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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园林绿化水平在**年开始迅速发展，一方面，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同时，城市居住舒适
感和房地产消费升级的要求刺激了园林绿化率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国家城市规划政策和“园林城市
”、“生态城市”等标准也让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中重视园林的营造，这是园林行业可能出现“井喷式
”发展的外在动力。城市园林绿化建设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低碳城市建
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十二五”时期，为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我国政府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二个**年规划纲要》中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调资源节约、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突出
“转型”、“升级”、“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同时，我国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年，我国
国内城镇人口73111万人，乡村人口62961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3.7%，城镇建设规模继
续扩大，城市生态环境面临的压力仍然巨大。未来，城市园林绿化将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园林行业被公认为“朝阳产业”，建设良好的人居环境代表了人类美好的愿望和城市发展的趋势。
国家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为园林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性支持。住建部出台了《关于促进城市园林绿化事
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加快创建园林城市。以上政策层面的推进，尤其是城
镇化为园林行业的高速成长提供了庞大的市场容量，各地城市加紧创建“园林城市”、“生态城市”、
“山水城市”、“森林城市”、“宜居城市”，以此作为城市发展目标之一，为园林行业的加速发展提
供了历史性机遇。尽管国家宏观经济减速及房地产行业调控继续，园林行业仍然处于快速成长期。**年
城市绿地面积为2461360公顷，同比增长4.67%。
我国未来园林绿化市场既来自于城市化进程的新增市场，也来自于现有城市化水平存量市场的扩大
化。未来几年，仅考虑政府主导的市政园林绿化投资，平均每年的市政园林绿化市场在1800亿左右。另
外，房地产园林景观成为开发商给地产项目增加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优秀的园林景观在房地产项目的开
发过程中至关重要，成为项目增值的主要因素，房地产企业越来越注重在园林景观方面的投入。**年
，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速度为15%， **年，地产园林领域的园林市场规模达2226.05亿元，预计
**年城市园林绿化整体行业市场容量将达到5348.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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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园林绿化与城市发展概述
第一节 园林绿化业构成及特征
一、园林的产生及定义
二、园林概念不断扩大
三、园林绿化工程的内容及特征
四、城市园林的十七大特点
五、城市园林绿化产业内部结构组成
第二节 园林绿化对城市建设发挥的作用
一、改善生态环境
二、美化人居环境
三、适应精神生活增长的需要
四、引导农民调整农业结构
五、防灾避灾的场所
六、具有可持续利用功能
第三节 现代园林建设与城市发展的关联性
一、园林城市设计是城市文明不断发展的结果
二、构造园林城市是城市设计的根本目标
三、城市设计以绿化为纽带组织环境空间
第二章 城市园林绿化行业发展建设概述
第一节 园林体系相关概述
一、行业涵盖领域
二、行业效益分析
1、生态效益分析
2、社会效益分析
3、经济效益分析
三、世界三大园林体系
四、中国三大园林体系
第二节 城市园林绿化行业发展综述
一、城市园林绿化行业发展阶段
二、城市园林绿化行业总体特征
三、城市园林绿化行业影响因素
1、促进行业发展的有利因素
2、影响行业发展的不利因素
四、城市园林绿化行业发展规模
1、城市园林绿地规模分析
2、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城市园林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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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绿化覆盖率增长情况
第三节 城市园林绿化行业经营模式
一、业务承接
二、组织投标
三、组建项目团队和实施
四、竣工验收及项目结算
第四节 城市园林绿化行业周期性分析
第三章 中国城市园林绿化发展环境综合分析
第一节 经济环境
一、全球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
