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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有色金属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有色金

属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有色金属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有色金属行业的现状、中国有色

金属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有色金属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有色金属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有色金属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有色金属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未显示数据请查阅正文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有色金属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21

年上半年我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出口交货值累计值达4.3亿元，期末产量比上年累计增长8.4%

。                                   指标   2021年6月   2021年5月   2021年4月   2021年3月   2021年2月     有色金属

矿采选业出口交货值当期值(亿元)   0.9   0.8   0.8   0.6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出口交货值累计

值(亿元)   4.3   3.4   2.6   2.1   3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4.5   26.6   9.8   -54.3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出口交货值累计增长(%)8.4-1-8.7-27.4-4

第一部分 有色金属产业环境透视

 第一章 有色金属行业发展综述

 第一节 有色金属行业定义及分类

 一、行业定义

 二、行业分类

 三、行业特性

 1、行业的地位及作用

 2、行业经济特征分析

 第二节 有色金属行业产业链分析

 一、产业链结构分析

 二、行业产业链上游相关行业调研

 1、有色金属资源发展现状

 2、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的控制战略

 三、行业下游产业链相关行业调研

 1、建筑行业发展概况及影响

 2、汽车行业发展概况及影响



 3、钢铁行业发展概况及影响

  

 第二章 有色金属行业市场环境及影响分析（PEST） 

 第一节 有色金属行业政治法律环境（P） 

 一、行业相关政策解读

 二、未来行业政策导向

 三、政策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第二节 行业经济环境分析（E） 

 一、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二、宏观经济环境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第三节 行业社会环境分析（S） 

 一、有色金属产业社会环境

 二、社会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第四节 行业技术环境分析（T） 

 一、有色金属技术分析

 二、有色金属技术发展水平

 三、行业主要技术发展趋势

 四、技术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第三章 国际有色金属行业发展分析及经验借鉴

 第一节 全球有色金属市场总体情况分析

 一、2017-2021年全球有色金属行业大事件回顾 

 二、2017-2021年全球有色金属勘探投入状况 

 三、2017-2021年全球有色金属行业发展分析 

 四、2017-2021年全球有色金属行业竞争分析 

 五、2017-2021年全球有色金属市场区域分布 

 第二节 全球主要有色金属产品供求分析及预测

 一、全球铜市场供求分析及预测

 二、全球铝市场供求分析及预测

 三、全球铅市场供求分析及预测

 四、全球锌市场供求分析及预测

 五、全球镍市场供求分析及预测



 六、全球锡市场供求分析及预测

 第三节 全球主要国家（地区）市场调研

 一、美国

 1、2017-2021年美国有色金属行业发展现状 

 2、2017-2021年美国主要有色金属企业产量分析 

 3、2017-2021年美国有色金属行业资源开发分析 

 4、2017-2021年美国有色金属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二、俄罗斯

 1、2017-2021年俄罗斯有色金属行业发展现状 

 2、2017-2021年俄罗斯主要有色金属企业产量分析 

 3、2017-2021年俄罗斯有色金属企业战略投资分析 

 4、2017-2021年俄罗斯有色金属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三、日本

 1、2017-2021年日本稀有金属资源的开发分析 

 2、2017-2021年日本有色金属企业在华投资布局分析 

 3、2017-2021年日本有色金属的循环利用情况 

 4、2017-2021年日本有色金属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第二部分 有色金属行业运行现状

 第四章 我国有色金属行业运行现状分析

 第一节 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中国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的特点

 二、中国主要有色金属矿分布情况

 三、中国重要矿种对外依存度下降

 四、西部矿产资源开发优势不减

 第二节 2017-2021年有色金属行业发展现状 

 一、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回顾

 二、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发展分析

 三、中国有色金属企业发展分析

 1、我国有色金属企业节能减排的新进展

 2、中国有色金属企业标准化建设分析

 第三节 中国有色金属企业国际化发展分析



 一、企业国际化资源获取类型分析

 二、国际化投资区位的选取与变迁

 三、企业国际化经营创新

 四、国际化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

 五、企业国际化发展建议

  

