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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玻璃纤维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介绍了玻璃纤维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玻璃纤维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玻璃纤维行业的现状、中国玻璃纤维

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玻璃纤维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玻璃纤维产业发展前

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玻璃纤维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玻璃纤维行业，本报告是

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玻集度高,全五巨中占席：中巨拥全最的玻产，2016占达21%。国石泰玻2017年产为1375和76

万。国玻行集度高，CR3超60%。

     玻纤行业资金和技术壁垒较高：玻纤属于重资产行业，每一万吨池窑投资额约为1.5亿元，

且新建单窑规模最低为5万吨，1条产线需要投入7.5亿元，资金壁垒较高。另外，玻纤行业是

龙头企业的成长性来自应用领域高端化且渗透率不断提升：汽车轻量化使用的热塑型玻纤应

用范围和渗透率不断提高，新增风电装机快速增长以及叶片大型化的趋势致使风电玻纤纱需

求增加明显。而热塑纱及风电纱技术和认证壁垒较高，主要被高端企业占领，这也是龙头企

业业绩增速快于行业增速的原因。

 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 玻璃纤维行业风投分析

 第一章 玻璃纤维行业发展综述

 第一节 玻璃纤维行业定义及分类

 一、行业定义

 二、行业主要产品分类

 三、行业特性及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第二节 玻璃纤维行业统计标准

 一、统计部门和统计口径

 二、行业主要统计方法介绍

 三、行业涵盖数据种类介绍

 第三节 2014-2017年玻璃纤维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一、赢利性

 二、成长速度

 三、附加值的提升空间

 四、进入壁垒／退出机制



 五、风险性

 六、行业周期

 七、竞争激烈程度指标

 八、行业及其主要子行业成熟度分析

 第四节 玻璃纤维行业产业链分析

 一、产业链结构分析

 二、主要环节的增值空间

 三、与上下游行业之间的关联性

 四、行业产业链上游相关行业调研

 五、行业下游产业链相关行业调研

 六、上下游行业影响及风险提示

  

 第二章 国际风险投资分析

 第一节 国外风险投资市场调研

 一、国外风险投资市场发展概况

 二、走向全球投资新时代的风险防范

 三、2014-2017年全球风险投资情况分析

 四、2014-2017年全球风险投资环境分析

 第二节 美国风险投资分析

 一、美国风险投资的特点

 二、2014-2017年美国风险投资基金现状

 三、2014-2017年美国投资分析

 第三节 欧洲风险投资分析

 一、欧洲风险投资的特点

 二、2014-2017年欧洲风险投资基金现状

 三、2014-2017年欧洲投资分析

 第四节 日韩风险投资分析

 一、日韩风险投资的特点

 二、2014-2017年日韩风险投资基金现状

 三、2014-2017年日韩投资分析

 第五节 风险投资模式的国际比较分析

  



 第三章 玻璃纤维行业风险投资分析

 第一节 2014-2017年我国风险投资行业特点

 一、VC/PE平均融资额走高

 二、平均单个项目投资强度大幅提高

 三、VC/PE背景企业上市数量和融资规模萎缩

 第二节 2014-2017年玻璃纤维行业风险投资分析

 一、2014-2017年玻璃纤维行业风险投资项目数统计

 二、2014-2017年玻璃纤维行业风投项目投资额统计

 三、2014-2017年玻璃纤维行业风投项目推出情况分析

 第三节 玻璃纤维行业风险投资形势分析

 一、2014-2017年玻璃纤维行业投资前景预测

 二、2014-2017年玻璃纤维行业投资发展焦点

 三、2014-2017年玻璃纤维行业投资发展弊端

 四、2014-2017年玻璃纤维企业投资发展态势

 五、2019-2025年玻璃纤维行业投资形势预测

  

 第二部分 风投行业发展分析

 第四章 风险投资行业发展特征

 第一节 风险投资定义及机构分类

 一、风险投资的定义

 二、风险投资机构的分类

 三、风险投资的基本特征

 1、高风险性

 2、高收益性

 3、低流动性

 4、风险投资大都投向高技术领域

 5、风险投资具有很强的参与性

 6、风险投资有其明显的周期性

 第二节 风险投资的发展要素分析

 一、风险投资的六要素

 二、风险投资的四个阶段

 三、发展风险投资需具备的条件



 第三节 风险投资基金的介绍

 一、风险投资基金的作用及发行方法

 二、风险投资基金的资金来源

 三、中国风险投资基金的发展模式

 四、中国风险投资基金的融投资效率分析

  

 第五章 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2014-2017年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分析