二、欧美经济危机及影响
三、人民币汇率变动
四、中国宏观经济增幅放缓
第二节 社会环境
一、城市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二、基础设施建设拉动
三、旅游及休闲度假产业崛起
四、居民环境保护意识提高
第三节 消费环境
一、国民收入水平提高
二、发展民族文化特色需要
2015 version of the urban landscape industry depth research and market analysis
report
三、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
四、休闲娱乐需求增加
第四节 政策环境
一、主要行业法规
1、城市规划法规
2、城市绿化法规
3、风景名胜区法规
4、工程建设法规
5、合同法规
6、城市市政公用事业法规
7、森林法规
二、政策标准逐步提高
三、全国造林绿化规划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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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产业环境
一、招投标政策
二、资质管理制度
三、标准体系建设
四、质量管理
五、检查验收
六、项目策划
第四章 环境保护是全球性课题
第一节 世界环境保护
一、全球注重环境与生态保护
二、世界环保产业发展综述
三、环保产业规模持续增长
四、环境保护产业发展特点
五、世界工业的绿色发展趋势
第二节 环境保护问题分析
一、当今环保是世界性话题
二、环保面临的压力
三、环保存在的问题
四、环保方面的问题解析
第三节 国内环境保护行业
一、中国环保产业格局分布
二、循环经济成环保产业发展模式
三、我国环保发展主要不足解析
四、环保发展存在的弊端分析
五、环保业主要推动发展对策
六、环保产业发展战略
第四节 中国环保产业政策
一、现有法律法规体系
二、相关财税支持政策
三、“十三五”期间出台的政策
四、政府集采力度应加大
五、产业政策措施需完善
第五节 中国环保产业投资及前景
一、环保产业主要盈利领域
二、“十三五”投资情况
三、“十三五”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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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五”发展展望
五、产业发展趋势及重点领域
第五章 中国城市园林绿化行业产业链分析
第一节 城市园林绿化行业产业链简介
第二节 城市园林苗木种植业分析
一、园林苗木企业采购
二、园林苗木行业具有高投入高产出特性
三、城市园林苗木种植行业发展特性分析
四、园林苗木种植业技术水平及发展方向
五、花卉行业技术创新分析
1、花卉行业技术创新模式
2、技术创新与花卉行业发展
3、科研与花卉行业发展的关系
4、花卉企业发展需要技术创新支撑
六、花卉科研院所的技术创新
1、花卉行业发展对技术创新的需求
2、产学研合作机制创新策略
七、花卉认证形式分析
1、MPS认证
2、有机花卉认证
3、EUREP-GAP
八、花卉认证的意义与机遇
1、开展花卉认证的意义
2、花卉认证发展的机遇
第三节 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业分析
一、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业务流程
二、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业竞争分析
三、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业存在的不足
第四节 城市园林工程施工业分析
一、城市园林工程领域特征分析
1、城市园林工程是多学科的综合产物
2、城市园林工程项目地域特点显著
3、城市园林工程项目受季节
二、城市园林工程施工业务流程分析
三、城市园林工程施工领域竞争分析
四、城市园林工程施工企业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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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城市园林养护业分析
一、城市园林养护业业务流程
二、城市园林养护业存在问题
三、城市园林养护业发展措施
第六章 中国城市园林绿化行业细分市场分析
第一节 城市市政园林工程市场分析
一、市政园林工程发展现状
1、市政园林绿化发展现状
2、市政园林工程市场容量
3、市政园林工程重点项目
二、市政园林工程细分市场分析
1、城区改造市场分析
2、城区建设市场分析
3、河道两岸景观市场分析
4、交通绿化市场分析
三、市政园林工程发展方向
1、市政园林工程发展存在的问题
2、市政园林工程发展问题解决
3、市政园林工程发展方向
第二节 城市地产景观工程市场分析
一、中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
二、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情况
三、中国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
四、中国商品房建筑面积
五、中国商品房销售情况
六、地产景观工程市场规模
第三节 城市度假景观工程市场分析
一、度假景观工程发展现状
1、休闲度假产业发展现状
2、酒店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3、度假景观工程项目建设
二、度假景观工程细分市场分析
1、主题公园园林市场分析
2、高尔夫球场市场分析
3、度假酒店绿化景观市场分析
第四节 城市生态湿地工程市场分析

城市园林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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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湿地面积总量规模
