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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内容
中国调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绿化苗木市场调查研究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3年）认为，绿
化苗木是指用于绿化环境的花卉植物，包含：乔木、花灌木、草本、禾苗类、水生植物、盆栽类。绿化
苗木有人工培育，具有特定的形态特征，（例：高度一致、直径一致、分枝点一致）它通常用于园林绿
化、道路绿化、公园绿化、小区绿化等一切自然环境、生活环境、公共环境绿化之中。它能改善空气环
境质量，增添生活的色彩，同时也能放松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压力，感到心情愉悦。
《中国绿化苗木市场调查研究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3年）》在多年绿化苗木行业研究的
基础上，结合中国绿化苗木行业市场的发展现状，通过资深研究团队对绿化苗木市场资讯进行整理分析
，并依托国家权威数据资源和长期市场监测的数据库，对绿化苗木行业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研分析。
中国调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绿化苗木市场调查研究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3年）》可以
帮助投资者准确把握绿化苗木行业的市场现状，为投资者进行投资作出绿化苗木行业前景预判，挖掘绿
化苗木行业投资价值，同时提出绿化苗木行业投资策略、营销策略等方面的建议。
第一章 中国绿化苗木行业投资要点综述
1.1 绿化苗木行业综述
1.1.1 绿化苗木的定义
1.1.2 绿化苗木的分类
1.1.3 绿化苗木繁殖方式
1.1.4 绿化苗木行业生产经营模式
1.2 城市绿化行业发展规模
1.2.1 城市园林绿地面积规模
1.2.2 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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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城市绿化覆盖率增长情况
1.2.4 城市绿地率增长情况
1.3 绿化苗木行业投资要点分析
1.3.1 行业投资成本
1.3.2 行业进入壁垒
（1）土地障碍
（2）资金障碍
（3）技术障碍
1.3.3 行业盈利水平
1.4 绿化苗木行业价格影响因素
1.4.1 苗木的珍贵程度
1.4.2 市场因素
1.4.3 苗木的树体特征
1.4.4 苗木自身生长速度
1.4.5 苗木的繁殖方法及材料来源
1.4.6 苗木的生熟情况
1.4.7 苗木的增值潜能
1.4.8 绿化工程对苗木的特殊要求
1.4.9 城市园林绿化用树要求
1.5 绿化苗木行业主要风险分析
1.5.1 行业集中度
1.5.2 产品科技含量
1.5.3 产品流通体系
1.5.4 国家宏观调控及税收政策
1.6 绿化苗木行业发展瓶颈分析
第二章 中国绿化苗木行业市场环境分析
2.1 绿化苗木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2.1.1 2013-2018年我国土地政策分析
2.1.2 2013-2018年我国税收政策分析
2.1.3 《全国林木种苗发展规划（2018-2023年）》
2.1.4 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第八批）
2.1.5 《生物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2.2 绿化苗木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2.2.1 国家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2.2.2 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情况
2.2.3 城市园林绿化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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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绿化苗木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2.3.1 我国城市化进程分析
2.3.2 居民消费结构分析
第三章 中国绿化苗木行业市场发展分析
3.1 绿化苗木行业销售模式分析
3.1.1 国外绿化苗木营销模式
（1）园艺超市及花店
（2）花木拍卖市场
（3）电子交易
3.1.2 国内绿化苗木营销模式
（1）苗木市场交易
（2）苗木经纪人
（3）苗木配送公司
（4）自产自销
3.2 绿化苗木行业市场供给分析
3.2.1 绿化苗木生产规模
3.2.2 绿化苗木销售价格
3.2.3 绿化苗木销售规模
3.2.4 绿化苗木主要产销区域
3.2.5 绿化苗木主要生产企业
3.2.6 绿化苗木供给存在的问题
（1）行业产品品种的不平衡
（2）行业发展水平上区域不平衡
3.3 绿化苗木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3.3.1 市政绿化工程
（1）市政绿化工程用苗需求现状
（2）市政绿化工程市场发展趋势
3.3.2 园林绿化建设
（1）园林绿化建设用苗需求现状
（2）园林绿化建设市场发展趋势
3.3.3 居住区绿化市场
（1）居住区绿化用苗需求现状
（2）居住区绿化市场发展趋势
3.4 绿化苗木行业市场行情分析
3.4.1 2018年北方地区苗木市场行情
中国緑種苗市場研究開発報告書（2018-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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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市苗木市场行情
（2）天津市苗木市场行情
（3）河南省苗木市场行情
（4）河北省花木市场行情
（5）陕西省苗木市场行情
（6）吉林省苗木市场行情
（7）辽宁省苗木市场行情
（8）黑龙江苗木市场行情
（9）山东省苗木市场行情
3.4.2 2018年南方地区苗木市场行情
（1）上海市苗木市场行情
（2）重庆市苗木市场行情
（3）安徽省苗木市场行情
（4）广东省苗木市场行情
（5）广西省苗木市场行情
（6）江西省苗木市场行情
（7）湖南省苗木市场行情
（8）福建省苗木市场行情
（9）江苏省苗木市场行情
3.4.3 绿化苗木行业细分市场分析
（1）2017年绿化苗木行业细分市场回顾
（2）2018年绿化苗木行业细分市场预测
3.5 高端绿化苗木市场分析
3.5.1 高端苗木的定义
