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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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玻纤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玻纤行业相

关概述、中国玻纤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玻纤行业的现状、中国玻纤行业竞争格局、对

中国玻纤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玻纤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玻

纤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玻纤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玻璃纤维（英文原名为：glass fiber）是一种性能优异的无机非金属材料，种类繁多，优点是

绝缘性好、耐热性强、抗腐蚀性好，机械强度高，但缺点是性脆，耐磨性较差。它是叶腊石

、石英砂、石灰石、白云石、硼钙石、硼镁石七种矿石为原料经高温熔制、拉丝、络纱、织

布等工艺制造成的，其单丝的直径为几个微米到二十几个微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 1/20-1/5

，每束纤维原丝都由数百根甚至上千根单丝组成。玻璃纤维通常用作复合材料中的增强材料

，电绝缘材料和绝热保温材料，电路基板等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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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国玻纤企业再融资分析

  

 第十一章 玻纤行业投资趋势分析

 第.一节 玻纤行业投资趋势分析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业务组合战略

 四、区域战略规划

 五、产业战略规划

 六、营销品牌战略

 七、竞争战略规划

 第二节 对我国玻纤品牌的战略思考

 一、玻纤品牌的重要性

 二、玻纤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三、玻纤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我国玻纤企业的品牌战略

 五、玻纤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三节 玻纤经营策略分析

 一、玻纤市场细分策略

 二、玻纤市场创新策略

 三、品牌定位与品类规划

 四、玻纤新产品差异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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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21-2027年玻纤行业投资前景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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