二、生态湿地工程重点项目
三、矿山修复市场分析
第五节 园林绿化生态修复市场分析
一、生态修复与园林绿化对比
二、生态修复行业涵盖领域
三、生态修复行业竞争现状
四、生态修复行业进入障碍
五、生态修复行业经营模式
六、生态修复行业成长性分析
七、生态修复行业风险性分析
第七章 公园总图
第一节 公园项目总图布置
一、平面布置
二、竖向布置
三、总平面布置图
第二节 公园项目场内外运输
第三节 公园项目公用辅助工程
一、公园项目给排水工程
1、给水工程，用水负荷、
2、排水工程，排水总量、
二、公园项目供电工程
1、供电负荷（年用电量、
2、供电回路及电压等级的确定
3、场内供电输变电方式及设备设施
三、公园项目通信设施
1、通信方式
2、通信线路及设施
四、公园项目供热设施
五、公园项目维修设施
六、公园项目仓储设施
第八章 中国城市园林绿化业发展综合分析
第一节 中国城市园林绿化发展总体状况
一、产业发展阶段特征
二、行业发展状况回顾
三、国家层面关注度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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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五”成就斐然
五、景观设计学科兴起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201501/ChengShiYuanLinWeiLaiFaZhanQuShiYuCe.html
第二节 国家园林城市的创建状况
一、创建标准
二、国家园林级城市（区）
三、国家园林城市、
第三节 园林业发展存在问题分析
一、产业体系缺失
二、十个突出问题解析
三、城市园林经济发展缓慢
四、产业发展不平衡
五、园林设计存在问题
第四节 中国古典园林发展解析
一、行业发展断层
二、传统教育缺失
三、缺乏文化内涵
四、西化中迷失自我
第五节 中国园林业发展对策
一、科学发展战略对策
二、创新改革对策
三、管理养护措施
四、可持续发展思路
第六节 中国园林行业电子商务发展
一、园林电子商务发展态势
二、电子商务模式发展方向
三、细分化是必然趋势
第九章 中国市政园林行业背景及现状分析
第一节 市政园林发展规模及投资预测
一、市政园林进入黄金发展期
二、发展驱动因素解析
三、投资规模及增速分析
四、市政园林市场规模预测
第二节 城镇化对市政园林的影响深入分析
一、城市化进程是市政园林发展契机

城市园林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9-

2018版城市园林行业深度调研及市场前景分析报告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二、城镇化拉动二三线城市园林需求
三、中国存在半城市化特征
第三节 绿地指标制定对市政园林的影响
一、我国城市绿地分类
二、居住区绿地的定额指标
三、中国城市人均拥有公园绿地面积
第四节 城市公园发展分析 订阅′热′线:4′0′0′61′2′8′6６′8
一、国内外城市公园定义
二、我国城市公园分类
三、城市公园经营管理问题分析
四、中小城市公园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
五、城市公园开发模式解析
六、城市公园未来发展趋势
第五节 其他公共休闲场所绿化
一、广场
二、街道
三、屋顶
四、地下空间
第十章 中国地产园林发展现状及案例剖析
第一节 中国房地产业发展
一、中国房地产发展历程
二、中国房地产发展特征
三、中国房地产发展现状
四、房地产面临调控拐点
第二节 房地产业直接拉动地产园林发展
一、地产园林的规模和增速预测
二、消费升级刺激房地产园林发展
三、房地产带动园林业集中化发展
四、房产居住区景观园林市场持续增长
第三节 房地产调控下的地产园林
一、房地产调控对园林业的影响实质分析
二、城镇化仍将继续拉动房地产园林发展
三、地产园林宏观走势预测
四、地产调控对地方政府收入的影响
第四节 房产新政下园林业发展风险分析
一、地产园林风险性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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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产园林主要风险因素分布
第五节 地产景观园林设计及发展
一、房地产市场带动地产景观快速发展
二、园林设计在房地产项目中的作用
三、房地产园林景观工程经营
四、房地产景观设计业存在的问题
五、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第六节 地产项目经典园林布局案例分析
一、东南亚风格经典案例
二、泛欧风格经典案例
三、现代派风格经典案例
四、中式风格经典案例
第十一章 中国绿化苗木行业整体发展分析
第一节 国内绿化观赏苗木行业宏观环境分析
一、政策环境
二、经济环境
三、社会环境
四、技术环境
第二节 苗木业发展状况
一、苗木产业发展回顾
二、国内绿化观赏苗木产销状况
三、我国绿化苗木行业发展特征
四、绿化苗木产业区域分布特点
五、苗木产业面临的挑战及风险
第三节 苗木业经营模式解析
第四节 房产调控对苗木行业的影响
一、房地产动荡影响苗木行业发展
二、大环境下花卉苗木业的投资经营
三、宏观环境要求绿化苗木业转型升级
第五节 绿化苗木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一、绿化苗木产业发展思路探索
二、绿化苗木发展思路及模式需调整
三、企业经营管理对策
四、绿化苗木产业发展趋势值得关注
第十二章 中国花卉行业细分产品市场分析
第一节 花卉行业产品供需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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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鲜切花市场分析
一、鲜切花市场概况
二、鲜切花市场现状
