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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内容
《中国通讯设备行业发展现状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9-2025年）》对通讯设备行业相关因
素进行具体调查、研究、分析，洞察通讯设备行业今后的发展方向、通讯设备行业竞争格局的演变趋势
以及通讯设备技术标准、通讯设备市场规模、通讯设备行业潜在问题与通讯设备行业发展的症结所在
，评估通讯设备行业投资价值、通讯设备效果效益程度，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为通讯设备行业投资决
策者和通讯设备企业经营者提供参考依据。
第一章 通讯设备产业概述
第一节 概念界定
第二节 产业特征分析
一、技术和资金密集，创新和风险并存
二、研制开发投资高，生产制造成本相对低
三、需求方规模经济效应突出
四、用户成本锁定
五、对标准的高度依赖
六、高渗透性
第三节 通讯设备产业发展条件
一、技术要求先进，符合市场需求
二、富有创新精神的研发人才
三、较高的融资能力要求
四、靠近销售市场的区位选择
五、满足运营开发需求的通讯设备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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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018年全球通讯设备产业发展形势分析
第一节 2018年全球通讯设备行业运行动态分析
一、全球通讯设备市场止跌回升
二、全球通讯产业生产重心逐渐转移
三、运营商和制造商加强合作
四、有选择性地并购重组趋势
第二节 2018年全球通讯设备竞争格局分析
一、全球生产大国格局
二、全球设备商格局
三、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迁移
第三节 2019-2025年全球通讯设备行业发展前景预测分析
第三章 2018年国外主要通讯企业运营态势分析
第一节 思科
第二节 诺基亚
一、公司简介
二、经营产品
三、走向世界进程
四、生产基地地理分布
五、全球性集成配送中心
六、研发中心分布
七、G设备生产
五、诺基亚在中国
第三节 西门子
一、公司简介
二、经营产品
三、经营情况
四、西门子公司的跨国业务分布
五、在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业务分布
六、在全球发展的地理趋势
七、西门子在中国
第四节 LG
一、公司简介
二、经营产品
三、经营情况
中國通訊設備行業發展現狀分析與市場前景預測報告（2019-2025年）
四、全球分支结构

