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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是全球储量最大的矿石能源，按照截至**已探明的储量和开发速度计算，可以让人类再开采
400多年，而石油仅可再被开采40多年，天然气可再被开采60多年。在我国的能源格局中，煤炭储量占
能源总储量的九成五，远高于全球六成的水平。截至**我国对原油的进口依存度高达55.3%，未来可能
继续上升，大力发展煤化工的意义重大。近些年石油短缺现象日益加重，油价不断攀升，并屡创新高。
煤炭资源相对便宜，煤化工产品较石油化工产品拥有明显的价格优势，未来煤炭必然取代石油，成为全
球最主要的能源。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基本能源结构，决定了煤炭是我国最主要的能源资源
，将得到国家政策的重点支持，煤化工产业将随之迎来飞速发展。
煤化工装备制造产业飞速发展的先决条件是煤化工工程设计企业的订单猛增，而今年**半年我国煤
化工工程设计市场合同总额创下历史新高，考虑到订单从设计企业到制造企业需要一定的时间，预计今
年年底或明年初煤化工装备产业将迎来爆发式增长。煤化工装备投资与发展的重点将是核心装备企业
，包括气化炉、空分装备等关键设备。“十一五”期间，我国传统煤化工大规模扩张。预计“十二五
”期间，我国煤化工产业投资会继续加大，其中煤化工装备行业得到的投资将超过5000亿元，成为煤化
工产业最大的受益板块。煤化工装备市场前景看好，发展潜力巨大。
第1章 煤化工装备行业综述
1.1 煤化工产业概述
1.1.1 煤化工产业概念
1.1.2 煤化工产业链简析
1.1.3 发展煤化工产业的原因
1.2 煤化工装备行业界定
1.2.1 煤化工装备行业定义
1.2.2 煤化工装备行业分类
1.2.3 煤化工装备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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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煤化工装备行业特性
1.3.1 行业进入壁垒
1.3.2 行业周期性特征
1.3.3 行业区域性特征
1.4 煤化工装备行业产业链分析
1.4.1 行业产业链简介
1.4.2 上游行业的影响
1.4.3 下游行业的影响
第2章 煤化工装备行业市场环境分析
2.1 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2.1.1 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格局
（1）化石能源储量结构
（2）我国能源消费结构
2.1.2 国际原油价格走势及预测
2.1.3 煤化工的资源环境承载力
2.1.4 煤化工装备隐性安全考验
2.2 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2.2.1 行业管理体制
2.2.2 行业重点政策解读
（1）《煤炭深加工示范项目规划》（即将出台）
（2）《关于规范煤化工产业有序发展的通知》
（3）《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4年本）》
（4）《关于促进新疆工业通信业和信息化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
（5）《关于规范煤制天然气产业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
（6）《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
（7）《石油和化工产业振兴支撑技术指导意见》
（8）《石化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9）《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暂行规定》
（10）《关于调整大型煤化工设备及其关键零部件原材料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
2.2.3 煤化工产业发展规划
2.3 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2.3.1 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形势
（1）国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2）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2.3.2 行业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2.3.3 经济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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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2.4.1 煤化工产业技术现状