三、鲜切花市场需求分析
第三节 盆栽植物类花卉市场分析
一、盆栽植物类花卉市场概况
二、盆栽植物类花卉市场需求分析
三、盆栽植物类花卉市场分析
第四节 观赏苗木市场分析
一、观赏苗木市场概况
二、观赏苗木市场需求增多
第五节 食用与药用花卉市场分析
第六节 工业及其他用途花卉市场分析
第七节 花卉草坪市场分析
第八节 种子用花卉市场分析
第九节 种苗用花卉市场分析
一、种苗用花卉市场概况
二、种苗用花卉市场需求趋势
第十三章 国内外城市园林绿化产业模式对比借鉴
第一节 国外城市园林发展
第二节 世界三种经典园林体系观摩
一、欧洲园林体系
二、伊斯兰园林体系
三、中国园林体系
第三节 美国园林绿化管理经验借鉴
第四节 日本城市园林绿化模式解析
一、日本部分
二、绿色东京十年计划
三、日本主要绿化技术应用
2015版城市園林行業深度調研及市場前景分析報告
四、日本绿化建设规划目标分析
五、日本城市绿化建设经验借鉴
第十四章 国内城市园林绿化竞争分析
第一节 主要竞争主体商业布局
一、企业区域分布
二、企业资质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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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发展背景及业务定位
四、企业营业收入分布
第二节 园林行业竞争特点分析
一、行业集中度低
二、区域内竞争激烈
三、市场进入门槛不高
四、资金瓶颈难题困扰
第三节 园林企业核心竞争力分析
一、接单能力
二、人才优势
三、跨区域经营能力
四、设计施工一体化
五、苗木资源优势
第四节 主要竞争企业及竞争优劣势分析
一、东方园林竞争优劣势
二、棕榈园林竞争优劣势
三、铁汉生态竞争优劣势
第十五章 城市园林绿化分地区发展
第一节 北京园林绿化行业发展分析
一、北京国民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二、北京市房地产发展现状分析
三、北京园林绿化科技发展规划
1、北京园林绿化科技发展现状
2、北京园林绿化科技发展潜力
3、北京园林绿化科技规划目标
4、北京园林绿化科技战略重点
四、北京市园林绿化“十三五”目标
五、北京城市园林绿化现状分析
第二节 上海园林绿化行业发展分析
一、上海国民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二、上海市房地产发展现状分析
三、上海园林绿地发展现状分析
四、上海园林绿化体系研究分析
第三节 江苏园林绿化行业发展分析
一、江苏国民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二、江苏省房地产发展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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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苏园林绿化行业配套政策
四、江苏园林绿地发展现状分析
第四节 广东园林绿化行业发展分析
第十六章 中国重点园林绿化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第一节 城市园林企业案例分析
第二节 重点工程建设企业
一、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二、中外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三、深圳市万信达环境绿化建设有限公司
四、杭州天开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五、杭州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六、广州市花木公司
七、青岛新大地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八、苏州园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九、深圳市北林地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十、上海聚隆绿化发展有限公司
十一、北京市鑫地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十二、上海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十三、河南黄河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十四、南京市园林实业总公司
十五、南翰墨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十六、杭州萧山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十七、湖南南柏加建筑园林有限公司
十八、杭州天开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十九、宁波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二十、上海金山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二十一、苏州工业园区景观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二十二、重庆华宇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二十三、深圳市鹏森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二十四、武汉新绿地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二十五、杭州神工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节 重点景观规划设计企业
