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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眼科医疗器械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

析报告》介绍了眼科医疗器械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眼科医疗器械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

眼科医疗器械行业的现状、中国眼科医疗器械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眼科医疗器械行业做了

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眼科医疗器械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眼科医疗器

械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眼科医疗器械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随着社会保障改革、人口老龄化、设备周期性更新、公立医院改革和私立医院增长，我国

医疗设备行业需求强烈。但是，目前我国医疗设备行业的现状呈现需求与资金不平衡状态：

医疗器械行业产量自2005年以来保持近20%的增长率，但医疗机构中所使用的医疗设备大部分

为上世纪70、80年代产品，已经到了更新换代的时候，但是由于我国医疗机构收入结构不合

理，&ldquo;以药养院&rdquo;为主，资金成为医院发展的瓶颈。而融资租赁方式可以满足医院

设备更新需求。

    中国医疗器械产业由小到大，迅速发展，现已成为一个产品门类比较齐全、创新能力不断

增强、市场需求十分旺盛的朝阳产业。特别是近年来，医疗器械产业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

连续多年产值保持两位数增长，产品出口的数量和科技含量也不断提升。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眼科医疗器械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

分析报告》表明：随着中国医疗需求的持续增长，医疗器械行业将保持持续快速发展。根据

医疗设备销售额采用加权移动平均法进行估算，到2022年，医疗器械融资租赁额有望达

到1484亿元，市场渗透率达到38%。

          时间   医疗设备销售额预测(亿元)   增速（%）       2017年   2890   　       2018年   3153   9.10      

2019年   3396   7.71       2020年   3657   7.69       2021年   3921   7.22       2022年   4181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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