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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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民用建筑建设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民

用建筑建设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民用建筑建设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民用建筑建设行业

的现状、中国民用建筑建设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民用建筑建设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

分析及中国民用建筑建设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民用建筑建设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民用建筑建设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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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民用建筑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8.2.1 新建居住建筑市场前景分析

 （1）新建居住面积预测  

 （2）新建居住建筑投资预测  

 8.2.2 新建公共建筑市场前景分析

 （1）新建公共建筑面积预测  

 （2）新建公共建筑投资预测  

 8.3 中国民用建筑行业投资分析

 8.3.1 民用建筑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1）企业资质壁垒  

 （2）企业资金壁垒  

 （3）技术人才壁垒  

 （4）从业经验壁垒 

 8.3.2 民用建筑行业投资前景与机会分析

 （1）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行业风险与机会 

 （2）国家政策变化带来的行业风险与机会 

 （3）市场波动带来的行业风险与机会分析 

 （4）企业内部管理带来的风险与机会分析 

 8.3.3 民用建筑行业投资分析

 （1）资金来源 

 （2）投资方式 

 （3）投资规模 

 （4）投资主体 

 （5）行业前景调研 

 8.3.4 民用建筑行业盈利模式分析



 8.3.5 民用建筑行业盈利因素分析

 8.4 中国民用建筑行业融资分析

 8.4.1 民用建筑行业融资分析

 （1）融资模式 

 （2）融资渠道 

 （3）融资前景 

 8.4.2 民用建筑行业信贷分析

 （1）行业信贷环境发展现状 

 （2）行业信贷环境发展趋势 

 （3）行业信贷机会发展分析 

 （4）主要银行授信行为分析 

 8.5 民用建筑行业整合并购策略研究

 8.5.1 全球并购形势分析

 （1）2015-2019年全球并购市场概览 

 （2）对全球并购形势的预测 

 8.5.2 中国国内并购形势分析

 （1）中国并购市场整体回顾 

 （2）中国资本市场并购交易驱动因素 

 （3）历史上中国资本市场并购的制约因素

 8.5.3 中国并购市场法律新规范

 （1）2015-2019年并购立法大盘点

 （2）2015-2019年重要并购法律解读

 （3）中国并购法规展望 

 8.5.4 中国民用建筑行业并购分析

 （1）通过多元化收购调整业务方向

 （2）出于多种目的进行纵向收购

 （3）民营建筑施工企业大量收购国企 

 （4）通过资本运作兼并大量企业，实现快速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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