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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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生物质发电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

生物质发电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生物质发电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生物质发电行业的现

状、中国生物质发电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生物质发电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

国生物质发电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生物质发电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

资生物质发电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电力是以电能作为动力的能源。发明于19世纪70    年代，电力的发明和应用掀起了第二次

工业化高潮。成为人类历史18世纪以来，世界发生的三次科技革命之一，从此科技改变了人

们的生活。20世纪出现的大规模电力系统是人类工程科学史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由发电

、输电、变电、配电和用电等环节组成的电力生产与消费系统。它将自然界的一次能源通过

机械能装置转化成电力，再经输电、变电和配电将电力供应到各用户。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生物质发电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

：2018年我国发电量累计产量达67914.2亿千瓦时，比上年累计增长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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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电量当期值(亿千瓦时)  

6199.9   5543   5330.2   5483.1   6404.9   6400.2       发电量累计值(亿千瓦时)   67914.2   61626   55816.3  

50361.7   44800.7   38373.3       发电量同比增长(%)   6.2   3.6   4.8   4.6   7.3   5.7       发电量累计增

长(%)   6.8   6.9   7.2   7.4   7.7   7.8

 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行业发展环境

 第一章生物质能发电行业概述

 第一节生物质能发电行业定义及分类情况

 一、定义

 二、分类

 第二节生物质能发电行业特征分析

 一、产业链分析

 二、生物质能发电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三、生物质能发电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第三节最近3-5年中国生物质能发电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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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2014-2017年中国生物质能发电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中国生物质能发电行业发展概述

 一、中国生物质能发电行业发展历程

 二、我国生物质能发电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三、中国生物质能发电行业发展面临问题

 四、中国生物质能发电行业技术发展现状及趋势

 第二节我国生物质能发电行业发展状况

 一、2017年中国生物质能发电行业发展回顾

 二、2017年中国生物质能发电企业发展分析

 三、2017年我国生物质能发电市场发展分析

 第三节2014-2017年中国生物质能发电行业供需分析

 一、2014-2017年中国生物质能发电行业需求分析

 二、2014-2017年中国生物质能发电行业供求分析

 第四节2017年生物质能发电行业产量分析

 一、2017年我国生物质能发电产量分析

 二、2019-2025年我国生物质能发电产量预测

 从能源局在2017年底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可知，根据生物

质资源条件，有序发展农林生物质直燃发电和沼气发电，到2020年，农林生物质直燃发电装

机达到700万千瓦，沼气发电达到50万千瓦。到2020年，生物质发电总装机达到1500万千瓦，

年发电量超过900亿千瓦时，其中农林生物质发电装机达到700万千瓦。

 &ldquo;十三五&rdquo;行业市场空间预测

  



 对应行业市场空间的预测，我们从投资额和运营收入来分析。投资额：2017年底农林生物质

发电总装机约为500万千瓦，2020年要达到700万千瓦，按照单位装机投资9000万/万千瓦

，&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年投资额为180亿。运营收入：按照生物质发电厂年利用小

时6500小时（长青生物质发电项目优质，发电小时数达8000小时），厂自用电率15%，售电单

价为0.75元/千瓦时计算，&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运营收入为1240亿。因此，我们预

测&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整个行业市场空间将超过1400亿。

 第五节2014-2017年中国生物质能发电价格走势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2017年中国生物质能发电价格回顾

 二、生物质能发电当前市场价格及评述

 三、生物质能发电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四、2019-2025年生物质能发电未来价格走势预测

 第六节对中国生物质能发电市场的分析及思考

 一、生物质能发电市场调研

 二、生物质能发电市场变化的方向

 三、中国生物质能发电产业发展的新思路

 四、对中国生物质能发电产业发展的思考

  

 第三章我国生物质能发电行业进出口分析

 第一节我国生物质能发电进口分析

 一、生物质能发电进口贸易的特点和现状

 二、生物质能发电主要进口市场调研

 第二节我国女生物质能发电出口分析

 一、生物质能发电出口贸易的特点和现状

 二、生物质能发电主要出口市场调研

 第三节2019-2025年我国生物质能发电进出口预测

  

 第二部分行业深度分析

 第四章中国生物质能发电行业区域市场调研

 第一节2017年华北地区生物质能发电行业调研

 一、2014-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2014-2017年市场规模情况分析

 第二节2017年东北地区生物质能发电行业调研



 一、2014-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2014-2017年市场规模情况分析

 第三节2017年华东地区生物质能发电行业调研

 一、2014-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2014-2017年市场规模情况分析

 第四节2017年华南地区生物质能发电行业调研

 一、2014-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2014-2017年市场规模情况分析

 第五节2017年华中地区生物质能发电行业调研

 一、2014-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2014-2017年市场规模情况分析

 第六节2017年西南地区生物质能发电行业调研

 一、2014-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2014-2017年市场规模情况分析

 第七节2017年西北地区生物质能发电行业调研

 一、2014-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2014-2017年市场规模情况分析

  

 第五章生物质能发电行业产业结构分析

 第一节生物质能发电产业结构分析

 一、市场细分充分程度分析

 二、各细分市场领先企业排名

 三、各细分市场占总市场的结构比例

 四、领先企业的结构分析（所有制结构）

 第二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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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产业价值链条的构成

 二、产业链条的竞争优势与劣势分析

 第三节产业结构发展预测

 一、产业结构调整指导政策分析

 二、产业结构调整中消费者需求的引导因素

 三、中国生物质能发电行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市场定位

 四、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分析



  

 第六章我国生物质能发电行业产业链分析

 第一节生物质能发电行业产业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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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生物质能发电上游行业调研

