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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国低钠氢氧化铝产品市场需求量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相关应用技术的发展都对低钠氢氧
化铝产品应用领域的进一步拓宽起到了积极作用，极大地带动了低钠氢氧化铝产品市场需求量的增加。
随着我国低钠氢氧化铝市场的迅猛发展，与之相关的核心生产技术应用与研发必将成为业内企业关
注的焦点。了解国内外低钠氢氧化铝生产核心技术的研发动向、工艺设备、技术应用及趋势对于企业提
升产品技术规格，提高市场竞争力十分关键。
第一章 低钠氢氧化铝行业国内外发展概述
第一节 国际低钠氢氧化铝行业发展总体概况
一．2011-2014年全球低钠氢氧化铝行业发展概况
二．主要国家和地区发展概况
三．全球低钠氢氧化铝行业发展趋势
第二节 中国低钠氢氧化铝行业发展概况
一．2011-2014年中国低钠氢氧化铝行业发展概况
二．中国低钠氢氧化铝行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第二章 2010-2014年中国低钠氢氧化铝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宏观经济环境
第二节 国际贸易环境
第三节 宏观政策环境
第四节 低钠氢氧化铝行业政策环境
第五节 低钠氢氧化铝行业技术环境
第六节 国内外经济形势对低钠氢氧化铝行业发展环境的影响
第三章 2013年低钠氢氧化铝相关行业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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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上游行业市场发展分析
第二节 下游行业市场发展分析
第四章 低钠氢氧化铝行业生产分析
第一节 生产总量分析
一．2011-2014年低钠氢氧化铝行业生产总量及增速
二．2011-2014年低钠氢氧化铝行业产能及增速
四．2015-2020年低钠氢氧化铝行业生产总量及增速预测
第二节 子行业生产分析
第三节 细分区域生产分析
第四节 行业供需平衡分析
一．低钠氢氧化铝行业供需平衡现状
二．国内外经济形势对低钠氢氧化铝行业供需平衡的影响
三．低钠氢氧化铝行业供需平衡趋势预测
第五章 2011-2014年中国低钠氢氧化铝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11-2014年中国低钠氢氧化铝行业竞争现状分析
一、低钠氢氧化铝行业竞争程度分析
二、低钠氢氧化铝行业技术竞争分析
三、低钠氢氧化铝价格竞争分析
第二节 2011-2014年中国低钠氢氧化铝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一、低钠氢氧化铝行业集中度分析
二、低钠氢氧化铝市场销售区域集中分析
第三节 2011-2014年低钠氢氧化铝行业提升竞争力策略分析
第六章 低钠氢氧化铝行业产品价格分析
一、价格特征分析
二、主要品牌企业产品价位
三、价格与成本的关系
四、行业价格策略分析
五、国内外经济形势对低钠氢氧化铝行业产品价格的影响
第七章 低钠氢氧化铝行业用户分析
第一节 低钠氢氧化铝行业用户认知程度
第二节 低钠氢氧化铝行业用户关注因素
一、功能
二、质量
三、价格
四、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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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务
第八章 低钠氢氧化铝行业主导驱动因素分析
一、国家政策导向
二、关联行业发展
三、行业技术发展
四、行业竞争状况
五、社会需求的变化
六、观点
第九章 低钠氢氧化铝行业渠道分析
一、渠道格局
二、渠道形式
三、渠道要素对比
四、各区域主要代理商情况
第十章 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一、2011-2014年低纳氢氧化铝行业销售毛利率
二、2011-2014年低纳氢氧化铝行业销售利润率
三、2011-2014年低纳氢氧化铝行业总资产利润率
四、2011-2014年低纳氢氧化铝行业总资产净利润率
五、2011-2014年低纳氢氧化铝行业产值利税率
六、2015-2020年低纳氢氧化铝行业盈利能力预测
第十一章 行业成长性分析
一、2011-2014年低纳氢氧化铝行业销售收入增长分析
二、2011-2014年低纳氢氧化铝行业总资产增长分析
三、2011-2014年低纳氢氧化铝行业固定资产增长分析
四、2011-2014年低纳氢氧化铝行业净资产增长分析
五、2011-2014年低纳氢氧化铝行业利润增长分析
六、2015-2020年低纳氢氧化铝行业增长预测
第十二章 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一、2011-2014年低纳氢氧化铝行业资产负债率分析
二、2011-2014年低纳氢氧化铝行业速动比率分析
三、2011-2014年低纳氢氧化铝行业流动比率分析
四、2011-2014年低纳氢氧化铝行业现金比率分析
五、2015-2020年低纳氢氧化铝行业偿债能力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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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一、2011-2014年低纳氢氧化铝行业总资产周转率分析
二、2011-2014年低纳氢氧化铝行业净资产周转率分析
三、2011-2014年低纳氢氧化铝行业应收账款周转率分析
四、2011-2014年低纳氢氧化铝行业存货周转率分析
五、2015-2020年低纳氢氧化铝行业营运能力预测
第十四章 低钠氢氧化铝主要生产厂商介绍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2015-01/DiNaQingYangHuaLvFaZhanQuShiFenXi.html
第一节 淄博永鼎工贸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企业产品介绍
三、企业成长性分析
四、发展战略
五、企业财务分析
第二节 淄博恳特经贸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企业产品介绍
三、企业财务分析
第三节 锦义公司特种氧化铝厂
一、公司概况
二、企业产品介绍
三、企业财务指标分析
第四节 中国铝业山东分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企业产品介绍
三、企业成长性分析
四、发展战略
五、企业财务指标分析
中国の水酸化ナトリウムの調査研究と業界分析と予測市場の見通しレポート（ 2015年版）
第五节 广州市新稀冶金化工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企业产品介绍
三、企业成长性分析
四、发展战略
五、企业财务指标分析
