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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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建筑物绿化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建筑

物绿化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建筑物绿化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建筑物绿化行业的现状、

中国建筑物绿化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建筑物绿化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建

筑物绿化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建筑物绿化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建

筑物绿化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建筑物绿化是指通过在建筑物上直接或间接附着可供绿化植物生长的环境，如花盆，种植

毯等，为建筑物的外立面（通常指建筑物的顶部或建筑外墙面）和/或内部（通常指室内墙体

）营造绿化环境，起到改善环境，提高美观度，节约能耗的效果。与建筑物绿化相关的概念

有：建筑绿化，墙体绿化，墙面绿化，屋顶绿化，屋面绿化，屋顶花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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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建筑物绿化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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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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