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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内容
建筑安装业是指建筑物主体工程竣工后，建筑物内的各种设备的安装，如生产设备、动力设备、起
重设备、运输设备、传动设备、医疗实验设备及其他各种设备的装配、安置工程作业，包括建筑物主体
施工中的敷设线路、管道的安装以及铁路、机场、港口、隧道、地铁的照明和信号系统的安装。与设备
相连的工作台、梯子、栏杆的装设工程作业和被安装设备的绝缘、防腐、保温、油漆等工程作业在内。
不包括工程收尾的装饰，如对墙面、地板、天花板、门窗等处理。
中国调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建筑安装行业发展回顾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5年）认为，根
据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建筑安装业的国统局代码为E49，包括电气安装、
管道和设备安装、其他建筑安装等，其四级代码分别为E4910、E4920、E4990。
《中国建筑安装行业发展回顾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5年）》对建筑安装市场的分析由大
入小，从宏观到微观，以数据为基础，深入的分析了建筑安装行业在市场中的定位、建筑安装行业发展
现状、建筑安装市场动态、建筑安装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建筑安装相关政策以及建筑安装产业链影响等
。
《中国建筑安装行业发展回顾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5年）》还向投资人全面的呈现了各
大建筑安装公司和建筑安装行业相关项目现状、建筑安装未来发展潜力，建筑安装投资进入机会、建筑
安装风险控制、以及应对风险对策等。
第一章 建筑安装行业概述
第一节 建筑安装行业界定
第二节 建筑安装产业链
第二章 2013-2017年中国建筑安装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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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一、国民生产总值（GDP）
二、工业生产与效益情况
三、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四、财政与金融
五、对外贸易发展情况
六、消费物价指数情况
第二节 建筑安装相关环境分析
一、技术环境
二、政策环境
第二节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解读
一、财政政策：稳健向积极转变
二、货币政策：紧缩向适度宽松转变
三、2017年宏观政策十大取向
第三章 建筑安装行业产业链分析
第一节 建筑安装行业上游分析
第二节 建筑安装行业下游分析
zhōngguó jiànzhú ānzhuāng hángyè fāzhǎn huígù yǔ shìchǎng qiánjǐng
yùcè bàogào (2018-2025 nián)
第四章 建筑安装行业标杆企业研究
第一节 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经营能力分析
五、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六、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二节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经营能力分析
五、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六、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三节 中煤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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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经营能力分析
五、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六、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五章 2013-2017年中国建筑安装市场供需分析
第一节 2013-2017年中国建筑安装市场供需状况
全文链接
：http://www.BaogaoBaogao.com/1/07/JianZhuAnZhuangShiChangDiaoYanYu.html
一、2013-2017年中国建筑安装行业供给能力分析
二、2013-2017年中国建筑安装市场供给分析
三、2013-2017年中国建筑安装市场需求分析
四、2013-2017年中国建筑安装市场进出口分析
五、2013-2017年中国建筑安装产品价格分析
第二节 建筑安装行业供给关系因素分析
一、需求变化因素
二、厂商产能因素
三、原料供给状况
四、技术水平提高
五、政策变动因素
第三节 建筑安装行业需求关系因素分析
一、下游行业的发展
二、产品价格因素
三、产品替代因素
四、关联行业发展因素
五、建筑安装行业政策因素
第六章 建筑安装行业投资区域分析
第一节 建筑安装行业区域集中度分析
一、华北区域
二、东北区域
三、西北区域
四、华东区域
五、华南区域
六、西南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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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华中区域
第二节 建筑安装行业主要省市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建筑安装行业投资区域建议
第七章 建筑安装行业市场营销策略分析
第一节 建筑安装行业环境分析
一、消费者分析
二、竞争者分析
第二节 建筑安装行业营销策略
一、品牌策略
二、形象策略
三、产品策略
四、定价策略
五、促销策略
第八章 建筑安装的零件行业未来发展预测及投资前景分析
第一节 当前行业存在的问题
第二节 行业未来发展预测分析
第九章 2018-2025年年建筑安装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展望
第一节 2018-2025年年建筑安装行业投资机会
一、2018-2025年年建筑安装行业区域投资机会
二、2018-2025年年建筑安装需求增长投资机会
第二节 2018-2025年年建筑安装行业投资风险展望
一、宏观调控风险
二、国际竞争风险
三、供需波动风险_订′购热′线:4′0′0′6′１′2′8′6′68
四、技术创新风险
五、经营管理风险
六、产品自身价格波动风险
第十章 2018-2025年年建筑安装行业盈利模式与投资策略分析
第一节 国外建筑安装行业投资现状及经营模式分析
一、境外建筑安装行业成长情况调查
二、经营模式借鉴
三、在华投资新趋势动向
第二节 我国建筑安装行业商业模式探讨
第三节 我国建筑安装行业投资国际化发展战略分析
一、战略优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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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略机遇分析
三、战略规划目标
四、战略措施分析
第四节 我国建筑安装行业投资策略分析
第五节 最优投资路径设计
一、投资对象
二、投资模式
三、预期财务状况分析
中国の建設及び設置産業の発展と市場予測レポート（2018年から2025年の年）を想起し
四、风险资本退出方式
第十一章 2018-2025年年中国建筑安装项目融资问题分析与对策
第一节 2018-2025年年中国建筑安装项目的融资演变
第二节 2018-2025年年中国建筑安装项目特点、融资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建筑安装及其项目的主要特点
二、建筑安装项目的融资特点
三、建筑安装项目的融资相关影响因素
第三节 (中,智,林)2018-2025年年中国建筑安装项目的融资对策
一、从产业链的整体考虑项目的融资
二、从产业链的三个环节考虑项目的融资
三、采用多种形式进行项目融资
四、本国筹资的重要性
五、有效吸引私人投资
六、政府的政策支持
图表目录
Recall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nstruction and installation industry and market forecast
report (2018-2025 years)
图表 1 2017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
图表 2 2017年全国住宅投资完成额
图表 3 2017年全国办公楼投资完成额
图表 4 2017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图表 5 2017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
图表 6 2017年全国商品房施工面积
图表 7 2017年全国商品房竣工面积
图表 8 2017年全国完成开发土地面积
图表 9 2017年全国购置土地面积

