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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内容
中国调研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5年中国绿色印刷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前景趋势分析报告认为，绿
色印刷是指采用环保材料和工艺，印刷过程中产生污染少、节约资源和能源，印刷品废弃后易于回收再
利用再循环、可自然降解、对生态环境影响小的印刷方式。绿色印刷要求与环境协调，包括环保印刷材
料的使用、清洁的印刷生产过程、印刷品对用户的安全性，以及印刷品的回收处理及可循环利用。即印
刷品从原材料选择、生产、使用、回收等整个生命周期均应符合环保要求。
《2018-2025年中国绿色印刷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前景趋势分析报告》针对当前绿色印刷行业发展
面临的机遇与威胁，提出绿色印刷行业发展投资及战略建议。
《2018-2025年中国绿色印刷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前景趋势分析报告》以严谨的内容、翔实的分析
、权威的数据、直观的图表等，帮助绿色印刷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
和投资策略。
《2018-2025年中国绿色印刷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前景趋势分析报告》是绿色印刷业内企业、相关
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绿色印刷行业发展趋势，洞悉绿色印刷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
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一章 书、报、刊印刷行业发展综述
1.1 书、报、刊印刷行业定义及分类
1.1.1 行业概念及定义
1.1.2 行业主要产品大类
1.1.3 行业特征分析
（1）周期性特征
（2）季节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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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区域性特征
1.1.4 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1.2 书、报、刊印刷行业产业链分析
1.2.1 书、报、刊印刷行业上下游产业供应链简介
1.2.2 书、报、刊印刷行业下游出版业发展分析
（1）2016年出版业发展动向分析
（2）出版物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1.2.3 书、报、刊印刷行业上游产业供应链分析
（1）造纸行业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
（2）油墨行业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
（3）印刷机械行业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
1.3 书、报、刊印刷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1.3.1 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2018-2025 China Green Printing Market Research Report and Development Trend
Analysis Report
（1）行业管理体制
1）行业主管部门
2）行业主要法律法规及监管体制
（2）行业相关政策动向
（3）行业相关标准动向
（4）行业相关规划动向
1）《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2）《新闻出版业“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
3）《印刷业“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
1.3.2 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1）国外宏观经济走势分析及预测
（2）国内宏观经济环境走势分析
1.3.3 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1）行业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协调
（2）行业发展面临的环境保护问题
（3）行业发展的地区不平衡问题
1.3.4 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1）制版环节技术水平及特点
（2）印刷环节技术水平及特点
（3）装订环节技术水平及特点
1.4 报告研究单位与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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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研究单位介绍
1.4.2 研究方法概述
第二章 书、报、刊印刷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预测
2.1 书、报、刊印刷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2.1.1 书、报、刊印刷行业发展总体概况
2.1.2 书、报、刊印刷行业发展主要特点
（1）受下游行业发展影响较大
（2）国外投资不断加大
（3）区域特征明显
（4）企业集中度较低
（5）绿色印刷盛行
2.1.3 2013-2017年书、报、刊印刷行业规模及财务指标分析
（1）2013-2017年书、报、刊印刷行业规模分析
（2）2013-2017年书、报、刊印刷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3）2013-2017年书、报、刊印刷行业运营能力分析
2018-2025年中國綠色印刷市場調查研究及發展前景趨勢分析報告
（4）2013-2017年书、报、刊印刷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5）2013-2017年书、报、刊印刷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2.2 2013-2017年书、报、刊印刷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2.2.1 书、报、刊印刷行业主要经济效益影响因素