（1）煤气化技术
（2）煤制甲醇、二甲醚技术
（3）煤制醋酸技术
（4）甲醇制烯烃（MTO和MTP）技术
（5）煤直接液化技术
（6）煤间接液化技术
2.4.2 煤化工装备技术现状
2.4.3 煤化工装备技术国内外差距
2.4.4 煤化工装备技术发展趋势
第3章 煤化工产业发展现状与规划
3.1 2013-2017年煤化工产业分析
3.1.1 中国煤化工产业发展概况
3.1.2 2017年煤化工产业发展回顾
3.1.3 2017年煤化工产业发展状况
3.1.4 煤化工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3.2 煤化工产业细分市场发展分析
3.2.1 传统煤化工产业发展现状
（1）传统煤化工产业发展现状
（2）传统煤化工产业的主要特征
（3）传统煤化工产业产品发展方向
3.2.2 新型煤化工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1）新型煤化工产业发展现状
（2）新型煤化工产业市场需求分析
（3）新型煤化工产业竞争优势分析
（4）新型煤化工产业产品发展方向
（5）新型煤化工产业发展前景分析
3.3 中国煤化工在建/拟建项目分析
3.3.1 新型煤化工示范项目进展
3.3.2 煤化工在建/拟建项目分析
（1）煤制油在建/拟建项目
（2）煤制气在建/拟建项目
（3）煤制烯烃在建/拟建项目
中國煤化工裝備行業現狀分析與發展前景研究報告（2015年版）
（4）煤制乙二醇在建/拟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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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煤制二甲醚在建/拟建项目
（6）合成氨、尿素在建/拟建项目
（7）煤焦化在建/拟建项目
3.3.3 煤化工项目利润空间分析
3.4 中国煤化工产业发展规划分析
3.4.1 全国煤化工产业发展规划
3.4.2 西北地区煤化工发展规划
（1）山西煤化工产业发展规划
（2）陕西煤化工产业发展规划
（3）宁夏煤化工产业发展规划
（4）内蒙煤化工产业发展规划
（5）新疆煤化工产业发展规划
（6）贵州煤化工产业发展规划
3.4.3 能源化工“金三角”经济区规划
第4章 煤化工装备行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4.1 煤化工装备行业发展现状
4.1.1 煤化工装备行业发展概况
4.1.2 煤化工装备行业市场需求
4.1.3 煤化工装备行业市场规模
4.1.4 煤化工装备投资比重构成
4.2 煤化工装备进出口情况分析
4.2.1 煤化工装备进出口总体情况
4.2.2 煤化工装备进口情况分析
（1）煤化工装备进口规模
（2）煤化工装备进口结构
4.2.3 煤化工装备出口情况分析
（1）煤化工装备出口规模
（2）煤化工装备出口结构
4.3 煤化工装备国产化情况分析
4.3.1 煤化工装备国产化政策
4.3.2 煤化工装备国产化水平
4.3.3 煤化工装备国产化阶段
4.4 煤化工装备行业招标情况分析
4.4.1 煤化工装备行业销售模式
4.4.2 煤化工装备行业招标动向
4.4.3 煤化工装备行业中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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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煤化工装备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4.5.1 行业五力模型分析
（1）现有企业之间的竞争
（2）上游供应商议价能力
（3）下游客户议价能力
（4）行业潜在进入者威胁
（5）行业替代品威胁
4.5.2 外资企业在华竞争分析
4.6 煤化工装备行业发展趋势预判
第5章 煤化工主要专用设备市场需求分析
5.1 煤气化炉市场需求分析
5.1.1 煤气化现状与趋势
（1）煤合成氨现状与趋势
（2）煤制天然气现状与趋势
（3）煤制烯烃发展现状与趋势
（4）煤制甲醇现状与趋势
（5）煤制乙二醇现状与趋势
（6）煤间接液化现状与趋势
5.1.2 煤气化炉需求与研发现状分析
（1）煤气化炉概念与分类
（2）我国煤气化炉需求现状
（3）我国煤气化炉引进情况分析
（4）我国煤气化炉设备研发情况
5.1.3 国外典型煤气化炉特点及在华应用
（1）shell煤气化炉
（2）GE（Texaco）煤气化炉
（3）UGI煤气化炉
（4）鲁奇煤气化炉
（5）温克勒煤气化炉
（6）德士古煤气化炉
5.1.4 我国煤气化炉主要厂商及产品特征
（1）张化机煤气化炉
（2）太原重工煤气化炉
（3）兖矿集团煤气化炉
（4）大连金重气化炉
（5）其它企业产品情况