 第五章 中国有色金属市场供需形势分析

 第一节 中国有色金属市场现状分析

 一、中国有色金属市场供给分析

 1、中国有色金属总产值分析

 2、中国有色金属产量分析

 二、中国有色金属市场需求分析

 1、中国有色金属销售产值分析

 2、中国有色金属销量分析

 第二节 中国十种有色金属市场供给分析

 一、中国精炼铜（电解铜）市场供给分析

 1、中国精炼铜（电解铜）总产值分析

 2、中国精炼铜（电解铜）产量分析

 二、中国原铝（电解铝）市场供给分析

 1、中国原铝（电解铝）总产值分析

 2、中国原铝（电解铝）产量分析

 三、中国铅市场供给分析

 1、中国铅总产值分析

 2、中国铅产量分析

 四、中国锌市场供给分析

 1、中国锌总产值分析

 2、中国锌产量分析

 五、中国海绵钛市场供给分析

 1、中国海绵钛总产值分析

 2、中国海绵钛产量分析

 六、中国锡市场供给分析

 1、中国锡总产值分析



 2、中国锡产量分析

 七、中国锑市场供给分析

 1、中国锑总产值分析

 2、中国锑产量分析

 八、中国汞市场供给分析

 1、中国汞总产值分析

 2、中国汞产量分析

 九、中国镁市场供给分析

 1、中国镁总产值分析

 2、中国镁产量分析

 十、中国镍市场供给分析

 1、中国镍总产值分析

 2、中国镍产量分析

 第三节 中国十种有色金属市场需求分析

 一、中国精炼铜（电解铜）市场需求分析

 1、中国精炼铜（电解铜）销售产值分析

 2、中国精炼铜（电解铜）销量分析

 二、中国原铝（电解铝）市场需求分析

 1、中国原铝（电解铝）销售产值分析

 2、中国原铝（电解铝）销量分析

 三、中国铅市场需求分析

 1、中国铅销售产值分析

 2、中国铅销量分析

 四、中国锌市场需求分析

 1、中国锌销售产值分析

 2、中国锌销量分析

 五、中国海绵钛市场需求分析

 1、中国海绵钛销售产值分析

 2、中国海绵钛销量分析

 六、中国锡市场需求分析

 1、中国锡销售产值分析

 2、中国锡金销量分析



 七、中国锑市场需求分析

 1、中国锑销售产值分析

 2、中国锑销量分析

 八、中国汞市场需求分析

 1、中国汞销售产值分析

 2、中国汞销量分析

 九、中国镁市场需求分析

 1、中国镁销售产值分析

 2、中国镁销量分析

 十、中国镍市场需求分析

 1、中国镍销售产值分析

 2、中国镍销量分析

  

 第六章 有色金属行业进出口结构及面临的挑战分析

 第一节 全球有色金属产品贸易分析

 一、铜产品的国际贸易

 二、铝产品的国际贸易

 三、铅产品的国际贸易

 四、锌产品的国际贸易

 五、镍产品的国际贸易

 六、锡产品的国际贸易

 第二节 有色金属所属行业进出口市场调研

 一、有色金属所属行业进出口综述

 二、有色金属所属行业出口市场调研

 1、2017-2021年行业出口整体情况 

 2、2017-2021年行业出口总额分析 

 3、2017-2021年行业出口产品结构 

 三、有色金属所属行业进口市场调研

 1、2017-2021年行业进口整体情况 

 2、2017-2021年行业进口总额分析 

 3、2017-2021年行业进口产品结构

  