-6-

建筑安装市场调查报告

中国调研报告网

baogaobaogao.com

中国建筑安装行业发展回顾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5年）

图表 10 2017年分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情况
图表 11 2017年分地区住宅建设完成情况
图表 12 2017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
图表 13 2013-2017年我国三产业增加值季度增长率 单位：%
图表 14 2013-2017年工业增加值月度同比增长率（%）
图表 15 2017年主要宏观经济经济数据
图表 16 2013-2017年出口总额月度同比增长率与进口总额月度同比增长率（%）
图表 17 2013-2017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上年同月100）
图表 18 近3年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19 近3年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20 近3年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已获利息倍数变化情况
图表 21 近3年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图表 22 近3年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图表 23 近3年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24 近3年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25 近3年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26 近3年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27 近3年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图表 28 近3年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图表 29 近3年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30 近3年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31 近3年中煤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32 近3年中煤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33 近3年中煤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已获利息倍数变化情况
图表 34 近3年中煤建筑安装工程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图表 35 近3年中煤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图表 36 近3年中煤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37 近3年中煤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38 2013-2017年我国建筑安装行业工业总产值及增长情况
图表 39 2013-2017年我国建筑安装行业工业总产值及增长对比
图表 40 2018-2025年年我国建筑安装行业工业总产值预测图
图表 41 中国GDP与建筑智能系统集成行业、建筑节能服务行业关系
中國建築安裝行業發展回顧與市場前景預測報告（2018-2025年）
图表 42 中国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市场规模
图表 43 中国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市场代表企业主要资质情况
图表 44 中国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市场不同资质情况的企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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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5 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走势图（%）
表格 1 近4年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表格 2 近4年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表格 3 近4年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已获利息倍数变化情况
表格 4 近4年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表格 5 近4年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表格 6 近4年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表格 7 近4年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表格 8 近4年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表格 9 近4年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表格 10 近4年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表格 11 近4年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表格 12 近4年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表格 13 近4年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表格 14 近4年中煤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表格 15 近4年中煤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表格 16 近4年中煤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已获利息倍数变化情况
表格 17 近4年中煤建筑安装工程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表格 18 近4年中煤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表格 19 近4年中煤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表格 20 近4年中煤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表格 21 2018-2025年年我国建筑安装工业总产值预测结果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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