通讯设备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3-

中国通讯设备行业发展现状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9-2025年）

中国调研报告网

baogaobaogao.com

五、LG在中国
第五节 爱立信
一、公司简介
二、经营情况
三、经营产品
四、全球三大供应枢纽
五、研发高速增长
六、3G竞争中，爱立信居于领导者地位
七、爱立信在中国
第六节 UT斯达康
一、公司简介
二、经营产品
三、经营情况
四、全部中国公司列表
第四章 2018年中国通讯设备产业运行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中国GDP分析
二、消费价格指数分析
三、城乡居民收入分析
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六、进出口总额及增长率分析
第二节 2018年中国通讯设备产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通讯设备产业政策分析
二、相关产业政策影响分析
三、进出口政策分析
第三节 2018年中国通讯设备产业社会环境分析
一、人口环境分析
二、教育环境分析
三、文化环境分析
四、生态环境分析
第五章 2018年中国通讯设备产业发展状况透析
第一节 2018年中国通讯设备产业运行特征分析
一、信息经济和互联网产业迅猛发展
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及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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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通讯产业企业、园区发展情况
四、统一通信融合技术进一步发展
第二节 2018年国内通信设备市场最 新形势
一、进入新一轮增长期
二、通信设备市场整体增长较快
三、4G设备市场蓬勃开启
四、新应用带来新增长
第三节 2018年我国通信制造业重点发展四大领域
第六章 2014-2018年中国通讯设备产业细分产品产量数据统计分析
第一节 光通信设备产量全国统计
第二节 微波通信设备产量北京市统计
第三节 载波通信设备产量浙江省统计
第四节 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产量全国统计
China's 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industry development status analysis and market
prospects report (2019-2025)
第五节 电话单机产量全国统计
第六节 传真机产品产量上海市统计
第七节 程控交换机产量北京市统计
第八节 数字程控交换机产量全国统计
第九节 移动通信基站设备产量天津市统计
第十节 光缆产量河北省统计
第十一节 通信及电子网络用电缆产量全国统计
第七章 2014-2018年中国通信设备制造所属行业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14-2018年中国通信设备制造行业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增长分析
二、从业人数增长分析
三、资产规模增长分析
第二节 2018年中国通信设备制造行业结构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1、不同类型分析
2、不同所有制分析
二、销售收入结构分析
1、不同类型分析
2、不同所有制分析
第三节 2014-2018年中国通信设备制造行业产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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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成品增长分析
二、工业销售产值分析
三、出口交货值分析
第四节 2014-2018年中国通信设备制造行业成本费用分析
一、销售成本统计
二、费用统计
第五节 2014-2018年中国通信设备制造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一、主要盈利指标分析
二、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第八章 2018年移动通信设备市场：增长性明朗
第一节 移动通信设备市场
一、市场规模整体增长较快
二、移动通信市场扩张迅速
第二节 2018年3G时代移动设备供应商竞争格局
一、全球移动通讯设备市场格局
二、国内3G网络市场，国内厂商占绝对优势
三、中国GSM设备市场格局
中国の通信機器産業の開発状況分析と市場見通しレポート（2019-2025）
第三节 2018年移动通信设备行业细分市场分析
一、移动基站设备市场
二、移动交换设备市场
第九章 2018年中国数据通信设备产业市场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18年数据通信市场：数据通信增值业务是营运商发展的方向
第二节 2018年数据通信设备供应商竞争格局分析
第三节 2018年数据通信设备细分市场分析
一、路由器市场
二、交换机市场
第十章 2018年中国光通信设备产业市场走势分析
第一节 2018年光通信市场
一、全球光通信市场规模
二、中国光通信市场规模
第二节 2018年光通信设备制造厂商竞争格局：国内厂商迅速崛起
一、国内厂商迅速崛起，国外厂商所占份额优势逐渐丧失
二、国内外厂商竞争比较
第三节 2018年光通信设备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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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光网络设备市场
二、光纤光缆市场
三、光器件市场
四、光接入设备市场
第四节 2018年中国光通信市场发展趋势：宽带，G，FTTH 等的拉动效应
一、宽带数据业务的需求带动光通信市场的增长
二、3G网络建设带动光传输市场快速增长
三、FTTH市场呈现爆发式启动状态
四、全业务运营带动光通信产业发展
第十一章 2018年中国视讯设备市场运行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18年通讯设备市场分析
一、高清视讯发展较热
二、企业级视讯应用增长
第二节 2018年通讯设备供应商竞争格局分析
第三节 2018年通讯设备细分市场分析
一、数字电视设备
二、视讯会议设备
三、其他视讯设备
第十二章 2018年中国通信电源市场运行局势分析
第一节 2018年通信电源市场
一、世界通信电源市场：规模持续增长
二、中国通信电源市场：稳步增长
第二节 2018年中国通信电源的竞争格局
一、全球通信电源市场：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占据全球大部分市场
二、我国通信电源市场区域分布
三、我国通信电源市场格局
第三节 通信电源市场发展趋势：主要来自移动、电信和联通拉动
第十三章 国际通信设备产业集群案例
第一节 北卡三角地区通讯产业集群
一、概况
二、产业集群情况
三、发展经济指标
四、成功因素分析
第二节 圣迭戈通讯产业集群
一、发展经济指标

