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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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电子包装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电子包

装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电子包装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电子包装行业的现状、中国电子

包装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电子包装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电子包装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电子包装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电子包装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电子包装用于纸制品包装在包装行业的占比始终是最大的，未来环保理念对电子包装的纸

制品包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大细分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投资预测依旧良好，有较大的发

展空间。

     我国有丰富的塑料、金属、电子芯片、橡胶等电子包装产品的原材料，基本不需要依赖进

口原材料，在原材料上有较大的成本优势，另一方面，我国的包装企业数量有几千家，但是

大型的电子包装产品生产企业较少，原材料供应商数量较多。

     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包装大国，包装工业位列我国38个主要工业门类的第14位，

是制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比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我国纸制品包装行业产业集中度

差距非常明显。美国前四大企业市场份额达70%以上，国内前十大企业的总份额不超过5%。

     包装是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行业规模持续增长，年产值逾1.69万亿元，作为产

业链中游环节，上游原材料价格与下游消费需求对其影响较大。目前我国包装行业呈

现&ldquo;大行业、小公司&rdquo;特点，集中度低于欧美水平，受益产品模式创新、制造升级

以及行业整合等趋势带动，我国龙头包装公司面临发展契机。

     近年来，我国塑料包装行业持续快速发展，产业规模继续亏大，新产品、新材料、新设备

的开发应用日新月异，已形成一定规模，在包装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国民经济的建设起

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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