 一、2014-2017年创投行业景气分析

 二、2014-2017年二三线市场投资前景发展分析

 三、风险投资青睐的企业分析

 四、创业投资企业的风险管理分析

 第二节 2014-2017年中国市场创业投资研究

 一、2014-2017年中国创业投资市场发展态势

 二、2014-2017年中国创投市场新募分析

 三、2014-2017年中国创投市场表现分析

 四、2014-2017年中国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市场发展趋势

 第三节 中国天使投资发展情况分析

 一、天使投资行业发展概况

 二、天使投资的特点

 三、发达国家的天使投资

 四、中国天使投资业的发展

 第四节 风险投资存在主要问题及发展对策

  

 第六章 中国创业投资市场评估分析

 第一节 2014-2017年中国创业投资市场投资规模分析

 一、中国创业投资市场投资案例数量和投资金额分析

 二、中国创业投资市场单笔投资金额分布

 三、中国创业投资市场投资案例数量分析

 第二节 2014-2017年中国创业投资市场投资行业调研

 一、市场投资规模分析

 二、热点行业投资分析



 三、热点细分行业投资分析

 四、投资阶段分析

 五、投资轮次

 六、投资地区

 七、中外资投资

 第三节 2014-2017年创投及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募资研究

 一、2014-2017年中国投资市场基金募集规模分析

 二、2014-2017年中国投资市场基金募集类型分析

 三、2014-2017年中国投资市场基金募集行业调研

 四、2014-2017年中国投资市场基金募集阶段分析

 五、2014-2017年中国投资市场基金募集地区分析

 六、2014-2017年中国投资市场基金募集币种分析

  

 第三部分 玻璃纤维行业投资机会

 第七章 玻璃纤维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 玻璃纤维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玻璃纤维行业发展阶段

 二、玻璃纤维行业发展总体概况

 2017年1-12月中国玻璃纤维及其制品进口数量为200288吨，同比增长2.4%；2017年1-12月中国

玻璃纤维及其制品进口金额为931643千美元，同比增长13.4%。

 2017年1-12月中国玻璃纤维及其制品进口量统计表                           月份             进口数量（吨）       

     进口金额（千美元）             进口数量同比（%）             进口金额同比（%）                               1

月             18683             67982             7.1             -4.7                               2月             18397             72794            

48.6             41.8                               3月             18586             79526             9.3             8.9                               4月     

       15514             70752             -1             3.2                               5月             16612             81266             10.4           

 18.2                               6月             15128             78496             3.5             17.3                               7月            

15084             77856             2.4             27                               8月             17026             80448             -2.6            

15.8                               9月             16721             89808             -2.4             26.4                               10月            

15024             71500             -4.8             11.5                               11月             17447             83883             -9.3          

  6                               12月             15981             76115             -16.1             -0.8               

三、玻璃纤维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四、玻璃纤维行业商业模式分析



 第二节 2014-2017年玻璃纤维行业发展现状

 一、玻璃纤维市场规模及成长性分析

 二、2014-2017年玻璃纤维行业发展分析

 三、2014-2017年玻璃纤维企业发展分析

 四、2014-2017年玻璃纤维行业需求情况

 1、玻璃纤维行业需求市场

 2、玻璃纤维行业客户结构

 3、玻璃纤维行业需求的地区差异

 五、2014-2017年玻璃纤维行业供需平衡分析

 第三节 玻璃纤维行业细分市场结构分析

 一、玻璃纤维行业市场结构现状分析

 二、玻璃纤维行业细分结构特征分析

 三、玻璃纤维行业细分市场发展概况

 四、玻璃纤维行业市场结构变化趋势

  

 第八章 2019-2025年玻璃纤维市场投资机会分析

 第一节 2019-2025年玻璃纤维市场趋势预测

 一、2019-2025年玻璃纤维市场发展潜力

 二、2019-2025年玻璃纤维市场趋势预测展望

 三、2019-2025年玻璃纤维细分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第二节 2019-2025年玻璃纤维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一、2019-2025年玻璃纤维行业发展趋势

 二、2019-2025年玻璃纤维市场规模预测

 三、2019-2025年玻璃纤维行业应用趋势预测

 四、2019-2025年细分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 影响企业生产与经营的关键趋势

 一、市场整合成长趋势

 二、需求变化趋势及新的商业机遇预测

 三、企业区域市场拓展的趋势

 四、科研开发趋势及替代技术进展

 五、影响企业销售与服务方式的关键趋势

  



