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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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

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报告》介绍了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大理

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

的现状、中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

及其制品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产业发展前

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大

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装饰材料（finishing    material）：装修各类土木建筑物以提高其使用功能和美观，保护主

体结构在各种环境因素下的稳定性和耐久性的建筑材料及其制品。又称装修材料、饰面材料

。主要有草、木、    石、砂、砖、瓦、水泥、石膏、石棉、石灰、玻璃、马赛克、陶瓷、油

漆涂料、纸、金属、塑料、织物等，以及各种复合制品。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

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报告》表明：2018年我国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商品累计零售值达2498.2亿

元，比上年累计增长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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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商品零售类值当期值(亿元)   279.8   253.4   237.1   225.8  

214.6   219.2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商品零售类值累计值(亿元)   2498.2   2252.5   2003.5   1775.7  

1562.6   1377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商品零售类值同比增长(%)   8.6   9.8   8.5   8.4   7.9   5.4       建筑

及装潢材料类商品零售类值累计增长(%)   8.1   8.1   7.9   7.8   7.7   7.6

第一章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发展综述

 　　1.1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概述

　　　　1.1.1 行业定义

　　　　1.1.2 行业主要商业模式

　　1.2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特征分析

　　　　1.2.1 产业链分析

　　　　1.2.2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在产业链中的地位

　　　　1.2.3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1）行业生命周期理论基础

　　　　　　（2）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生命周期



　　1.3 最近3-5年中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所属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1.3.1 赢利性

　　　　1.3.2 成长速度

　　　　1.3.3 附加值的提升空间

　　　　1.3.4 进入壁垒／退出机制

　　　　1.3.5 风险性

　　　　1.3.6 行业周期

　　　　1.3.7 竞争激烈程度指标

　　　　1.3.8 行业及其主要子行业成熟度分析 

第二章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运行环境（PEST）分析

 　　2.1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政治法律环境分析

　　　　2.1.1 行业管理体制分析

　　　　2.1.2 行业主要法律法规

　　　　2.1.3 行业相关发展规划

　　2.2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2.2.1 国际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2.2 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2.3 产业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2.3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2.3.1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产业社会环境

　　　　2.3.2 社会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2.3.3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产业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2.4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2.4.1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技术分析

　　　　2.4.2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技术发展水平

　　　　2.4.3 行业主要技术发展趋势 

第三章 我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所属行业运行分析

 　　3.1 我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3.1.1 我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发展阶段

　　　　3.1.2 我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发展总体概况

　　　　3.1.3 我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3.2 2019年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发展现状



　　　　3.2.1 2015-2019年我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市场规模

　　　　3.2.2 2019年我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发展分析

　　　　　　2016年我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进口总量10154641千克 ，2017年进口

总量9178305千克 ；2018年1季度进口总量2687544千克 。

　　　　　　2015-2019年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进口贸易总量走势图（单位：千克

）

　　　　3.2.3 2019年中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企业发展分析

　　3.3 区域市场调研

　　　　3.3.1 区域市场分布总体情况

　　　　3.3.2 2019年重点省市市场调研

　　3.4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产品/服务价格分析

　　　　3.4.1 2015-2019年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价格走势

　　　　3.4.2 影响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价格的关键因素分析

　　　　　　（1）成本

　　　　　　（2）供需情况

　　　　　　（3）关联产品

　　　　　　（4）其他

　　　　3.4.3 2019-2025年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产品/服务价格变化趋势

　　　　3.4.4 主要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企业价位及价格策略 

第四章 我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所属行业整体运行指标分析

 　　4.1 2015-2019年中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所属行业总体规模分析

　　　　4.1.1 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4.1.2 人员规模状况分析

　　　　4.1.3 行业资产规模分析

　　　　4.1.4 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4.2 2015-2019年中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所属行业运营情况分析

　　　　4.2.1 我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营收分析

　　　　4.2.2 我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成本分析

　　　　4.2.3 我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利润分析

　　4.3 2015-2019年中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所属行业财务指标总体分析

　　　　4.3.1 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4.3.2 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4.3.3 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4.3.4 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五章 我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所属行业供需形势分析