 第三部分 有色金属行业深度分析

 第七章 我国贵金属市场调研及预测

 第一节 黄金市场分析

 一、黄金的特性与分类

 二、中国黄金行业发展总体概况

 1、中国黄金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综述

 2、中国黄金行业走上快速发展轨道

 3、大型国企成为中国黄金行业主导

 4、我国黄金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5、我国黄金市场现状分析及预测

 三、黄金产业政策及其评述

 1、国际黄金市场的法律体系和监管构架

 2、中国黄金管理体制变革的基本历程

 3、中国黄金工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4、黄金及相关商品进出口税收优惠政策

 5、黄金期货交易税收政策确定

 四、中国黄金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第二节 白银市场分析

 一、中国的白银资源现状

 二、中国政府规范白银分析

 三、白银制品出口退税分析

 四、白银市场供需及预测

 第三节 铂市场分析

 一、铂市场供需现状分析

 二、铂市场供需趋势分析

  

 第八章 我国重有色金属市场调研及预测

 第一节 铜市场分析

 一、铜矿产资源概况

 1、资源储量情况

 2、资源储量的分布

 二、铜工业发展分析



 1、铜工业发展现状

 2、铜金属技术发展情况

 三、铜市场供求分析预测

 1、铜生产情况

 2、铜消费情况

 3、铜价格走势

 4、铜供需预测

 四、2022-2028年铜工业趋势预测 

 1、铜工业发展趋势预测

 2、铜加工技术发展趋势

 第二节 铅锌市场分析

 一、铅锌资源分析

 1、世界锌资源储量和分布

 2、中国铅锌资源储量分布

 3、中国铅锌矿产资源特点

 二、铅锌工业发展分析

 1、我国铅锌企业分布

 2、中国五大铅锌生产基地盘点

 3、中国铅锌业准入门槛提高

 三、铅锌市场供求分析预测

 1、铅锌生产情况

 2、铅锌消费情况

 3、铅锌价格走势

 4、铅锌供需预测

 四、2022-2028年铅锌工业投资策略 

 1、铅锌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2、中国铅锌工业投资前景取向

 第三节 锡市场分析

 一、锡工业发展分析

 1、中国锡业的资源状况

 2、中国锡产业发展分析

 二、锡市场供求分析预测



 1、锡生产情况

 2、锡消费情况

 3、锡价格走势

 4、锡供需预测

 第四节 镍市场分析

 一、镍矿资源的分布与储量

 1、资源状况

 2、储量分布

 3、资源特点

 二、镍工业发展分析

 1、我国镍工业发展历程

 2、国内外镍行业发展分析

 三、镍市场供求分析预测

 1、镍供需现状

 2、镍供需预测

  

 第九章 我国轻有色金属市场调研及预测

 第一节 铝市场分析

 一、铝的相关概述

 二、铝工业发展分析

 1、中国铝工业发展的总体概况及布局

 2、中国铝工业煤电铝联营发展模式及政策环境

 3、中国铝工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

 三、铝市场供求分析预测

 1、铝生产情况

 2、铝消费情况

 3、铝价格走势

 4、铝供需预测

 第二节 镁市场分析

 一、镁市场运行分析

 二、镁产业秩序整顿分析

 三、我国镁产业的趋势预测分析



  

 第十章 我国稀有金属市场调研及预测

 第一节 钛市场分析

 一、钛矿资源状况

 1、世界钛矿分布状况

 2、中国钛矿资源的概况

 3、中国钛矿原料的特征

 4、中国钛矿的地理分布

 二、中国钛行业发展状况

 1、中国钛工业发展历程

 2、中国钛工业发展分析

 3、中国钛白粉企业产能分析

 4、钛市场供需预测

 三、2022-2028年金属钛趋势预测与趋势预测 

 第二节 钨市场分析

 一、钨的应用领域分析

 二、中国钨矿资源与开发状况

 1、中国钨资源分布状况

 2、中国钨矿资源的特点

 3、中国钨矿资源政策及管理策略

 三、钨市场供求分析预测

 1、钨生产情况

 2、钨价格走势

 4、钨供需预测

 第三节 稀土金属市场分析

 一、中国稀土金属的资源分布

 二、中国稀土矿开采总量控制指标

 三、商务部释放稀土供应稳定信号

 四、我国稀土业关键技术达国际先进

 五、稀土市场供需及预测

  

