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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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公共建筑装饰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公

共建筑装饰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公共建筑装饰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公共建筑装饰行业

的现状、中国公共建筑装饰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公共建筑装饰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

分析及中国公共建筑装饰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公共建筑装饰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公共建筑装饰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建筑装饰是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简称。建筑装饰是为保护建筑物的主体结构、完善建筑物

的物理性能、使用功能和美化建筑物，采用装饰装修材料或饰物对建筑物的内外表面及空间

进行的各种处理过程。建筑装饰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人类品味生活，品味人

生的重要朋友。由于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加快，会使人们的神经紧张，下班后，很想真正的放

松一下。这时很需要家的温暖。所以，在做家中装饰时，一定要注意温暖。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公共建筑装饰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

：2020年我国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商品零售类值累计值达1748.6亿元，期末产量比上年累计下

降2.8%。                                        指标   2020年12月   2020年11月   2020年10月   2020年9月   2020年8月 

 2020年7月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商品零售类值当期值(亿元)   226.8   188.1   171.6   165.7   152  

150.5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商品零售类值累计值(亿元)   1748.6   1526.4   1328.7   1164.8   1005  

856.2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商品零售类值同比增长(%)   12.9   7.1   4.2   0.5   -2.9   -2.5  建筑及装潢

材料类商品零售类值累计增长(%)-2.8-4.8-6.2-7.5-8.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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