 一、生物质能发电成本构成

 二、2014-2017年上游行业发展现状

 三、2019-2025年上游行业发展趋势

 四、上游行业对生物质能发电行业的影响

 第三节生物质能发电下游行业调研

 一、生物质能发电下游行业分布

 二、2014-2017年下游行业发展现状

 三、2019-2025年下游行业发展趋势

 四、下游需求对生物质能发电行业的影响

  

 第三部分行业竞争格局

 第七章生物质能发电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生物质能发电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生物质能发电市场集中度分析

 二、生物质能发电企业集中度分析

 三、生物质能发电区域集中度分析

 第二节生物质能发电行业主要企业竞争力分析

 一、重点企业资产总计对比分析

 二、重点企业从业人员对比分析

 三、重点企业全年营业收入对比分析

 四、重点企业利润总额对比分析

 第三节生物质能发电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一、2017年生物质能发电行业竞争分析

 二、2017年中外生物质能发电企业竞争分析

 三、2014-2017年我国生物质能发电市场竞争分析



 四、2019-2025年国内主要生物质能发电企业动向

  

 第八章2014-2017年中国生物质能发电行业发展形势分析

 第一节生物质能发电行业发展概况

 一、生物质能发电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二、生物质能发电行业投资现状分析

 三、生物质能发电行业总产值分析

 四、生物质能发电行业技术发展分析

 第二节2014-2017年生物质能发电行业市场情况分析

 一、生物质能发电行业市场发展分析

 二、生物质能发电市场存在的问题

 三、生物质能发电市场规模分析

 第三节2014-2017年生物质能发电产销状况分析

 一、生物质能发电产量分析

 二、生物质能发电产能分析

 三、生物质能发电市场需求状况分析

 第四节产品发展趋势预测

 一、产品发展新动态

 二、技术新动态

 三、产品发展趋势预测

  

 第九章中国生物质能发电行业整体运行指标分析

 第一节2017年中国生物质能发电行业总体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二、行业生产规模分析

 第二节2017年中国生物质能发电行业产销分析

 一、行业产成品情况总体分析

 二、行业产品销售收入总体分析

 第三节2017年中国生物质能发电行业财务指标总体分析

 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四、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四节产销运存分析

 一、2014-2017年生物质能发电行业产销情况

 二、2014-2017年生物质能发电行业库存情况

 三、2014-2017年生物质能发电行业资金周转情况

 第五节盈利水平分析

 一、2014-2017年生物质能发电行业价格走势

 二、2014-2017年生物质能发电行业营业收入情况

 三、2014-2017年生物质能发电行业毛利率情况

 四、2014-2017年生物质能发电行业赢利能力

  

 第十章生物质能发电行业重点企业分析

 第一节山东京能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产销规模分析

 三、产品结构分析

 四、营销网络分析

 五、主要客户分析

 六、技术实力分析

 七、经营状况分析

 八、竞争优势分析

 九、战略规划分析

 第二节华电宿州生物质能发电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产销规模分析

 三、产品结构分析

 四、营销网络分析

 五、主要客户分析

 六、技术实力分析

 七、经营状况分析

 八、竞争优势分析

 九、战略规划分析



 第三节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产销规模分析

 三、产品结构分析

 四、营销网络分析

 五、主要客户分析

 六、技术实力分析

 七、经营状况分析

 八、竞争优势分析

 九、战略规划分析

 第四节南京协鑫生活污泥发电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产销规模分析

 三、产品结构分析

 四、营销网络分析

 五、主要客户分析

 六、技术实力分析

 七、经营状况分析

 八、竞争优势分析

 九、战略规划分析

 第五节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产销规模分析

 三、产品结构分析

 四、营销网络分析

 五、主要客户分析

 六、技术实力分析

 七、经营状况分析

 八、竞争优势分析

 九、战略规划分析

 第六节杭州锦江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产销规模分析

 三、产品结构分析

 四、营销网络分析

 五、主要客户分析

 六、技术实力分析

 七、经营状况分析

 八、竞争优势分析

 九、战略规划分析

 第七节中国环境保护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产销规模分析

 三、产品结构分析

 四、营销网络分析

 五、主要客户分析

 六、技术实力分析

 七、经营状况分析

 八、竞争优势分析

 九、战略规划分析

 第八节国能生物发电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产销规模分析

 三、产品结构分析

 四、营销网络分析

 五、主要客户分析

 六、技术实力分析

 七、经营状况分析

 八、竞争优势分析

 九、战略规划分析

 第九节浙江富春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产销规模分析

 三、产品结构分析



 四、营销网络分析

 五、主要客户分析

 六、技术实力分析

 七、经营状况分析

 八、竞争优势分析

 九、战略规划分析

 第十节大唐安庆生物质能发电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产销规模分析

 三、产品结构分析

 四、营销网络分析

 五、主要客户分析

 六、技术实力分析

 七、经营状况分析

 八、竞争优势分析

 九、战略规划分析

  

 第十一章2019-2025年生物质能发电行业行业前景调研

 第一节2019-2025年生物质能发电市场趋势预测

 一、2019-2025年生物质能发电市场发展潜力

 二、2019-2025年生物质能发电市场趋势预测展望

 三、2019-2025年生物质能发电细分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第二节2019-2025年生物质能发电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一、2019-2025年生物质能发电行业发展趋势

 二、2019-2025年生物质能发电市场规模预测

 三、2019-2025年细分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2019-2025年中国生物质能发电行业供需预测

 一、2019-2025年中国生物质能发电行业供给预测

 二、2019-2025年中国生物质能发电行业需求预测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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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企业销售与服务方式的关键趋势

  

 第十二章2019-2025年生物质能发电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第一节生物质能发电行业政治法律环境分析

 一、行业管理体制分析

 二、行业主要法律法规

 三、行业相关发展规划

 第二节生物质能发电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一、国际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三、产业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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