第六节 山东狮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低钠氢氧化铝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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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概况
二、企业产品介绍
三、企业财务指标分析
第十五章 低钠氢氧化铝行业进出口现状与趋势
第一节 出口分析
一．出口量及增长情况
二．低钠氢氧化铝行业海外市场分布情况
三．经营海外市场的主要品牌
四．国内外经济形势对低钠氢氧化铝行业出口的影响
第二节 进口分析
一．进口量及增长情况
二．低钠氢氧化铝行业进口产品主要品牌
三．国内外经济形势对低钠氢氧化铝行业进口的影响
第十六章 低钠氢氧化铝行业风险分析
第一节 低钠氢氧化铝行业环境风险_订阅′热′线:′4′0０′612′8′6′6′8
一．国际经济环境风险
二、汇率风险
三、宏观经济风险
四、宏观经济政策风险
五、区域经济变化风险
第二节 低钠氢氧化铝行业产业链上下游风险
一．上游行业风险
二．下游行业风险
第三节 低钠氢氧化铝行业政策风险
一、产业政策风险
二、贸易政策风险
三、环保政策风险
四、区域经济政策风险
第四节 低钠氢氧化铝行业市场风险
一、市场竞争风险
二、原材料压力风险分析
三、技术风险分析
四、政策和体制风险
第五节 低钠氢氧化铝行业其他风险分析
第十七章 2015-2020年中国低钠氢氧化铝行业发展策略及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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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低钠氢氧化铝行业发展策略分析
一、坚持产品创新的领先战略
二、坚持品牌建设的引导战略
三、坚持工艺技术创新的支持战略
四、坚持市场营销创新的决胜战略
五、坚持企业管理创新的保证战略
第二节 低钠氢氧化铝行业市场的重点客户战略实施
一、实施重点客户战略的必要性
二、合理确立重点客户
三、对重点客户的营销策略
四、强化重点客户的管理
五、实施重点客户战略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第三节 济.研咨.询:低钠氢氧化铝行业项目投资建议
一、项目投资环境考察
二、项目投资产品方向建议
三、项目投资其他注意事项
图表目录
图表 1 2011-2014年国际低纳氢氧化铝需求分析
图表 2 2011-2014年我国季度GDP增长率 单位：%
图表 3 2011-2014年我国三产业增加值季度增长率 单位：%
图表 4 2011-2014年我国CPI、PPI运行趋势 单位：%
图表 5 2004年11月—2015年3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同月=100）
图表 6 2011-2014年进出口走势图 单位：%
图表 7 2004年11月—2015年3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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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011-2014年我国低纳氢氧化铝生产分析
图表 9 2011-2014年我国低纳氢氧化铝生产能力分析
图表 10 2015-2020年我国低纳氢氧化铝行业生产预测分析
图表 11 2013年我国低纳氢氧化铝区域生产格局分析
图表 12 2011-2014年我国低纳氢氧化铝供需平衡分析
图表 13 2011-2014年我国低纳氢氧化铝行业前十家企业市场占有情况分析
图表 14 2013年我国低纳氢氧化铝销售区域格局分析
图表 15 消费者对低纳氢氧化铝品牌认知度调查
图表 16 低纳氢氧化铝产品功能影响程度分析
图表 17 低纳氢氧化铝产品质量影响程度分析
图表 18 低纳氢氧化铝产品价格影响程度分析
图表 19 低纳氢氧化铝产品外观影响程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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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 低纳氢氧化铝产品服务影响程度分析
图表 21 2011-2014年我国低纳氢氧化铝行业销售毛利率及增长情况
图表 22 2011-2014年我国低纳氢氧化铝行业销售利润率及增长情况
图表 23 2011-2014年我国低纳氢氧化铝行业总资产利润率及增长情况
图表 24 2011-2014年我国低纳氢氧化铝行业总资产净利润率及增长情况
图表 25 2011-2014年我国低纳氢氧化铝行业产值利税率及增长情况
图表 26 2015-2020年我国低纳氢氧化铝行业销售毛利率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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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8 2011-2014年我国低纳氢氧化铝行业总资产增长率及增长情况
图表 29 2011-2014年我国低纳氢氧化铝行业固定资产增长率及增长情况
图表 30 2011-2014年我国低纳氢氧化铝行业净资产增长率及增长情况
图表 31 2011-2014年我国低纳氢氧化铝行业利润增长率及增长情况
图表 32 2015-2020年我国低纳氢氧化铝行业总资产增长率预测
图表 33 2011-2014年我国低纳氢氧化铝行业资产负债率及增长情况
图表 34 2011-2014年我国低纳氢氧化铝行业速动比率及增长情况
图表 35 2011-2014年我国低纳氢氧化铝行业流动比率及增长情况
图表 36 2011-2014年我国低纳氢氧化铝行业现金比率及增长情况
图表 37 2015-2020年我国低纳氢氧化铝行业资产负债率预测
图表 38 2011-2014年我国低纳氢氧化铝行业总资产周转率及增长情况
图表 39 2011-2014年我国低纳氢氧化铝行业净资产周转率及增长情况
图表 40 2011-2014年我国低纳氢氧化铝行业应收帐款周转率及增长情况
图表 41 2011-2014年我国低纳氢氧化铝行业存货周转率及增长情况
图表 42 2015-2020年我国低纳氢氧化铝行业总资产周转率预测
图表 43 近4年淄博永鼎工贸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44 近4年淄博永鼎工贸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45 近4年淄博永鼎工贸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46 近4年淄博永鼎工贸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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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低钠氢氧化铝市场调研分析报告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中国低钠氢氧化铝行业现状调查研究及市场前景分析预测报告（2015版）