 第十一章 再生有色金属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再生有色金属的相关概述

 一、再生有色金属的界定

 二、再生有色金属的原料来源

 三、再生有色金属生产技术及装备水平

 第二节 中国再生有色金属行业的发展

 一、发展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具有重大意义

 二、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运行特征

 三、2017-2021年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规模 

 四、2017-2021年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形势 

 五、再生有色金属技术发展情况分析

 第三节 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一、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面临的挑战

 二、制约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的因素

 三、促进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的思路

 第四节 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推进计划

 一、指导思想

 二、基本原则

 三、主要目标

 四、主要任务

 五、保障措施

  

 第十二章 我国有色金属电商市场调研

 第一节 有色金属电商发展概述

 一、有色金属电商的发展背景

 二、有色金属电子电商市场发展概况

 三、有色金属电商平台运行状况

 四、有色金属行业电商渗透率分析

 第二节 有色金属电商平台概况

 一、有色金属电商平台融资情况

 二、有色金属电商市场交易规模

 三、有色金属电商平台数量分析

 第三节 有色金属电商市场运营数据



 一、2017-2021年有色金属电商行业资产状况 

 二、2017-2021年有色金属电商行业负债状况 

 三、2017-2021年有色金属电商行业成长性分析 

 四、2017-2021年有色金属电商行业经营能力分析 

 五、2017-2021年有色金属电商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六、2017-2021年有色金属电商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四节 有色金属电商市场服务水平分析

 一、有色金属电商市场信息服务

 二、有色金属电商市场物流服务

 三、有色金属电商市场资金服务

 第五节 有色金属电商运营模式分析

 一、有色金属电商运营模式应用状况

 二、有色金属电商细分运营模式分析

 第六节 有色金属电商发展模式分析

 一、有色金属电商业务定位

 二、有色金属电商融资运作模式

 1、有色金属电商传统融资模式

 2、有色金属电商平台融资运作案例

 3、有色金属电商平台融资机制创新

 第七节 有色金属电商市场发展对策

 一、有色金属电商市场存在的问题分析

 二、有色金属电商市场发展对策分析

 三、有色金属电商市场投资建议

 第八节 有色金属电商市场前景预测

 一、有色金属电商市场发展趋势

 二、有色金属电商市场前景预测分析

  

