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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6年中国船舶设计行业行业市场评估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
了船舶设计行业相关概述、中国船舶设计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船舶设计行业的现状、
中国船舶设计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船舶设计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船舶设
计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船舶设计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船舶设计行
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第一章 船舶设计行业基础特征 第一节 船舶设计基本特征 一、船舶设计服务对象 二、船舶设
计阶段流程 三、船舶设计基本特点 第二节 船舶设计行业特征 一、船舶设计业务模式 二、船
舶设计竞争格局 三、船舶设计业务区域性 四、船舶设计业务周期性 五、行业上下游关联性
六、船舶设计市场进入壁垒 七、船舶设计业务技术水平 第二章 2018-2020年国内船舶设计市
场 第一节 行业管理体系及政策 一、行业主管部门 二、行业监管体制 三、行业法规及政策 第
二节 船舶设计供需分析 一、船舶设计市场容量 二、船舶设计市场供求状况 三、行业利润水
平分析 第三节 船舶设计市场格局 一、国有专业船舶设计单位 二、大型国有造船企业的设计
队伍 三、民营船舶设计公司 四、外资船舶设计公司 第四节 影响行业发展因素 一、有利因素
分析 二、不利因素分析 第三章 2021-2026年中国船舶设计发展环境展望 第一节 中国宏观经济
历史运行情况 一、GDP历史变动轨迹 二、固定资产投资历史变动轨迹 三、进出口贸易历史
变动轨迹 第二节 2021-2026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环境展望 一、国外重点权威机构对未来经济
发展预测的观点汇总 二、国内重点权威机构对未来经济发展预测的观点汇总 三、2021-2026
年GDP预测方案汇总 四、2021-2026年固定资产投资预测方案汇总 五、2021-2026年国际贸易总
额预测方案汇总 第三节 2021-2026年船舶设计行业相关经济指标预测 一、2021-2026年船舶行
业相关指标预测 二、2021-2026年远洋运输行业相关指标预测 第四章 2020年船舶工业运行分
析 第一节 2020年船舶工业经济运行 一、2020年造船三大指标分析 二、2020年经济规模及效益
三、2020年船舶出口分析 四、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 五、经济运行中存在问题 第二节 2020年船
舶制造企业排名 一、2020年手持船舶订单量前10位企业 二、2020年新承接船舶订单量前10位
企业 三、2020年造船完工量前10位企业 第三节 2020年船舶工业经济运行 一、2020年经济运行
基本情况 二、2020年船舶经济运行特点 三、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四、未来造船业预测分析
第五章 2021-2026年船舶设计行业需求态势展望 第一节 船舶设计行业历史需求状况综述 一、
船舶设计历史需求指标 二、船舶设计需求特征的现状及未来变化态势 第二节 影响船舶设计需
求总量及结构变动主要因素 第三节 研究思路的确立与方法介绍 第四节 2021-2026年船舶设计
需求总量预测方案 一、2021-2026年船舶设计需求总量预测方案 二、综合说明 第六章

2018-2020年船舶设计行业竞争格局 第一节 船舶设计行业的发展周期 一、船舶设计行业的经
济周期 二、船舶设计行业的增长性与波动性 第二节 船舶设计行业历史竞争格局综述 一、船
舶设计行业集中度分析 二、船舶设计行业竞争程度 第三节 船舶设计行业国际竞争者的影响
一、国内船舶设计企业的swot 二、国际船舶设计企业的swot 第四节 2021-2026年船舶设计行业
竞争格局展望 第七章 船舶设计重点企业竞争力 第一节 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 一、
企业概况 二、业务分析 （一）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二）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
能力分析 第二节 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 一、企业概况 二、业务分析 （一）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二）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三节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公司 一、
企业概况 二、业务分析 （一）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二）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
能力分析 第四节 江南造船（集团）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业务分析 （一）企业偿债能力分
析 （二）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五节 上海外高桥造船公司 一、企业
概况 二、业务分析 （一）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二）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
分析 第六节 大连福凯船舶设计 一、企业概况 二、业务分析 （一）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二）
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七节 上海杰星船舶科技 一、企业概况 二、业
务分析 （一）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二）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八节
上海京荣船舶设计 一、企业概况 二、业务分析 （一）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二）企业运营能
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九节 上海欧得利船舶工程 一、企业概况 二、业务分析 （
一）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二）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十节 上海佳豪
船舶工程设计股份 一、企业概况 二、业务结构 三、公司竞争地位 四、公司竞争优势 五、公
司竞争劣势 六、公司生产销售模式 七、2018-2020年经营分析 （一）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二
）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八章 2021-2026年船舶设计投资机会与风险
第一节 2021-2026年船舶设计行业投资机会 一、2021-2026年船舶设计重量级客户开发的投资机
会 二、2021-2026年船舶设计主要区域投资机会 三、2021-2026年船舶设计企业多元化的投资机
会 第二节 2021-2026年船舶设计行业投资前景展望 一、船舶行业需求波动的传导风险 二、同
业市场竞争的风险 三、品牌塑造的风险 四、经营管理风险 五、其他 第九章 2021-2026年船舶
设计企业经营建议 第一节 2021-2026年船舶设计企业的标竿管理 一、国内企业的经验借鉴 二
、国外企业的经验借鉴 第二节 2021-2026年船舶设计企业的资本运作模式 一、船舶设计企业
国内资本市场的运作建议 二、船舶设计企业海外资本市场的运作建议 图表目录：图表1
2018-2020年我国船舶设计行业市场规模及增长情况 图表2 2018-2020年我国船舶设计行业市场
规模及增长对比 图表3 2018-2020年我国船舶设计行业利润总额及增长情况 图表4 2018-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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