图表 54 近4年淄博永鼎工贸有限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图表 55 近4年淄博恳特经贸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56 近4年淄博恳特经贸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57 近4年淄博恳特经贸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58 近4年淄博恳特经贸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59 近4年淄博恳特经贸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60 近4年淄博恳特经贸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61 近4年淄博恳特经贸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zhōngguó dī nà qīng yǎnghuà lǔ hángyè xiànzhuàng diàochá yánjiū jí
shìchǎng qiánjǐng fēnxī yùcè bàogào (2015 bǎn)
图表 62 近4年淄博恳特经贸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图表 63 近4年 淄博恳特经贸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64 近4年淄博恳特经贸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65 近4年淄博恳特经贸有限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图表 66 近4年淄博恳特经贸有限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图表 67 近4年锦义公司特种氧化铝厂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68 近4年锦义公司特种氧化铝厂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69 近4年锦义公司特种氧化铝厂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70 近4年锦义公司特种氧化铝厂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71 近4年锦义公司特种氧化铝厂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图表 72 近4年锦义公司特种氧化铝厂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图表 73 近4年锦义公司特种氧化铝厂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74 近4年锦义公司特种氧化铝厂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75 近4年锦义公司特种氧化铝厂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76 近4年锦义公司特种氧化铝厂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77 近4年锦义公司特种氧化铝厂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图表 78 近4年锦义公司特种氧化铝厂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图表 79 近4年中国铝业山东分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80 近4年中国铝业山东分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81 近4年中国铝业山东分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82 近4年中国铝业山东分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83 近4年中国铝业山东分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84 近4年中国铝业山东分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85 近4年中国铝业山东分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图表 86 近4年中国铝业山东分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图表 87 近4年中国铝业山东分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低钠氢氧化铝发展趋势分析

