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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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公共建筑装修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

析报告》介绍了公共建筑装修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公共建筑装修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

公共建筑装修行业的现状、中国公共建筑装修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公共建筑装修行业做了

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公共建筑装修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公共建筑装

修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公共建筑装修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装修又称装潢或装饰。是指在一定区域和范围内进行的，包括水电施工、墙体、地板、天

花板、景观等所实现的，依据一定设计理念和美观规则形成的一整套施工方案和设计方案。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公共建筑装修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

分析报告》表明：自2016年以来，我国家居建材市场一直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因疫情等多方

面因素，2020年，我国住宅装修市场产值2.00万亿元，较上年减少0.24万亿元，同比下

降10.71%；

          时间   中国住宅装饰装修市场规模及增速(万亿元)   增速（%）       2016年   1.78   　       2017

年   1.91   7.30       2018年   2.04   6.81       2019年   2.24   9.80       2020年   2   -10.71    

第一章 公共建筑装修产业概述

 　　第一节 公共建筑装修定义和分类

 　　第二节 公共建筑装修主要商业模式

 　　第三节 公共建筑装修产业链分析

 第二章 中国公共建筑装修行业发展环境调研

 　　第一节 公共建筑装修行业政治法律环境分析

　　　　一、公共建筑装修行业管理体制分析

　　　　二、公共建筑装修行业主要法律法规

　　　　三、公共建筑装修行业相关发展规划

　　第二节 公共建筑装修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一、国际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三、经济环境对公共建筑装修行业的影响

　　第三节 公共建筑装修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一、公共建筑装修产业社会环境



　　　　二、社会环境对公共建筑装修行业的影响

　　第四节 公共建筑装修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一、公共建筑装修行业技术分析

　　　　二、公共建筑装修行业主要技术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三章 国外公共建筑装修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第一节 国外公共建筑装修市场发展分析

 　　第二节 国外主要国家、地区公共建筑装修市场评估

 　　第三节 国外公共建筑装修行业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四章 中国公共建筑装修行业供需形势分析

 　　第一节 公共建筑装修行业供给分析

　　　　一、2016-2020年公共建筑装修行业供给分析

　　　　二、公共建筑装修行业区域供给分析

　　　　三、2021-2027年公共建筑装修行业供给预测分析

　　第二节 中国公共建筑装修行业需求状况分析

　　　　一、2016-2020年公共建筑装修行业需求分析

　　　　二、公共建筑装修行业客户结构

　　　　三、公共建筑装修行业需求的地区差异

　　　　四、2021-2027年公共建筑装修行业需求预测分析 

第五章 中国公共建筑装修行业细分市场评估分析

 　　第一节 公共建筑装修行业细分市场（一）调研

　　　　一、行业现状调研

　　　　二、行业趋势预测分析分析

　　第二节 公共建筑装修行业细分市场（二）调研

　　　　一、行业现状调研

　　　　二、行业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六章 中国公共建筑装修行业重点地区市场评估

 　　第一节 2016-2020年中国公共建筑装修行业重点区域竞争分析

　　　　一、**地区公共建筑装修行业发展现状及特点

　　　　二、**地区公共建筑装修发展现状及特点

　　　　三、**地区公共建筑装修发展现状及特点

　　　　四、**地区公共建筑装修发展现状及特点

　　第二节 2016-2020年其他区域公共建筑装修市场动态



 第七章 中国公共建筑装修行业竞争格局及策略

 　　第一节 公共建筑装修行业总体市场竞争情况分析

　　　　一、公共建筑装修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1、现有企业间竞争

　　　　　　2、潜在进入者分析

　　　　　　3、替代品威胁分析

　　　　　　4、供应商议价能力

　　　　　　5、客户议价能力

　　　　　　6、竞争结构特点总结

　　　　二、公共建筑装修企业间竞争格局分析

　　　　三、公共建筑装修行业集中度分析

　　　　四、公共建筑装修行业SWOT分析

　　第二节 中国公共建筑装修行业竞争格局综述

　　　　一、公共建筑装修行业竞争概况

　　　　　　1、中国公共建筑装修行业竞争格局

　　　　　　2、公共建筑装修行业未来竞争格局和特点

　　　　　　3、公共建筑装修市场进入及竞争对手分析

　　　　二、中国公共建筑装修行业竞争力分析

　　　　　　1、中国公共建筑装修行业竞争力剖析

　　　　　　2、中国公共建筑装修企业市场竞争的优势

　　　　　　3、国内公共建筑装修企业竞争能力提升途径

　　　　三、公共建筑装修市场竞争策略分析 

第八章 中国公共建筑装修行业营销渠道分析

 　　第一节 公共建筑装修行业渠道分析

　　　　一、渠道形式及对比

　　　　二、各类渠道对公共建筑装修行业的影响

　　　　三、主要公共建筑装修企业渠道策略研究

　　第二节 公共建筑装修行业用户分析

　　　　一、用户认知程度分析

　　　　二、用户需求特点分析

　　　　三、用户购买途径分析

　　第三节 公共建筑装修行业营销策略分析



　　　　一、中国公共建筑装修营销概况

　　　　二、公共建筑装修营销策略探讨

　　　　三、公共建筑装修营销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九章 公共建筑装修行业重点企业发展调研

 　　第一节 重点企业（一）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四、企业发展规划策略

　　第二节 重点企业（二）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四、企业发展规划策略

　　第三节 重点企业（三）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四、企业发展规划策略

　　第四节 重点企业（四）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四、企业发展规划策略

　　第五节 重点企业（五）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四、企业发展规划策略

　　第六节 重点企业（六）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四、企业发展规划策略

　　&hellip;&hellip; 

第十章 公共建筑装修企业投资策略分析

 　　第一节 公共建筑装修市场策略分析

　　　　一、公共建筑装修价格策略分析

　　　　二、公共建筑装修渠道策略分析

　　第二节 公共建筑装修销售策略分析

　　　　一、媒介选择策略分析

　　　　二、产品定位策略分析

　　　　三、企业宣传策略分析

　　第三节 提高公共建筑装修企业竞争力的策略

　　　　一、提高中国公共建筑装修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对策

　　　　二、公共建筑装修企业提升竞争力的主要方向

　　　　三、影响公共建筑装修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因素及提升途径

　　　　四、提高公共建筑装修企业竞争力的策略

　　第四节 对我国公共建筑装修品牌的战略思考

　　　　一、公共建筑装修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二、公共建筑装修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三、我国公共建筑装修企业的品牌战略

　　　　四、公共建筑装修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十一章 2021-2027年公共建筑装修行业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21-2027年公共建筑装修市场趋势预测

　　　　一、公共建筑装修市场发展潜力

　　　　二、公共建筑装修市场趋势分析

　　　　三、公共建筑装修细分行业趋势预测预测

　　第二节 2021-2027年公共建筑装修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一、公共建筑装修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二、公共建筑装修市场规模预测分析

　　　　三、公共建筑装修行业应用趋势预测分析

　　　　四、细分市场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十二章 研究结论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 公共建筑装修行业研究结论

 　　第二节 公共建筑装修行业投资价值评估

 　　第三节公共建筑装修行业投资建议

　　　　一、公共建筑装修行业投资策略建议

　　　　二、公共建筑装修行业投资方向建议

　　　　三、公共建筑装修行业投资方式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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