一、广东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概况
2、2017年公司经营评述
二、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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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简介
2、财务状况
3、主营业务概况
三、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简介
2、公司主营业务
3、公司财务状况
四、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简介
2、公司主要财务报表
五、山东省光合园林科技有限公司
六、杭州萧山凌飞环境绿化有限公司
七、重庆大方园林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八、杭州新蓝天园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九、深圳市森斯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十、厦门路桥景观艺术有限公司
十一、广东铭锦城园林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十二、浙江良康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第四节 重点苗木花卉企业
一、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简介
2、经营模式
二、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简介
2、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
三、浙江红叶园艺有限公司
1、公司简介
2、公司主营业务
四、浙江凯胜园林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五、深圳市四季青园林花卉有限公司
六、大连花卉苗木绿化工程总公司
七、青岛花林实业有限公司
八、上海普陀区园林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九、广州市云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十、胜利油田胜大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第十七章 城市园林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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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一、现有企业间竞争
二、潜在进入者分析
三、替代品威胁分析
四、供应商议价能力
五、客户议价能力
第二节 行业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中国城市园林行业竞争格局综述
一、城市园林行业竞争概况
二、中国城市园林行业竞争力分析
三、城市园林绿化成影响城市竞争力重要因素
1、城市竞争力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2、城市园林绿化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
3、提升城市竞争力
第四节 行业国际竞争力比较
一、发展要素
二、需求条件
三、支援与相关产业
第五节 2013-2017年城市园林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一、2013-2017年我国城市园林市场集中度分析
二、2013-2017年国内城市园林企业拟在建项目分析
第十八章 2018-2025年中国城市园林绿化发展前景及规划
第一节 2018-2025年中国园林绿化行业前景分析
一、园林业绿化“十三五”前景看好
二、园林绿化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
三、我国园林绿化行业未来发展的趋势
四、产业链一体化发展趋势
第二节 2018-2025年中国城市园林绿化发展趋势
一、景观设计的发展趋势
二、生态化园林是我城市园林的发展方向
三、我国生态园林发展方向
第三节 2018-2025年国际现代风景园林发展趋势
一、自然化
二、生态化
三、场地化
四、空间化

-16-

城市园林市场调研分析报告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2018版城市园林行业深度调研及市场前景分析报告

五、简约化
第四节 2018-2025年中国园林城市规划风险及建议
一、城市园林规划的理念
二、城市园林规划的指导原则
三、住建部对生态城规划将年检
第五节 城市园林绿化规划政策
一、全国造林绿化规划纲要（2015-2020年）
二、福建省风景园林“十三五”发展规划
三、温州市市政园林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四、北京市园林绿化“十三五”规划
五、重庆生态园林“十三五”规划
六、江苏生态园林“十三五”规划
第十九章 中国重点省市园林绿化项目建设及投资分析
第一节 浙江
一、慈溪市园林绿化项目建设情况
二、宁波镇海园林绿化项目建设
三、浙江东阳建设国家园林城市
四、金华巨资打造国家园林城市
第二节 江苏
一、徐州创新公园绿地管理模式
二、盐城市区绿化公园项目建设情况
三、如皋创建国家园林城市
四、淮安园林绿化项目投资情况
五、常熟建设省级园林小城镇
第三节 广东
一、深圳打造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都市景観業界の深さの研究と市場分析レポートの2015年版
二、清远推创国家园林城市
三、蓬江巨资打造绿化园林
第四节 北京
一、北京城市公园建设现状
