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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非织造布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报

告》介绍了非织造布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非织造布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非织造布行业

的现状、中国非织造布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非织造布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

国非织造布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非织造布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非

织造布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非织造布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

报告》表明：2019年我国布产量累计值达456.9亿米，期末产量比上年累计下降5.9%。             指

标   2019年12月   2019年11月   2019年10月   2019年9月   2019年8月   2019年7月   2019年6月       布产

量当期值(亿米)   41   41.6   37.9   43.1   43.1   46.9   42.1       布产量累计值(亿米)   456.9   443.3   399.9  

369.8   335.2   311.2   228       布产量同比增长(%)   -13.1   -7.8   -13.7   -5.5   -6.1   -3.3   -0.5       布产量

累计增长(%)   -5.9   -2.2   -2   -1.6   -1.1   -2.6   -0.1

第一章 非织造布行业相关概述

 　　第一节 非织造布行业定义及特征

　　　　一、非织造布行业定义及分类

　　　　二、行业特征分析

　　第二节 非织造布行业经营模式分析

　　　　一、采购模式分析

　　　　二、生产模式分析

　　　　三、销售模式分析

　　　　四、非织造布行业经营模式影响因素分析

　　第三节 非织造布行业主要风险因素分析

　　　　一、经营风险分析

　　　　二、管理风险分析

　　　　三、法律风险分析

　　第四节 非织造布行业数据来源与统计口径

　　　　一、统计部门与统计口径

　　　　二、统计方法与数据种类

　　第五节 非织造布行业研究概述

　　　　一、非织造布行业研究目的



　　　　二、非织造布行业研究原则

　　　　三、非织造布行业研究方法

　　　　四、非织造布行业研究内容

　　第六节 非织造布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行业管理体制

　　　　二、行业相关标准

　　　　三、行业相关发展政策 

第二章 2019年非织造布行业经济及技术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9年全球宏观经济环境

　　　　一、当前世界经济贸易总体形势

　　　　二、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展望

　　第二节 2019年中国经济环境分析

　　　　一、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

　　　　二、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展望

　　　　三、经济环境对非织造布行业影响分析

　　第三节 2019年非织造布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第四节 2019年非织造布行业技术环境

　　　　一、非织造布行业专利申请数分析

　　　　二、非织造布行业专利申请人分析

　　　　三、非织造布行业热门专利技术分析

　　第五节 非织造布行业技术动态

 　　第六节 非织造布行业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三章 全球非织造布行业现状分析

 　　第一节 全球非织造布行业发展概况

　　　　一、全球非织造布行业现状分析

　　　　二、全球非织造布行业竞争格局

　　　　三、全球非织造布行业规模预测分析

　　第二节 全球主要区域非织造布市场发展现状及趋势预测分析

　　　　一、北美非织造布行业市场概况及趋势预测分析

　　　　二、亚太非织造布行业市场概况及趋势预测分析

　　　　三、欧盟非织造布行业市场概况及趋势预测分析 

第四章 中国非织造布行业经营情况分析



 　　第一节 非织造布行业发展概况分析

　　　　一、行业发展历程回顾

　　　　二、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三、行业发展影响因素

　　　　四、行业经营情况及全球份额分析

　　第二节 非织造布行业生产态势分析

　　　　一、2015-2019年中国非织造布行业产能统计

　　　　二、2015-2019年中国非织造布行业产量分析

　　　　三、2020-2026年中国非织造布行业产量预测图

　　第三节 非织造布行业销售态势分析

　　　　一、2015-2019年中国非织造布行业需求统计

　　　　二、2015-2019年中国非织造布行业需求区域分析

　　　　三、2020-2026年中国非织造布行业需求预测图

　　第四节 非织造布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一、2015-2019年中国非织造布行业市场规模统计

　　　　　　2018 年我国非织造布市场规模实现1069.55亿元，同比增长7.48%。非织造布已成

为纺织工业中发展最快的一个行业，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发展，不少企业已走出自己的特色之

路。

　　　　　　2015-2019年中国非织造布制造行业市场规模及增速状况分析

　　　　二、2015-2019年中国非织造布行业需求规模区域分布

　　　　三、2020-2026年中国非织造布行业市场规模预测图

　　第五节 非织造布行业价格现状、影响因素及趋势预测分析

　　　　一、2015-2019年中国非织造布行业价格回顾

　　　　二、中国非织造布行业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三、2020-2026年中国非织造布行业价格走势预测图 

第五章 2015-2019年非织造布所属行业进出口分析

 　　第一节 2015-2019年非织造布所属行业进口分析

　　　　一、2015-2019年非织造布所属行业进口总量分析

　　　　二、2015-2019年非织造布所属行业进口总金额分析

　　　　三、2015-2019年非织造布所属行业进口均价走势图

　　　　四、非织造布所属行业进口分国家状况分析

　　　　五、非织造布所属行业进口均价分国家对比



　　第二节 2015-2019年非织造布所属行业出口分析

　　　　一、2015-2019年非织造布所属行业出口总量分析

　　　　二、2015-2019年非织造布所属行业出口总金额分析

　　　　三、2015-2019年非织造布所属行业出口均价走势图

　　　　四、非织造布所属行业出口分国家状况分析

　　　　五、非织造布所属行业出口均价分国家对比 

第六章 中国非织造布所属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第一节 2015-2019年中国非织造布所属行业整体概况