 第十三章 有色金属电商市场竞争分析

 第一节 有色金属电商结构分析

 一、有色金属电商交易结构 

 二、有色金属电商区域结构

 三、有色金属电商市场资本结构



 第二节 有色金属电商市场细分市场发展

 一、重金属电商平台交易情况分析

 二、轻金属电商平台交易情况分析

 三、贵金属电商平台交易情况分析

 四、稀有金属电商平台交易情况分析

 第三节 主要有色金属电商平台运营分析

 一、上海有色网

 1、行业内地位及优势

 2、重点业务分析

 3、主要合作及优质客户分析

 4、融资现状及投资前景分析

 二、我的有色网

 1、平台流量及交易规模

 2、平台运营现状及趋势

 3、平台战略及客户分析

 三、全球金属网

 1、平台流量及交易规模

 2、平台运营现状及趋势

 3、平台战略及客户分析

 四、中国有色网

 1、平台流量及交易规模

 2、平台运营现状及趋势

 3、平台战略及客户分析

 五、长江有色金属网

 1、平台流量及交易规模

 2、平台运营现状及趋势

 3、平台战略及客户分析

 六、富宝有色网

 1、平台交易规模分析

 2、平台运营现状及趋势

 3、平台战略及客户分析

 第四节 影响客户选择有色金属电商平台的因素分析



 一、覆盖区域分析

 二、商品规模分析

 三、物流速度分析

 四、信息发布情况分析

 五、其它因素分析

 第五节 有色金属电商平台竞争策略分析

 一、有色金属电商平台竞争现状

 二、有色金属电商平台如何扩大交易量

 三、有色金属电商平台营销策略分析

 四、有色金属电商平台竞争策略分析

 五、有色金属电商平台投资趋势分析分析

 六、有色金属电商平台发展建议

 第六节 有色金属电子商务案例研究分析

 一、大宗商品交易进入互联网时代（典型案例：广西糖网）

 二、易贸网O2O线上线下案例分析及经验借鉴 

 三、大宗商品跨境电商案例研究探讨

 四、互联网+环境下如何借鉴成功案例发展自身平台 

 第七节 找钢网发展状况及成熟案例分析

 一、找钢网发展历程

 二、找钢网业务模式（烧钱到盈利分析）

 三、平台日交易规模达15万吨 

 四、钢铁产能过剩严重，如何运用互联网实现更大突破

 五、平台运营现状及趋势

 六、融资的资金用途情况

 七、平台战略及客户分析

 八、找钢网B2B案例研究

  

 第十四章 有色金属行业重点区域市场调研

 第一节 广西

 一、广西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现状

 二、广西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存在的问题

 三、广西有色金属综合利用发展的对策建议



 四、广西发展有色金属工业趋势分析

 第二节 河南

 一、河南省有色金属工业发展现状

 二、河南省有色金属产业调整振兴规划

 三、2017-2021年河南省有色金属工业运行分析 

 第三节 江西

 一、江西省有色金属产业四大区域

 二、2017-2021年江西有色金属工业运行分析 

 三、对江西有色金属工业未来发展的建议

 第四节 云南

 一、云南有色金属情况简介

 二、云南省有色金属可网络交易

 三、云南有色金属业展开新一轮探矿行动

 第五节 湖南

 一、湖南省有色金属工业发展概况

 二、2017-2021年湖南有色金属行业发展情况 

 三、&quot;十四五&quot;末湖南有色金属发展展望 

 第六节 甘肃

 一、甘肃省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简况

 二、甘肃有色行业优劣势分析

 三、甘肃大力发展有色金属新材料行业调研

 四、发展甘肃有色金属工业的具体思路

 第七节 新疆

 一、新疆有色金属工业概述

 二、新疆有色金属将获国家支持

 三、&quot;十四五&quot;新疆加大对&quot;有色金属&quot;找矿资金投入

  

 第四部分 有色金属行业竞争格局

 第十五章 有色金属行业领先企业经营形势分析

 第一节 中国有色金属企业总体发展状况分析

 一、有色金属企业主要类型

 二、有色金属企业资本运作分析



 三、与国外有色金属企业对比分析

 第二节 中国领先有色金属企业经营形势分析

 一、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

 2、企业营销渠道及分布

 3、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6、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二、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

 2、企业营销渠道及分布

 3、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6、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

 2、企业营销渠道及分布

 3、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6、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四、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

 2、企业营销渠道及分布

 3、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6、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五、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



 2、企业营销渠道及分布

 3、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6、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十六章 有色金属行业前景及趋势预测

 第一节 2022-2028年有色金属市场前景预测 

 一、2022-2028年有色金属市场发展潜力 

 二、2022-2028年有色金属市场前景预测展望 

 三、2022-2028年有色金属细分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第二节 2022-2028年有色金属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一、2022-2028年有色金属行业发展趋势 

 二、2022-2028年有色金属市场规模预测 

 1、有色金属行业市场容量预测

 2、有色金属行业销售收入预测

 三、2022-2028年有色金属行业应用趋势预测 

 第三节 2022-2028年中国有色金属行业供需预测 

 一、2022-2028年中国有色金属行业供给预测 

 二、2022-2028年中国有色金属行业产量预测 

 三、2022-2028年中国有色金属市场销量预测 

 四、2022-2028年中国有色金属行业需求预测 

 五、2022-2028年中国有色金属行业供需平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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