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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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水泥压力板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水泥

压力板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水泥压力板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水泥压力板行业的现状、

中国水泥压力板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水泥压力板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水

泥压力板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水泥压力板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水

泥压力板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水泥压力板又称纤维水泥压力板或者水泥纤维压力板，是以天然纤维和水泥为原料，经制

浆、成型、切割、加压、养护而成的一种新型建筑板材。

     属于新一代&rdquo;绿色&ldquo;建材，在优良的防潮、防火性能基础上独具环保功能。它

是以硅质和钙质材料为主要基材，以纤维素纤维增强材料，外掺其它辅助材料，通过抄取成

型，高压养护生成的一种新型建筑材料。具有轻质、高强、防水、防腐、防火、幅面大、加

工性好、提高施工效率等优点。广泛用于民用和工业建筑中。可用于建筑的楼板、内墙板、

外墙板、吊顶板、幕墙衬板、复合墙体面板、绝缘材料、屋面铺设等部位。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水泥压力板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

：2019年上半年我国水泥产量达104469.1万吨，累计增长6.8%。         指标   2019年6月   2019年5

月   2019年4月   2019年3月   2019年2月       水泥产量当期值(万吨)   20985.9   22696.2   21345.4  

17971.1   　       水泥产量累计值(万吨)   104469.1   83319.6   60561.2   39160   21180.6       水泥产量同

比增长(%)   6   7.2   3.4   22.2   　       水泥产量累计增长(%)   6.8   7.1   7.3   9.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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