 　　5.1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供给分析

　　　　5.1.1 2015-2019年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供给分析

　　　　5.1.2 2019-2025年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供给变化趋势

　　　　5.1.3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区域供给分析

　　5.2 2015-2019年我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需求情况

　　　　5.2.1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需求市场

　　　　5.2.2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客户结构

　　　　5.2.3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需求的地区差异

　　5.3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市场应用及需求预测

　　　　5.3.1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应用市场总体需求分析

　　　　　　（1）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应用市场需求特征

　　　　　　（2）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应用市场需求总规模

　　　　5.3.2 2019-2025年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领域需求量预测

　　　　　　（1）2019-2025年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领域需求产品/服务功能

预测

　　　　　　（2）2019-2025年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领域需求产品/服务市场

格局预测

　　　　5.3.3 重点行业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产品/服务需求分析预测 

第六章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产业结构分析

 　　6.1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产业结构分析

　　　　6.1.1 市场充分程度分析

　　　　6.1.2 领先企业的结构分析（所有制结构）

　　6.2 产业价值链条的结构分析及产业链条的整体竞争优势分析

　　　　6.2.1 产业价值链条的构成

　　　　6.2.2 产业链条的竞争优势与劣势分析

　　6.3 产业结构发展预测

　　　　6.3.1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政策分析

　　　　6.3.2 产业结构调整中消费者需求的引导因素

　　　　6.3.3 中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市场定位



　　　　6.3.4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分析 

第七章 我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产业链分析

 　　7.1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产业链分析

　　　　7.1.1 产业链结构分析

　　　　7.1.2 主要环节的增值空间

　　　　7.1.3 与上下游行业之间的关联性

　　7.2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上游行业调研

　　　　7.2.1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产品成本构成

　　　　7.2.2 2019年上游行业发展现状

　　　　7.2.3 2019-2025年上游行业发展趋势

　　　　7.2.4 上游供给对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的影响

　　7.3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下游行业调研

　　　　7.3.1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下游行业分布

　　　　7.3.2 2019年下游行业发展现状

　　　　7.3.3 2019-2025年下游行业发展趋势

　　　　7.3.4 下游需求对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的影响 

第八章 我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渠道分析及策略

 　　8.1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渠道分析

　　　　8.1.1 渠道形式及对比

　　　　8.1.2 各类渠道对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的影响

　　　　8.1.3 主要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企业渠道策略研究

　　　　8.1.4 各区域主要代理商情况

　　8.2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用户分析

　　　　8.2.1 用户认知程度分析

　　　　8.2.2 用户需求特点分析

　　　　8.2.3 用户购买途径分析

　　8.3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营销策略分析

　　　　8.3.1 中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营销概况

　　　　8.3.2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营销策略探讨

　　　　8.3.3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营销发展趋势 

第九章 我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竞争形势及策略

 　　9.1 行业总体市场竞争状况分析



　　　　9.1.1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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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企业间竞争格局分析

　　　　9.1.3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集中度分析

　　　　9.1.4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SWOT分析

　　9.2 中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竞争格局综述

　　　　9.2.1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竞争概况

　　　　　　（1）中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竞争格局

　　　　　　（2）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未来竞争格局和特点

　　　　　　（3）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市场进入及竞争对手分析

　　　　9.2.2 中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竞争力分析

　　　　　　（1）我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竞争力剖析

　　　　　　（2）我国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企业市场竞争的优势

　　　　　　（3）国内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企业竞争能力提升途径

　　　　9.2.3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市场竞争策略分析 

第十章 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领先企业经营形势分析

 　　10.1 平邑县鑫特石材有限公司

　　　　10.1.1 企业发展概况

　　　　10.1.2 经营效益分析

　　　　10.1.3 业务经营分析

　　　　10.1.4 财务状况分析

　　　　10.1.5 未来前景展望

　　10.2 厦门市达佳华进出口有限公司

　　　　10.2.1 企业发展概况

　　　　10.2.2 经营效益分析

　　　　10.2.3 业务经营分析

　　　　10.2.4 财务状况分析



　　　　10.2.5 未来前景展望

　　10.3 深圳市鹏新石业有限公司

　　　　10.3.1 企业发展概况

　　　　10.3.2 经营效益分析

　　　　10.3.3 业务经营分析

　　　　10.3.4 财务状况分析

　　　　10.3.5 未来前景展望

　　10.4 庐山市赣江石材有限公司

　　　　10.4.1 企业发展概况

　　　　10.4.2 经营效益分析

　　　　10.4.3 业务经营分析

　　　　10.4.4 财务状况分析

　　　　10.4.5 未来前景展望

　　10.5 银河石材厂

　　　　10.5.1 企业发展概况

　　　　10.5.2 经营效益分析

　　　　10.5.3 业务经营分析

　　　　10.5.4 财务状况分析

　　　　10.5.5 未来前景展望

　　10.6 广西方石石材有限公司

　　　　10.6.1 企业发展概况

　　　　10.6.2 不锈钢生产状况

　　　　10.6.3 新品研发动态  

第十一章 2019-2025年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行业前景调研

 　　11.1 2019-2025年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市场趋势预测

　　　　11.1.1 2019-2025年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市场发展潜力

　　　　11.1.2 2019-2025年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市场趋势预测展望

　　11.2 2019-2025年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11.2.1 2019-2025年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发展趋势

　　　　11.2.2 2019-2025年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市场规模预测

　　　　11.2.3 2019-2025年大理石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行业应用趋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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