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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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生态园林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生态园

林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生态园林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生态园林行业的现状、中国生态

园林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生态园林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生态园林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生态园林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生态园林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生态园林是继承和发展传统园林的经验，遵循生态学的原理，建设多层次、多结构、多功

能、科学的植物群落，建立人类、动物、植物相联系的新秩序，达到生态美、科学美、文化

美和艺术美。应用系统工程发展园林，使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同步发展，实现良性循环，

为人类创造清洁、优美、文明的生态环境。

    森林资源是林地及其所生长的森林有机体的总称。这里以林木资源为主，还包括林中和林

下植物、野生动物、土壤微生物及其他自然环境因子等资源。林地包括乔木林地、疏林地、

灌木林地、林中空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苗圃地和国家规划宜林地。

    据博思数据发布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生态园林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

：2018年年底，中国（指的中国大陆）的森林覆盖率已经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8%，提升到

现在的接近23%（22.96%），其中天然林资源增加到29.66万亩。

    俄罗斯是全球森林面积最大的国家，高达814.9万平方公里，主要是寒带和亚寒带针叶林。

其森林覆盖率约为49.8%，在大国中也处于较高的水平。

    巴西的森林面积，全球第二，约为492.55万平方公里，主要是热带雨林。其森林覆盖率约

为58.9%。但近年来，巴西热点雨林遭遇了巨大的破坏&mdash;&mdash;火灾、砍伐、毁林做耕

地等，已经使得巴西雨林减少了15%-20%的面积。

      加拿大，拥有全球第三大的森林面积，约为347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约为38.2%；第四

名的美国，森林面积约为310.37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约为33.9%。森林面积第五名就是咱

们中国了。澳大利亚的森林面积约为125万平方公里，覆盖率为16.3%；日本的森林覆盖率约

为68.5%，韩国森林覆盖率约为63.4%，印度尼西亚的森林覆盖率约为49.9%，德国约为32.7%

，泰国约为32.2%，法国约为31.2%，印度约为23.8%与其他国家相比，咱们中国的森林质量还

有待提升。

                               时间   中国活立木总蓄积量情况(亿立方米)   增速（%）     2014年   164.33   　    

2015年   164.33   0.00     2016年   164.33   0.00     2017年   164.33   0.00     2018年   190.07   15.66  2019

年191.29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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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产品服务分析

 三、企业发展现状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第四节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产品服务分析

 三、企业发展现状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第五节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产品服务分析

 三、企业发展现状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第六节 重庆渝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产品服务分析

 三、企业发展现状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第七节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产品服务分析

 三、企业发展现状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第八节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产品服务分析

 三、企业发展现状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第九节 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产品服务分析

 三、企业发展现状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第十节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产品服务分析

 三、企业发展现状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第五部分 生态园林行业发展趋势

 第九章 中国生态园林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一节 2021-2027年生态园林行业发展影响因素

 一、生态园林行业发展有利因素

 二、生态园林行业发展不利因素

 四、生态园林行业增长动力分析

 1、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拉动行业发展

 2、国家政策支持生态园林行业发展

 3、PPP模式促进了生态园林行业发展

 第二节 2021-2027年生态园林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一、政策促进园林绿化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二、市政园林绿化需求增大为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地产园林需求增长为行业提供了发展空间

 四、生态环保意识推动生态园林景观建设持续发展

 五、PPP模式为市场园林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第三节 2021-2027年生态园林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行业应用领域不断拓展

 二、&ldquo;生态园林景观&rdquo;的概念将进一步凸显

 三、各级政府将继续推动市政园林绿化的投资建设

 四、配套园林景观对房地产项目的影响将逐渐加深

 五、园林养护具有较大潜在市场容量

 六、行业集中度将逐步提高

 七、&ldquo;生态城市&rdquo;是当代城市景观建设的发展趋势

 第四节 2021-2027年生态园林行业重点关注方向

 一、园林+环保

 1、&ldquo;海绵城市&rdquo;市场空间巨大

 2、黑臭水体整治稳步推进

 3、土壤修复蓄势待发

 二、园林+旅游

 1、从生态治理切入生态旅游

 2、积极参与特色小镇

  



 第六部分 生态园林行业投资前景建议规划

 第十章 中国生态园林行业投资前景建议规划

 第一节 生态园林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一、生态园林行业季节特性

 二、生态园林行业集中程度

 三、生态园林行业进入壁垒

 1、业务资质障碍

 2、资金实力障碍

 3、人力资源障碍

 4、技术能力障碍

 5、客户资源障碍

 第二节 生态园林行业投融资分析

 一、生态园林行业投资分析

 1、生态园林行业投资前景

 2、生态园林行业投资规模

 3、生态园林行业行业前景调研

 二、生态园林行业融资分析

 1、生态园林行业融资渠道

 2、生态园林行业融资前景

 三、生态园林行业投融资平台建设

 四、生态园林行业投融资建议

 第三节 2021-2027年生态园林行业投资前景

 一、自然灾害风险

 二、经营风险分析

 三、市场风险分析

 四、财务风险分析

 五、经营管理风险

 六、政策风险分析

 七、技术风险分析

 第四节 2021-2027年生态园林行业投资机会

 一、国内经济持续增长的机会

 二、各级政府大力支持的机会



 三、生态环境改善要求的机会

 四、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发展机会

 五、房地产行业绿化的发展机会

 六、旅游业带来的发展机会

 第五节 2021-2027年生态园林行业投资前景建议

 一、总体投资前景建议分析

 二、细分市场投资前景建议分析

 三、区域市场投资前景建议分析

 四、企业投资前景建议分析

 第六节 2021-2027年生态园林行业经营模式

 一、园林绿化业务承接

 二、园林绿化组织投标

 三、组建项目团队和实施

 四、竣工验收及项目结算

 第七节 2021-2027年生态园林行业企业转型关键

 一、战略路径

 1、选择与定位

 2、兼并收购

 二、能力谱系

 1、运营能力

 2、技术能力

 3、投融资能力

 三、风险控制

 1、系统工程风险

 2、PPP项目风险

 3、第二产业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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