3.5.2 高端苗木的特点
3.5.3 高端苗木市场现状分析
3.5.4 高端苗木市场走势预测
3.5.5 高端苗木市场发展建议
第四章 中国绿化苗木行业产业链分析
4.1 苗圃基地建设行业分析
4.1.1 苗圃基地建设现状
4.1.2 苗圃基地生产现状
4.1.3 苗圃基地经营现状
4.1.4 苗圃行业存在的问题
（1）经营管理
（2）供需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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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苗木质量
4.1.5 苗圃备苗技术建议
4.1.6 苗圃基地发展趋势及建议
4.2 绿化苗木种植行业分析
4.2.1 绿化苗木种植规模
4.2.2 绿化苗木种植效益
4.2.3 绿化苗木种植技术
（1）圃地选择
（2）整地作床
（3）树种选择
（4）合理密植
（5）混交方式
（6）苗木移植
4.2.4 绿化苗木种植影响因素
4.3 绿化苗木配送行业分析
4.3.1 绿化苗木配送现状
4.3.2 绿化苗木配送存在的问题
4.3.3 绿化苗木配送发展建议
4.4 绿化工程用苗市场分析
4.4.1 城市市政工程用苗市场
（1）城区改造市场分析
（2）城区建设市场分析
（3）河道景观市场分析
（4）交通绿化市场分析
4.4.2 城市地产景观工程用苗市场
（1）房地产市场发展规模
（2）地产景观工程市场规模
（3）房地产市场绿化用苗分析
4.4.3 城市度假景观工程用苗市场
（1）主题公园园林市场分析
（2）高尔夫球场市场分析
（3）度假酒店市场分析
（4）度假景观工程用苗分析
4.4.4 城市生态湿地工程用苗市场
（1）湿地公园市场分析
（2）湿地修复与保护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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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矿山修复市场分析
（4）湖底淤泥治理市场分析
4.4.5 道路绿化工程用苗市场
（1）道路绿化行业市场规模
（2）道路绿化行业市场前景
（3）道路绿化行业用苗分析
4.5 绿化苗木养护行业分析
4.5.1 绿化养护市场发展分析
（1）绿化养护模式分析
（2）绿化养护市场化的特点
（3）绿化养护市场存在的问题
（4）构建绿化养护市场体制的建议
4.5.2 绿化养护细分市场分析
（1）道路绿化养护管理市场
（2）公园绿化养护管理市场
（3）校园绿化养护管理市场
第五章 中国重点区域绿化苗木行业发展分析
5.1 绿化苗木行业热点区域市场综述
5.2 长江三角洲产业带
5.2.1 浙江绿化苗木行业发展分析
（1）浙江苗木行业发展概况
（2）浙江苗木行业配套政策
（3）浙江苗木行业经营规模
（4）浙江苗木行业市场格局
China Green Seedling Marke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recast Report (20182023)
（5）浙江绿化工程建设情况
（6）浙江苗木行业发展机会
5.2.2 江苏绿化苗木行业发展分析
（1）江苏苗木行业配套政策
（2）江苏苗木行业经营规模
（3）江苏苗木行业市场格局
（4）江苏绿化工程建设情况
（5）江苏苗木行业发展机会
5.3 珠江三角洲产业带
5.3.1 广东绿化苗木行业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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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东苗木行业配套政策
（2）广东苗木行业经营规模
（3）广东苗木行业市场格局
（4）广东绿化工程建设情况
（5）广东苗木行业发展机会
5.3.2 福建绿化苗木行业发展分析
（1）福建苗木行业配套政策
（2）福建苗木行业经营规模
（3）福建苗木行业市场格局
（4）福建绿化工程建设情况
（5）福建苗木行业发展机会
5.4 京津产业带
5.4.1 山东绿化苗木行业发展分析
（1）山东苗木行业发展概况
（2）山东苗木行业配套政策
（3）山东苗木行业经营规模 订′阅热′线:′4′0′0′6′1′2′８′6′6′8
（4）山东苗木行业市场格局
（5）山东绿化工程建设情况
（6）山东苗木行业发展机会
5.4.2 河南绿化苗木行业发展分析
（1）河南苗木行业发展概况
（2）河南苗木行业配套政策
（3）河南苗木行业经营规模
（4）河南苗木行业市场格局
（5）河南绿化工程建设情况
（6）河南苗木行业发展机会
5.5 西南地区产业带
5.5.1 云南绿化苗木行业发展分析
（1）云南苗木行业发展概况
（2）云南苗木行业配套政策
（3）云南苗木行业经营规模
（4）云南苗木行业市场格局
（5）云南绿化工程建设情况
（6）云南苗木行业发展机会
5.5.2 四川绿化苗木行业发展分析
（1）四川苗木行业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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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川苗木行业配套政策
（3）四川苗木行业经营规模
（4）四川苗木行业市场格局
（5）四川绿化工程建设情况
（6）四川苗木行业发展机会
第六章 2013-2018年种用苗木行业进出口市场分析
6.1 种用苗木行业进出口状况综述
6.2 种用苗木行业出口市场分析
6.2.1 2018年行业出口分析
（1）行业出口整体情况
（2）行业出口产品结构
6.2.2 2018年行业出口分析
（1）行业出口整体情况
（2）行业出口产品结构
6.3 种用苗木进口市场分析
6.3.1 2018年行业进口分析
（1）行业进口整体情况
全文链接
：http://www.BaogaoBaogao.com/1/27/LvHuaMiaoMuDeXianZhuangHeFaZhanQ.html
（2）行业进口产品结构
6.3.2 2018年行业进口分析
（1）行业进口整体情况
（2）行业进口产品结构
6.4 种用苗木进出口前景及建议
6.4.1 行业出口前景及建议
6.4.2 行业进口前景及建议
第七章 中国绿化苗木行业领先企业经营分析
7.1 绿化苗木企业总体状况分析
7.2 绿化苗木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7.2.1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规模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资质水平介绍
（4）企业工程业绩介绍