二、北京城市公园发展趋势
三、海淀区园林绿化建设状况
四、北京园博会项目建设情况
第五节 上海
一、杨浦区绿化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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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浦东区滨江森林公园二期建设情况
三、浦东巨资打造迪士尼项目
第二十章 2018-2025年中国城市园林绿化投资及风险分析
第一节 主要产业投资模式特性分析
第二节 主要投资来源及特性
第三节 城市园林周边产业投资切入点解析
一、景观设计软件的开发与推广
二、软木及其景观制成品贸易
三、合作建立苗圃或研究所
四、合作办学
五、独立开办或与人合作开办景观设计事务所
第四节 2018-2025年中国城市园林绿化投资风险分析
一、自然灾害风险
二、经营和财务风险
三、经营管理风险
四、政策风险
五、技术风险
一、国家宏观政策调控风险
二、房地产市场波动风险
三、园林绿化市场竞争风险
第二十一章 中国城市园林绿化行业投资因素分析
第一节 城市园林绿化行业投资环境
一、国家政策环境
二、经济发展环境
三、文化发展环境
第二节 园林业资金需求解析
一、产业环境动荡引发资金链问题
二、上市公司的资金需求分析
三、民间借贷愈演愈烈
第三节 济.研.咨.询:济研：城市园林绿化企业投资策略
图表目录
图表 1 2017年各省市的绿化覆盖率
图表 2 2013-2017年中国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与园林绿地面积（单位：万公顷）
图表 3 2013-2017年中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单位：%）
图表 4 园林绿化行业涉及到的主要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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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 城市园林绿化企业壹级资质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各资质的分级管理规定
图表 6 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资质划分和要求情况
图表 7 “十三五”环境保护主要指标
图表 8 城市园林绿化行业产业链
图表 9 城市园林养护业业务流程
图表 10 我国园林绿化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图表 11 各省城市园林绿化主要指标
图表 12 园林绿化评价标准
2015 bǎn chéngshì yuánlín hángyè shēndù tiáo yán jí shìchǎng qiánjǐng
fēnxī bàogào
图表 14 基于城市化率与绿地率提高市政园林产值估算
图表 15 中国园林绿化法规及标准汇总
图表 16 国内各省市政园林发展潜力和资金实力测算
图表 17 2017年份全国房地产开发和销售情况
图表 18 2017年份东中西部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情况
图表 19 2017年份东中西部地区房地产销售情况
图表 20 2013-2017年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
图表 21 2013-2017年份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增速
图表 22 2013-2017年份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到位资金增速
图表 23 2013-2017年房地产主要指标增速变化情况
图表 24 2013-2017年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及销售额增速
图表 26 我国旅游地产项目在一二三四线城市分布比重图（单位：%）
图表 27 我国旅游地产项目用地规模结构（单位：万平方米，%）
图表 28 矿山生态修复行业现状表
图表 29 矿山领域绿化投资测算
图表 30 生态修复与园林绿化特点比较
图表 31 生态修复行业涵盖领域
图表 32 生态修复流程示意图
图表 33 生态修复主要技术
图表 34 生态建设相关政策
图表 35 荒漠化、沙化面积在国土面积中占比
图表 36 十三五期间我国生态环境建设投资：亿元
图表 37 2013-2017年棕榈园林细分产业毛利率（单位：%）
图表 38 生态修复产业链结构图
图表 39 总平面布置图
图表 40 联合国建议的城市绿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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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1 中国人均GDP水平与房地产行业发展阶段
图表 42 GDP与房地产发展吻合度分析
图表 43 中国住宅价格及房价收入比走势图
图表 44 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统计表
图表 46 地产园林景观绿化新增的市场空间
图表 47 屋顶绿化作用
图表 48 大阪市中央体育馆
图表 49 东京“海之森”风道
图表 53 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涨跌幅度
图表 58 社会保障相关待遇标准
图表 70 2013-2017年上海市房地产开发投资
图表 71 2013-2017年上海市商品房供求比及成交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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