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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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高速铁路建设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

了高速铁路建设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高速铁路建设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高速铁路建设

行业的现状、中国高速铁路建设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高速铁路建设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

状况分析及中国高速铁路建设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高速铁路建设产业有个系

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高速铁路建设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长期以来,我国铁路发展滞后,运输能力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特别在春运、暑运

、&ldquo;十一&rdquo;等客流集中的特殊时期,客货能力更是极度紧张。加快高速铁路建设,在

京沪、京广、京哈、陇海(徐州～兰州)以及沪昆等我国客货运输最繁忙、客货运输增长潜力

巨大的交通走廊内实现客货分线运输,连接全国大部分重要经济区和中心城市,大幅提高铁路网

整体能力,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安全、快捷、舒适的交通方式。 

     目前我国50万人口以上城市达245个,中长距离客流较大,其中80%需由铁路承担。随着国民经

济和区域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必然带动全社会人员、物资加速流动,客货运输需求潜力巨大、

质量要求日益提高。加快建设高速铁路,提高铁路运输服务能力和水平,对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满足日益增长的旅客运输需求具有重要作用。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高速铁路建设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

明：2019年我国铁路机车产量累计值达1319辆，期末产量比上年累计增长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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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机

车产量当期值(辆)   160   206   89   135   129   83   235       铁路机车产量累计值(辆)   1319   1159   953  

864   730   671   582       铁路机车产量同比增长(%)   -34.2   0.5   41.3   7.1   35.8   45.6   5.4       铁路机车

产量累计增长(%)   6.2   16   20   18.2   20.7   11.6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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