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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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江苏省内装配式建筑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

绍了江苏省内装配式建筑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江苏省内装配式建筑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

国江苏省内装配式建筑行业的现状、中国江苏省内装配式建筑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江苏省

内装配式建筑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江苏省内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前景与投

资预测。您若想对江苏省内装配式建筑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江苏省内装配式建筑

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装配式建筑是指把传统建造方式中的大量现场作业工作转移到工厂进行，在工厂加工制作

好建筑用构件和配件（如楼板、墙板、楼梯、阳台等），运输到建筑施工现场，通过可靠的

连接方式在现场装配安装而成的建筑。

      随着各地积极推进装配式建筑项目落地，我国新建装配式建筑规模不断壮大。据博思数据

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江苏省内装配式建筑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

：2016-2019年我国新建装配式建筑面积逐年增长，2019年全国新开工装配式建筑4.18亿平方米

，同比增长44.6%，2020年装配式建筑面积有望超过80000万平方米，以每平米2500元测算，市

场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         时间   中国装配式建筑市场规模及增速(亿元)   增速（%）      

2016年   11400   　       2017年   16000   40.35       2018年   28900   80.63       2019年   41800   44.64       2020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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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追求产品质量

 二、促进产品多元化发展

 第三节 渠道销售策略

 一、销售模式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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