　　　　一、企业数量变动趋势预测分析

　　　　二、行业资产变动趋势预测分析

　　　　三、行业负债变动趋势预测分析

　　　　四、行业销售收入变动趋势预测分析

　　　　五、行业利润总额变动趋势预测分析

　　第二节 2015-2019年中国非织造布所属行业供给情况分析

　　　　一、行业总产值分析  

　　　　二、行业产成品分析

　　第三节 2015-2019年中国非织造布所属行业销售情况分析

　　　　一、行业销售产值分析

　　　　二、行业产销率状况分析

　　第四节 2015-2019年中国非织造布所属行业经营效益分析

　　　　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行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四、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七章 2019年中国非织造布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非织造布行业壁垒分析

　　　　一、资质壁垒

　　　　二、技术壁垒

　　　　三、规模壁垒

　　　　四、经营壁垒

　　　　五、品牌壁垒

　　　　六、人才壁垒



　　第二节 非织造布行业竞争格局

　　　　一、市场集中度分析

　　　　二、区域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非织造布行业五力竞争分析

　　　　一、现有企业间竞争

　　　　二、潜在进入者分析

　　　　三、替代品威胁分析

　　　　四、供应商议价能力

　　　　五、客户议价能力

　　第四节 2020-2026年非织造布行业竞争格局展望

 　　第五节 2020-2026年非织造布行业竞争力提升策略

 第八章 非织造布行业上游产业链分析

 　　第一节 上游原料1分析

　　　　一、上游原料1生产分析

　　　　二、上游原料1销售分析

　　　　二、2020-2026年上游原料1行业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二节 上游原料2分析

　　　　一、上游原料2生产分析

　　　　二、上游原料2销售分析

　　　　二、2020-2026年上游原料2行业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三节 上游原料市场对非织造布行业影响分析

 第九章 非织造布行业下游产业链分析

 　　第一节 下游需求市场1分析

　　　　一、下游需求市场1发展概况  

　　　　二、2020-2026年下游需求市场1行业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二节 下游需求市场2分析

　　　　一、下游需求市场2发展概况

　　　　二、2020-2026年下游需求市场2行业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三节 下游需求市场对非织造布行业影响分析

 第十章 2015-2019年非织造布行业各区域市场概况

 　　第一节 华北地区非织造布行业调研

　　　　一、华北地区区域要素及经济运行态势分析



　　　　二、2015-2019年华北地区需求市场状况分析

　　　　三、2020-2026年华北地区需求趋势预测分析

　　第二节 东北地区非织造布行业调研

　　　　一、东北地区区域要素及经济运行态势分析

　　　　二、2015-2019年东北地区需求市场状况分析

　　　　三、2020-2026年东北地区需求趋势预测分析

　　第三节 华东地区非织造布行业调研

　　　　一、华东地区区域要素及经济运行态势分析

　　　　二、2015-2019年华东地区需求市场状况分析

　　　　三、2020-2026年华东地区需求趋势预测分析

　　第四节 华中地区非织造布行业调研

　　　　一、华中地区区域要素及经济运行态势分析

　　　　二、2015-2019年华中地区需求市场状况分析

　　　　三、2020-2026年华中地区需求趋势预测分析

　　第五节 华南地区非织造布行业调研

　　　　一、华南地区区域要素及经济运行态势分析

　　　　二、2015-2019年华南地区需求市场状况分析

　　　　三、2020-2026年华南地区需求趋势预测分析

　　第六节 西部地区非织造布行业调研

　　　　一、西部地区区域要素及经济运行态势分析

　　　　二、2015-2019年西部地区需求市场状况分析

　　　　三、2020-2026年西部地区需求趋势预测分析 

第十一章 非织造布行业主要优势企业分析

 　　第一节 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简介

　　　　二、企业经营状况及竞争力分析

　　第二节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简介

　　　　二、企业经营状况及竞争力分析

　　第三节 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简介

　　　　二、企业经营状况及竞争力分析



　　第四节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简介

　　　　二、企业经营状况及竞争力分析

　　第五节 湖南铭裕无纺布有限公司

　　　　一、企业简介

　　　　二、企业经营状况及竞争力分析

　　第六节 大连瑞光非织造布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简介

　　　　二、企业经营状况及竞争力分析 

第十二章 2020-2026年中国非织造布行业趋势预测预测分析

 　　第一节 非织造布行业投资回顾

　　　　一、非织造布行业投资规模及增速统计

　　　　二、非织造布行业投资结构分析

　　第二节 2020-2026年中国非织造布行业投资规模及增速预测分析

 　　第三节 2020-2026年中国非织造布行业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一、非织造布行业发展驱动因素分析

　　　　二、非织造布行业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三、非织造布行业产销及市场规模预测分析

　　　　四、2020-2026年中国非织造布行业全球市场份额预测分析

　　第四节非织造布行业投资现状及建议

　　　　一、非织造布行业投资项目分析

　　　　二、非织造布行业投资机遇分析

　　　　三、非织造布行业投资前景警示

　　　　四、非织造布行业投资前景研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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