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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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手机广告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手机广

告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手机广告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手机广告行业的现状、中国手机

广告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手机广告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手机广告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手机广告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手机广告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智能手机（Smartphone），是指像个人电脑一样，具有独

立的操作系统，大多数是大屏机，而且是触摸电容屏，也有部分是电阻屏，功能强大实用性

高。可以由用户自行安装包括游戏等第三方服务商提供的程序，通过此类程序来不断对手机

的功能进行扩充，并可以通过移动通讯网络来实现无线网络接入的这样一类手机的总

称&rdquo;。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手机广告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18

年我国手机累计产量达179846.4万台，比上年累计下降4.1%。         指标   2018年12月   2018年11

月   2018年10月   2018年9月   2018年8月   2018年7月       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产量当期值(万

台)   16843.4   17404.3   15448.5   15771.1   14860.3   13518.4       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产量累计

值(万台)   179846.4   164078.3   143071.9   126989   111330.1   98950.4       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产

量同比增长(%)   -9.4   -8.4   -11.6   -10.6   0.6   -8.2       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产量累计增长(%)  

-4.1   -2.4   -4   -1.5   0.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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