通讯设备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7-

中国通讯设备行业发展现状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9-2025年）

中国调研报告网

baogaobaogao.com

二、产业集群构成
三、产业集群发展优势
四、产业集群发展的挑战
第三节 芬兰通讯产业创新集群
一、创造有效的市场竞争
二、对技术创新的高度重视
三、产业深化和引入竞争
第四节 索非亚通讯产业集群
一、基本情况
二、通讯产业
三、发展特点_订 阅 电话: 4 0 0 6 1 2 8 6 ６ 8
四、创新网络
第十四章 国内通讯设备产业集群案例
第一节 北京通信产业园
一、产业园概况
二、产业园聚合效应已经显现
三、建世界级移动产业基地
第二节 天津通信产业园
一、基本形成国内最大、最完整的手机及其零部件产业群
二、在通信产业集群的带动下，形成配套集群
三、依托雄厚的研发能力而壮大发展
四、产业园发展任务规划
全文链接
：http://www.BaogaoBaogao.com/2/03/TongXunSheBeiFaZhanQuShiYuCeFenX.html
第三节 杭州通信产业园
一、产业园概况
二、产业园初具规模
三、建设科技新城的思路
第四节 青岛通信产业园
一、园区简介
二、雄厚的研发能力
三、知名品牌企业
四、园区发展思路
第五节 武汉光电子产业园
一、园区简介
二、光电子技术人才密集，技术水平国内领 先

-8-

通讯设备市场调查报告

中国调研报告网

baogaobaogao.com

中国通讯设备行业发展现状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9-2025年）

三、光电子产业优势突出，产品门类齐全
四、光电子企业集群优势显着
五、科技企业孵化体系健全
六、产业发展的支撑服务体系完善
七、园区“十三五”期间重点发展的领域
第十五章 2018年国内主要通讯企业竞争性数据分析
第一节 北京中创信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二节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三节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四节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五节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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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七节 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十六章 2019-2025年中国通讯设备行业发展前景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19-2025年中国通讯设备产品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一、通讯设备技术开发方向分析
二、通讯设备行业发展走向分析
第二节 2019-2025年中国通讯设备行业市场发展前景预测分析
一、通讯设备供给预测分析
二、通讯设备需求预测分析
三、通讯设备进出口形势预测分析
第三节 2019-2025年中国通讯设备行业市场盈利能力预测分析
第十七章 2019-2025年中国通讯设备行业投资机会与投资风险分析
第一节 2019-2025年中国通讯设备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通讯设备行业吸引力分析
二、通讯设备行业区域投资潜力分析
第二节 2019-2025年中国通讯设备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宏观调控风险
二、行业竞争风险
三、供需波动风险
四、技术风险
五、经营管理风险
第三节 中′智′林:2019-2025年中国通讯设备行业投资策略分析
图表目录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GDP总量及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8年中国三产业增加值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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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4-2018年中国CPI、PPI月度走势图
图表 2014-2018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4-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对比表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走势图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4-2018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分季度增速
图表 2014-2018年我国全社会固定投资额走势图
图表 2014-2018年我国城乡固定资产投资额对比图
图表 2014-2018年我国财政收入支出走势图
图表 2014-2018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货币供应量统计表 单位：亿元
图表 2018年中国货币供应量月度增速走势图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外汇储备走势图
图表 2014-2018年央行利率调整统计表
图表 我国历年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情况统计表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4-201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走势图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货物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走势图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就业人数走势图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城镇就业人数走势图
图表 2014-2018年我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及自然增长率走势图
图表 2014-2018年我国总人口数量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8年人口数量及其构成
图表 2014-2018年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及普通高中招生人数走势图
图表 2014-2018年我国广播和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走势图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城镇化率走势图
图表 2014-2018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走势图
zhōngguó tōngxùn shèbèi hángyè fāzhǎn xiànzhuàng fēnxī yǔ shìchǎng
qiánjǐng yùcè bàogào (2019-2025 nián)
图表 2014-2018年光通信设备产量全国统计
图表 2014-2018年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产量全国统计
图表 2014-2018年电话单机产量全国统计
图表 2014-2018年传真机产品产量全国统计
图表 2014-2018年程控交换机产量全国统计
图表 2014-2018年数字程控交换机产量全国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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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4-2018年移动通信基站设备产量全国统计
图表 2014-2018年光缆产量全国统计
图表 2014-2018年通信及电子网络用电缆产量全国统计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通信设备制造行业企业数量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通信设备制造行业亏损企业数量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通信设备制造行业从业人数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通信设备制造行业资产规模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8年中国通信设备制造行业不同类型企业数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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