（5）企业营收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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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二）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企业投融资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2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规模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资质水平介绍
（4）企业工程业绩介绍
（5）企业营收情况分析
（一）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二）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6）企业经营模式分析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企业投融资分析
（13）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3 浙江滕头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一）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二）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种植基地规模
（5）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4 浙江森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一）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二）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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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种植基地规模
（5）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5 成都三邑园艺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一）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二）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种植基地规模
（5）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6 江苏八达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一）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二）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种植基地规模
（5）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7 苏州园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一）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二）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种植基地规模
（5）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8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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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一）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中國綠化苗木市場調查研究與發展前景預測報告（2018-2023年）
（二）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种植基地规模
（5）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9 三亚新大兴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一）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二）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种植基地规模
（5）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10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一）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二）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种植基地规模
（5）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八章 (北.京.济.研)中国绿化苗木行业授信风险及发展建议
8.1 绿化苗木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8.1.1 绿化苗木种植市场发展趋势
8.1.2 绿化苗木营销渠道发展趋势
8.1.3 绿化苗木区域需求转移趋势
8.2 绿化苗木行业授信风险分析

-12-

绿化苗木市场调查报告

中国调研报告网

baogaobaogao.com

中国绿化苗木市场调查研究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3年）

8.2.1 经营规模风险
8.2.2 经营模式风险
8.2.3 苗木市场风险
8.2.4 苗木估值风险
8.2.5 种植技术风险
8.2.6 苗木种植人道德风险
8.3 绿化苗木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8.3.1 绿化苗木行业前景预测
（1）绿化苗木价格走势
（2）用苗市场需求预测
（3）苗木市场规模预测
8.3.2 未来10年苗木市场格局预测
8.4 绿化苗木行业发展机会分析
8.4.1 全国城市园林绿化投资机会
8.4.2 全国四万亿水利投资的机会
8.5 绿化苗木行业发展建议
8.5.1 绿化苗木行业发展建议
8.5.2 绿化苗木行业授信建议
8.5.3 绿化苗木行业风险防范建议
8.5.4 中小绿化苗木企业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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