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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农村污水处理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

了农村污水处理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农村污水处理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农村污水处理

行业的现状、中国农村污水处理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农村污水处理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

状况分析及中国农村污水处理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农村污水处理产业有个系

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农村污水处理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农村污水处理是指对农村污水处理的一个方法。农村生活曰渐城市化，生活污水主要来自

农家的厕所冲洗水、厨房洗涤水、洗衣机排水、淋浴排水及其他排水。十三五&rdquo;规划要

求，到2020年环境综合整治建制村数量从7.8万个上升到20.8万个，复合增长率22%。到2020年

，新增完成环境综合整治的建制村13万个，占目前建制村总数的22.2%，即农村污水处理率将

从2014年的10%提升至2020年的33.6%，对应十三五期间23%的复合增长。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农村污水处理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

明：2018年我国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累计出口交货值达43.4亿元，比上年累计下降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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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的生产和供应业出口交货值当期值(亿元)   0.3   4.2   4.2   4.1   4.2   4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出口交

货值累计值(亿元)   43.4   43.5   39.5   35.3   31.8   27.2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

长(%)   -72.8   -3.4   0.7   -1   0.3   -6.5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出口交货值累计增

长(%)-12.6-7.5-7.2-8.4-7.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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