2.2.2 2013-2017年书、报、刊印刷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2.2.3 2013-2017年不同规模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比重变化情况分析
2.2.4 2013-2017年不同性质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比重变化情况分析
2.2.5 2013-2017年不同地区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2.3 2013-2017年书、报、刊印刷行业供需平衡分析
2.3.1 2013-2017年全国书、报、刊印刷行业供给情况分析
（1）2013-2017年全国书、报、刊印刷行业总产值分析
（2）2013-2017年全国书、报、刊印刷行业产成品分析
2.3.2 2013-2017年全国书、报、刊印刷行业需求情况分析
（1）2013-2017年全国书、报、刊印刷行业销售产值分析
全文链接
：http://www.BaogaoBaogao.com/5/81/LvSeYinShuaHangYeXianZhuangYuFaZ.html
（2）2013-2017年全国书、报、刊印刷行业销售收入分析
2.3.3 2013-2017年全国书、报、刊印刷行业产销率分析
2.4 2013-2017年书、报、刊印刷行业进出口市场分析
2.4.1 2013-2017年书、报、刊印刷行业进出口状况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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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2013-2017年书、报、刊印刷行业出口市场分析
（1）行业出口整体情况
（2）行业出口产品结构分析
（3）行业内外销比例分析
2.4.3 2013-2017年书、报、刊印刷行业进口市场分析
（1）行业进口整体情况
（2）行业进口产品结构分析
（3）国内市场内外供应比例分析
2.4.4 书、报、刊印刷行业进出口前景及建议
（1）书、报、刊印刷行业出口前景及建议
（2）书、报、刊印刷行业进口前景及建议
2.5 2018-2025年中国书、报、刊印刷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2.5.1 书、报、刊印刷行业发展的驱动因素分析
（1）政府政策支持
（2）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3）相关产业驱动因素
2.5.2 书、报、刊印刷行业发展的障碍因素分析
（1）成本因素
（2）人才因素
2.5.3 书、报、刊印刷行业发展趋势 订′阅′热′线:′0′1′0-′66′1′8′2′０′9′9
（1）国家政策推动行业快速发展
（2）国外印刷行业正逐步向国内转移
（3）电子阅读影响出版物印刷市场
（4）行业利润水平将保持稳定
2.5.4 2018-2025年书、报、刊印刷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1）行业规模预测
（2）行业经营情况预测
第三章 绿色印刷发展分析
3.1 绿色印刷的定义和起源
3.2 国际上绿色印刷的发展情况
3.3 中国绿色印刷发展现状分析
3.3.1 落后欧美三十年
3.3.2 中国实施绿色印刷情况
3.3.3 目前中国对实施绿色印刷的相关措施
3.4 中国绿色印刷标准建设
3.4.1 日本绿色印刷标准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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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中国绿色印刷标准建设情况
3.5 中国绿色印刷发展趋势和前景分析
第四章 济.研咨.询 书、报、刊印刷行业投资分析及建议
4.1.1 书、报、刊印刷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1）政策壁垒
（2）生产管理经验壁垒
（3）客户壁垒
（4）资金壁垒
（5）技术与人才壁垒
4.1.2 书、报、刊印刷行业经营模式分析
（1）书、报、刊印刷行业采购模式
（2）书、报、刊印刷行业生产模式
（3）书、报、刊印刷行业销售模式
4.1.3 书、报、刊印刷行业盈利因素分析
（1）先进设备与工艺水平
（2）企业生产管理
2018-2025 nián zhōngguó lǜsè yìnshuā shìchǎng tiáo chá yánjiū jí
fāzhǎn qiánjǐng qūshì fēnxī bàogào
（3）优质客户资源
（4）人才机制
4.2 书、报、刊印刷行业投资兼并与重组整合分析
4.2.1 书、报、刊印刷行业投资兼并与重组整合概况
4.2.2 国际书、报、刊印刷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整合分析
4.2.3 国内书、报、刊印刷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整合分析
4.2.4 书、报、刊印刷行业投资兼并与重组整合特征判断
4.3 中国书、报、刊印刷行业投资建议
4.3.1 书、报、刊印刷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4.3.2 书、报、刊印刷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1）书、报、刊印刷行业周期风险
（2）书、报、刊印刷受电子书及互联网冲击的风险
（3）书、报、刊印刷行业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4）书、报、刊印刷行业关联产业需求变动风险
（5）书、报、刊印刷行业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6）书、报、刊印刷行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风险
（7）书、报、刊印刷行业其他风险
4.3.3 书、报、刊印刷行业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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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书、报、刊印刷行业投资现状分析
（2）书、报、刊印刷行业主要投资建议
2018-2025中国のグリーン印刷市場調査レポートと開発動向分析レポー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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