-9-

中国低钠氢氧化铝行业现状调查研究及市场前景分析预测报告（2015版）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图表 88 近4年中国铝业山东分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89 近4年中国铝业山东分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图表 90 近4年中国铝业山东分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图表 91 近4年广州市新稀冶金化工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92 近4年广州市新稀冶金化工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93 近4年广州市新稀冶金化工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94 近4年广州市新稀冶金化工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95 近4年广州市新稀冶金化工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96 近4年广州市新稀冶金化工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97 近4年广州市新稀冶金化工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图表 98 近4年广州市新稀冶金化工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图表 99 近4年广州市新稀冶金化工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100 近4年广州市新稀冶金化工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101 近4年广州市新稀冶金化工有限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图表 102 近4年广州市新稀冶金化工有限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图表 103 近4年山东狮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104 近4年山东狮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105 近4年山东狮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106 近4年山东狮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107 近4年山东狮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108 近4年山东狮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109 近4年山东狮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图表 110 近4年山东狮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111 近4年山东狮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112 近4年山东狮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113 近4年山东狮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利润率变化情况
图表 114 近4年山东狮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利润率变化情况
图表 115 2011-2014年我国低纳氢氧化铝进口情况分析
略……
订购《中国低钠氢氧化铝行业现状调查研究及市场前景分析预测报告（2015版）》，报告编号
：1A56529，
请拨打：400 612 8668、010-66181099、010-66182099
Email：kf@360baogao.com，传真：010-66183099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2015-01/DiNaQingYangHuaLvFaZhanQuShiFenXi.html

-10-

低钠氢氧化铝市场调研分析报告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中国低钠氢氧化铝行业现状调查研究及市场前景分析预测报告（2015版）

相关报告
※ 2012年中国低钠氢氧化铝行业研究分析报告
※ 2015-2020年中国冶金工程行业现状研究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
※ 2015-2019年中国聚氯乙烯工业行业研究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
※ 2015-2020年金属铟市场现状调研分析及发展前景报告
※ 中国镍铁行业市场调研预测与标杆企业分析报告（2015年）
※ 中国氨基酸行业发展监测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5-2020年）
※ 2015-2020年重油市场现状调研分析及发展前景报告
※ 2015年中国窄带钢市场现状调查与未来发展前景趋势报告
※ 中国氟化氢行业发展监测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5-2020年）
※ 中国铜金属行业发展监测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5-2020年）
※ 氧化锆行业现状调研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5版）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2015-01/DiNaQingYangHuaLvFaZhanQuShiFenXi.html

低钠氢氧化铝发展趋势分析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