 第九章 2019-2025年玻璃纤维行业竞争形势分析

 第一节 行业总体市场竞争状况分析

 一、玻璃纤维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1、现有企业间竞争

 2、潜在进入者分析

 3、替代品威胁分析

 4、供应商议价能力

 5、客户议价能力

 6、竞争结构特点总结

 二、玻璃纤维行业企业间竞争格局分析

 1、不同地域企业竞争格局

 2、不同规模企业竞争格局

 3、不同所有制企业竞争格局

 三、玻璃纤维行业集中度分析

 1、市场集中度分析

 2、企业集中度分析

 3、区域集中度分析

 4、各子行业集中度

 5、集中度变化趋势

 四、玻璃纤维行业SWOT分析

 1、玻璃纤维行业优势分析

 2、玻璃纤维行业劣势分析

 3、玻璃纤维行业机会分析

 4、玻璃纤维行业威胁分析

 第二节 玻璃纤维行业竞争格局综述

 一、玻璃纤维行业竞争概况

 1、玻璃纤维行业竞争格局

 2、玻璃纤维业未来竞争格局和特点

 3、玻璃纤维市场进入及竞争对手分析

 二、玻璃纤维行业竞争力分析

 1、玻璃纤维行业竞争力剖析

 2、玻璃纤维企业市场竞争的优势



 3、国内玻璃纤维企业竞争能力提升途径

 三、玻璃纤维（服务）竞争力优势分析

 1、整体竞争力评价

 2、竞争力评价结果分析

 3、竞争优势评价及构建建议

  

 第十章 玻璃纤维行业重点企业经营形势分析

 第一节 玻璃纤维企业总体发展状况分析

 一、玻璃纤维企业主要类型

 二、玻璃纤维企业资本运作分析

 三、玻璃纤维企业创新及品牌建设

 四、玻璃纤维企业国际竞争力分析

 五、2017年玻璃纤维行业企业排名分析

 第二节 玻璃纤维重点公司主要竞争力分析

 一、盈利能力分析

 二、偿债能力分析

 三、营运能力分析

 四、成长能力分析

 五、现金流量分析

  

 第四部分 行业运作模式分析

 第十一章 玻璃纤维行业风投的融资渠道分析

 第一节 融资部分来源介绍

 一、创业投资基金

 二、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基金

 三、投资银行

 四、企业附属投资机构

 五、政府贷款

 六、私人投资者

 第二节 风险投资的融资渠道分析

 一、国外风险投资资金的来源渠道

 二、我国风险投资资金来源渠道现状



 三、发展&ldquo;官助民办&rdquo;式的风险投资目标模式

 四、培育多元化的风险投资民间投资主体

  

 第十二章 玻璃纤维行业风险投资运作分析

 第一节 风险投资机构的运作分析

 一、风险投资及风险投资机构

 二、风险投资机构的特点

 三、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准则

 四、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前景研究

 五、风险投资机构的运作过程

 六、风险投资机构的退出机制

 第二节 风险投资财务运作分析

 一、风险资本筹集

 二、风险投资前景

 三、风险投资管理

 四、风险投资退出

  

 第十三章 玻璃纤维行业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

 第一节 风险投资退出机制发展分析

 一、退出机制在风险投资中的作用和意义

 二、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

 三、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机制的建立

 第二节 我国风险投资退出的主要现实途径分析

 一、买壳或借壳上市

 二、设立和发展柜台交易市场和地区性股权转让市场

 三、在国外二板市场或香港创业板上市

 四、企业并购与企业回购

 五、清算退出

 第三节 风险投资退出方式的选择

 一、风险投资最佳退出路径

 二、风险投资退出渠道之出售

 三、风险投资退出渠道之IPO



 四、风险投资退出机制并购模式探析

 五、风险投资退出之股权转让产权交易

 六、风险投资退出之管理层回购

 七、风险投资退出之清盘

 八、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渠道的合理选择

  

 第五部分 行业投资融资策略

 第十四章 2019-2025年玻璃纤维行业风险投资前景预测

 第一节 2019-2025年VC市场前景

 一、2015-2017年VC生产和消费需求预测

 二、2015-2017年中国VC/PE市场十大预测

 三、2019-2025年风投资本市场预期情况

 四、2019-2025年产业结构将发生巨变

 第二节 2019-2025年年中国风投发展趋势

 一、2019-2025年风险投资发展预测

 二、2019-2025年风险投资热点预测

 三、2019-2025年风险投资形势预测

 第三节 2019-2025年玻璃纤维行业风险投资前景分析

 一、2019-2025年玻璃纤维行业风险行业前景调研分析

 二、2019-2025年玻璃纤维行业风险投资方向预测

 三、2019-2025年玻璃纤维行业风险投资退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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