析 第五节 禄思伟

矿业资源（安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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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产值状况分析 六、企业成本费用构成分析 第六节 莒南

县石河矿业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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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产值状况分析 六、企业成本费用构成分析 第七节 赣州市昌

隆矿业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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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产值状况分析 六、企业成本费用构成分析 第八节 安丘市红安矿

产品加工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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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产值状况分析 六、企业成本费用构成分析 第九节 安丘市温泉

白云石矿 一、公司基本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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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产值状况分析 六、企业成本费用构成分析 第十节 萍乡市联源耐材炉料

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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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产值状况分析 六、企业成本费用构成分析  第十四章 2018-2023年中国白

云石产业投资机会与风险研究 第一节 2018-2023年中国白云石产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地区投

资机会研究 二、行业投资机会研究 三、资源开发投资机会研究 第二节 2018-2023年中国白云

石产业投资前景分析 一、政策法律风险分析 二、市场风险分析 三、技术风险分析 四、财务

风险分析 五、经营风险分析 第三节 专家建议  第十五章 2018-2023年中国白云石行业趋势预测

分析 第一节 2018-2023年中国白云石产品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一、白云石开采及加工行业预测

分析 二、白云石技术方向分析 三、白云石竞争格局预测分析 第二节 2018-2023年中国白云石

行业市场趋势预测分析 一、白云石供给预测分析 二、白云石需求预测分析 三、白云石市场进

出口预测分析 第三节 2018-2023年中国白云石行业市场盈利能力预测分析  图表目录图表 1 



2016-2018年中国白云石表观消费量增长趋势图 图表 2  2016-2018年中国大理石、花岗石产量季

度产量增幅变化 图表 3  各大洲2016-2018年出口同比、环比变化 图表 4  2016-2018年全国建筑

业投资规模统计 图表 5  2016-2018年全国发生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事故总体请况 图表 6 

2016-2018年全国共发生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较大事故总体情况 图表 7  2016-2018年建筑业总

产值行业构成 图表 8  2016-2018年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图表 9  2016-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图表 1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图表 11  2016-2018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 图表 12 

2016-2018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跌涨幅 图表 13  2016-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生产主要数据 图表 14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图表 15  东、中、西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图表

16  2016-2018年我国发电量 图表 17  2016-2018年我国刚才产量 图表 18  2016-2018年我国水泥产

量 图表 19  2016-2018年我国原油加工量 图表 20  2016-2018年十种有色金属产量 图表 21 

2016-2018年我国乙烯产量 图表 22  2016-2018年我国汽车产量 图表 23  2016-2018年我国轿车产

量 图表 24  2016-2018年中国人口构成统计表 图表 25  2016-2018年我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及

自然增长率 图表 26  2016-2018年我国教育规模统计表 图表 27  2017年全国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学

生情况 图表 28  2016-2018年中国白云石产量增长趋势图 图表 29  2016-2018年中国白云石表观

消费量增长趋势图 图表 30  2016-2018年中国未煅烧白云石出口统计 图表 31  2016-2018年中国

未煅烧白云石进口统计 图表 32  2016-2018年中国未煅烧白云石进出口价格走势 图表 33  2017年

中国未煅烧白云石进出口主要来源地及出口目的地 图表 34  2016-2018年中国已煅烧白云石出

口统计 图表 35  2016-2018年中国已煅烧白云石进口统计 图表 36  2016-2018年中国已煅烧白云

石进出口价格走势 图表 37  2016-2018年中国已煅烧白云石进出口主要来源地及出口目的地 图

表 38  2016-2018年中国夯混白云石出口统计 图表 39  2016-2018年中国夯混白云石进口统计 图

表 40  2016-2018年中国夯混白云石进出口价格走势 图表 41  2016-2018年中国夯混白云石进出口

主要来源地及出口目的地 图表 42  2016-2018年中国含菱镁矿，白云石或铬铁矿的制品出口统

计 图表 43  2016-2018年中国含菱镁矿，白云石或铬铁矿的制品进口统计 图表 44  2016-2018年

中国含菱镁矿，白云石或铬铁矿的制品进出口价格走势 图表 45  2017年中国含菱镁矿，白云石

或铬铁矿的制品进出口主要来源地及出口目的地 图表 46  2016-2018年中国白云石开采所属行

业企业数量统计表 图表 47  2016-2018年中国白云石开采所属行业从业人数统计表 图表 48 

2016-2018年中国白云石开采所属行业资产规模统计表 图表 49  2016-2018年中国白云石开采所

属行业销售规模统计表 图表 50  2016-2018年中国白云石开采所属行业工业应收账款统计表 图

表 51  2016-2018年中国白云石开采所属行业产成品统计表 图表 52  2016-2018年中国白云石开采

所属行业工业总产值统计表 图表 53  2016-2018年中国白云石开采所属行业销售成本统计表 图

表 54  2016-2018年中国白云石开采所属行业费用统计表 图表 55  2016-2018年中国白云石开采行

业主要盈利指标统计表 图表 56  2016-2018年中国白云石开采行业盈利能力指标统计表 图表 57  



中国不同产地白云石的理化指标表 图表 58  2016-2018年中国白云石行业企业数量分布图 图表

59  2017年中国部分白云石企业销售额对比表 图表 60  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表 

图表 61  2012-2018年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图表 62  2012-2018年河北钢

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企业盈利指标 图表 63  2012-2018年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企业盈利

比率情况 图表 64  2012-2018年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企业负债指标情况 图表 65 

2012-2018年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企业产值情况 图表 66  2012-2018年河北钢铁集团矿业

有限公司企业成本费用情况 图表 67  重庆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表 图表 68  2012-2018

年重庆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图表 69  2012-2018年重庆钢铁集团矿业有限

公司企业盈利指标 图表 70  2012-2018年重庆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企业盈利比率情况 图表 71 

2012-2018年重庆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企业负债指标情况 图表 72  2012-2018年重庆钢铁集团

矿业有限公司企业产值情况 图表 73  2012-2018年重庆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企业成本费用情

况 图表 74  营口仁威矿产有限公司基本情况表 图表 75  2012-2018年营口仁威矿产有限公司企业

主要经济指标 图表 76  2012-2018年营口仁威矿产有限公司企业盈利指标 图表 77  2012-2018年

营口仁威矿产有限公司企业盈利比率情况 图表 78  2012-2018年营口仁威矿产有限公司企业负

债指标情况 图表 79  2012-2018年营口仁威矿产有限公司企业产值情况 图表 80  2012-2018年营

口仁威矿产有限公司企业成本费用情况 图表 81  淄博市永龙石材有限公司基本情况表 图表 82 

2012-2018年淄博市永龙石材有限公司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图表 83  2012-2018年淄博市永龙石材

有限公司企业盈利指标 图表 84  2012-2018年淄博市永龙石材有限公司企业盈利比率情况 图表

85  2012-2018年淄博市永龙石材有限公司企业负债指标情况 图表 86  2012-2018年淄博市永龙石

材有限公司企业产值情况 图表 87  2012-2018年淄博市永龙石材有限公司企业成本费用情况 图

表 88  禄思伟矿业资源（安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表 图表 89  2012-2018年禄思伟矿业资源（安

徽）有限公司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图表 90  2012-2018年禄思伟矿业资源（安徽）有限公司企业

盈利指标 图表 91  2012-2018年禄思伟矿业资源（安徽）有限公司企业盈利比率情况 图表 92 

2012-2018年禄思伟矿业资源（安徽）有限公司企业负债指标情况 图表 93  2012-2018年禄思伟

矿业资源（安徽）有限公司企业产值情况 图表 94  2012-2018年禄思伟矿业资源（安徽）有限

公司企业成本费用情况 图表 95  莒南县石河矿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表 图表 96  2012-2018年莒南

县石河矿业有限公司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图表 97  2012-2018年莒南县石河矿业有限公司企业盈

利指标 图表 98  2012-2018年莒南县石河矿业有限公司企业盈利比率情况 图表 99  2012-2018年

莒南县石河矿业有限公司企业负债指标情况 图表 100  2012-2018年莒南县石河矿业有限公司企

业产值情况 图表 101  2012-2018年莒南县石河矿业有限公司企业成本费用情况 图表 102  赣州市

昌隆矿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表 图表 103  2012-2018年赣州市昌隆矿业有限公司企业主要经济指

标 图表 104  2012-2018年赣州市昌隆矿业有限公司企业盈利指标 图表 105  2012-2018年赣州市昌



隆矿业有限公司企业盈利比率情况 图表 106  2012-2018年赣州市昌隆矿业有限公司企业负债指

标情况 图表 107  2012-2018年赣州市昌隆矿业有限公司企业产值情况 图表 108  2012-2018年赣州

市昌隆矿业有限公司企业成本费用情况 图表 109  安丘市红安矿产品加工有限公司基本情况表 

图表 110  2012-2018年安丘市红安矿产品加工有限公司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图表 111  2012-2018年

安丘市红安矿产品加工有限公司企业盈利指标 图表 112  2012-2018年安丘市红安矿产品加工有

限公司企业盈利比率情况 图表 113  2012-2018年安丘市红安矿产品加工有限公司企业负债指标

情况 图表 114  2012-2018年安丘市红安矿产品加工有限公司企业产值情况 图表 115  2012-2018年

安丘市红安矿产品加工有限公司企业成本费用情况 图表 116  安丘市温泉白云石矿基本情况表 

图表 117  2012-2018年安丘市温泉白云石矿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图表 118  2012-2018年安丘市温泉

白云石矿企业盈利指标 图表 119  2012-2018年安丘市温泉白云石矿企业盈利比率情况 图表 120 

2012-2018年安丘市温泉白云石矿企业负债指标情况 图表 121  2012-2018年安丘市温泉白云石矿

企业产值情况 图表 122  2012-2018年安丘市温泉白云石矿企业成本费用情况 图表 123  萍乡市联

源耐材炉料有限公司基本情况表 图表 124  2012-2018年萍乡市联源耐材炉料有限公司企业主要

经济指标 图表 125  2012-2018年萍乡市联源耐材炉料有限公司企业盈利指标 图表 126  2012-2018

年萍乡市联源耐材炉料有限公司企业盈利比率情况 图表 127  2012-2018年萍乡市联源耐材炉料

有限公司企业负债指标情况 图表 128  2012-2018年萍乡市联源耐材炉料有限公司企业产值情况 

图表 129  2012-2018年萍乡市联源耐材炉料有限公司企业成本费用情况 图表 130  2018-2023年中

国白云石及加工所属行业相关指标预测 图表 131  回转窑内传热过程示意图 图表 132  不同燃料

的煅烧温度表 图表 133  2018-2023年中国白云石产量预测 图表 134  2018-2023年中国白云石表观

需求量预测 图表 135  2018-2023年中国白云石净出口预测 图表 136  2016-2018年中国白云石行业

市场盈利能力及2018-2023年预测 略⋯⋯

  详细请访问：http://www.bosidata.com/report/6138277RAA.html

http://www.bosidata.com/report/6138277RAA.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