-6-

煤化工装备市场调研分析报告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中国煤化工装备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前景研究报告（2018年版）

5.1.5 煤气化炉细分产品市场分析
（1）固定床（移动床）气化炉
（2）流化床（沸腾床）气化炉
（3）气流床煤气化炉
5.1.6 我国煤气化炉需求前景预测
5.2 甲醇合成反应器市场发展分析
5.2.1 甲醇合成技术现状与趋势
5.2.2 甲醇合成反应器主要要求
5.2.3 国外主要甲醇合成反应器
（1）国外主流甲醇合成反应器
1）ICI冷激型反应器
2）Lurgi管壳型甲醇合成塔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201501/MeiHuaGongZhuangBeiShiChangDiaoYan.html
3）日本东洋公司MRF反应器
（2）国外其它甲醇合成反应器
1）托普索管壳式反应器
2）林德螺旋管反应器
3）MGC/MH超转化反应器
（3）国外甲醇合成反应器对比
（4）国外甲醇合成反应器发展趋势
5.2.4 国内甲醇合成反应器发展现状
（1）模仿改进的甲醇合成反应器
1）单管逆流反应器
2）三套管并流反应器
3）单管并流反应器
4）U型冷却管反应器
（2）甲醇合成反应器研发情况
1）绝热-管壳式反应器
2）内冷-管壳式反应器
3）径向流动反应器
4）林达等温反应器
（3）国内甲醇合成反应器市场格局
（4）国内甲醇合成反应器发展趋势
5.3 变换炉市场发展分析
5.3.1 变换炉市场发展总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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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不同结构变换炉应用现状
（1）多段中变炉及其应用
（2）一段中变炉及其应用
（3）轴经向变换炉及应用
（4）列管式等温变换炉及应用
5.3.3 变换炉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5.3.4 变换炉市场发展趋势展望
5.4 低温甲醇洗设备市场发展分析
5.4.1 低温甲醇洗工艺流程介绍
5.4.2 低温甲醇洗工艺应用现状
5.4.3 低温甲醇洗主要设备概述
5.4.4 低温甲醇洗设备建设情况
5.4.5 低温甲醇洗设备发展趋势
5.5 煤直接液化反应器市场发展分析
5.5.1 煤炭液化技术及其发展意义
5.5.2 煤直接液化反应器技术特点
5.5.3 煤直接液化反应器主要类型
（1）鼓泡床反应器
（2）强制循环悬浮床反应器
（3）环流反应器
5.5.4 种煤直接液化反应器比较
5.5.5 煤直接液化反应器发展趋势
5.6 煤化工其它专用设备市场发展分析
5.6.1 其它常用反应器市场分析
（1）MTP反应器
（2）PP反应器
（3）加氢反应器
5.6.2 煤化工用合成塔市场分析
5.6.3 煤化工用分离器市场分析
5.6.4 煤化工用冷凝塔市场分析
5.6.5 煤焦化专用设备市场分析
5.6.6 煤化工用破碎磨粉设备市场分析
第6章 煤化工配套通用机械市场需求分析
6.1 煤化工配套空分设备市场现状与趋势
6.1.1 空分设备行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6.1.2 空分设备在煤化工中的应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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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煤气化中的应用
（2）在煤液化中的应用
（3）在IGCC发电中的应用
中国の石炭化学機器業界の状況分析と展望研究報告書（ 2015年版）
6.1.3 空分设备在煤化工中的应用业绩
6.1.4 煤化工配套空分设备主要生产企业
6.1.5 煤化工配套空分设备技术进展分析
6.1.6 煤化工配套空分设备市场发展趋势
6.2 煤化工配套阀门市场现状与趋势
6.2.1 阀门行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6.2.2 阀门在煤化工中的应用现状
（1）闸阀的应用
（2）截止阀的应用
（3）止回阀的应用
（4）球阀的应用
（5）蝶阀的应用
（6）其它阀门的应用
6.2.3 煤化工配套阀门市场竞争格局
6.2.4 煤化工配套阀门技术进展分析
6.2.5 煤化工配套阀门市场发展趋势
6.3 煤化工配套泵市场现状与趋势
6.3.1 泵行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6.3.2 泵在煤化工中的应用现状
6.3.3 煤化工配套泵市场竞争格局
6.3.4 煤化工配套泵技术进展分析
6.3.5 煤化工配套泵市场发展趋势
6.4 煤化工配套压缩机市场现状与趋势
6.4.1 压缩机行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6.4.2 压缩机在煤化工中的应用现状
（1）往复式压缩机的应用
1）主要优缺点
2）应用现状分析
（2）离心式压缩机的应用
1）主要优缺点
2）应用现状分析
6.4.3 煤化工配套压缩机市场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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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煤化工配套压缩机技术进展分析
6.4.5 煤化工配套压缩机市场发展趋势
6.5 其它通用机械在煤化工中的应用趋势
6.5.1 干燥设备在煤化工中的应用趋势
6.5.2 分离设备在煤化工中的应用趋势
第7章 煤化工装备行业发展前景与投资建议
7.1 煤化工装备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7.1.1 行业发展驱动因素
7.1.2 行业发展阻碍因素
7.1.3 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7.2 煤化工装备行业投资机会剖析
7.2.1 行业投资机会剖析
（1）行业投资环境评述
（2）行业投资机会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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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产品结构特征
（3）企业产品应用工程
（4）企业技术研发能力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China coal chemical equipment industry situation analysis and prospect research
report ( 2015 edition )
（6）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
2）盈利能力分析
3）运营能力分析
4）偿债能力分析
5）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企业投资与并购重组
（9）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2 煤化工配套通用机械领先企业个案经营分析
8.2.1 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产品结构特征
（3）企业技术研发能力
（4）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
2）盈利能力分析
3）运营能力分析
4）偿债能力分析 咨询热线:4006１28668
5）发展能力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企业投资与并购重组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图表目录
图表 1：2013-2017年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单位：%）
图表 2：目前新型煤化工示范项目（数据截止2017年）
图表 3：“十三五”煤化工产业发展规划

煤化工装备市场调研

-11-

中国煤化工装备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前景研究报告（2018年版）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图表 4：煤化工产品链
图表 5：煤化工产业链情况
图表 6：煤基替代能源产业链
图表 7：世界可采储量的煤炭分布比例（单位：%）
图表 8：中国主要大气污染物中燃煤排放物所占比例（单位：%）
图表 9：煤化工装备行业产业链示意图
图表 10：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单位：%）
图表 11：中国化石能源储量结构（单位：%）
图表 12：原油、天然气和煤炭比价关系（单位：美元/桶，美元/立方米，元/吨）
图表 13：世界分地区能源储量结构（单位：亿千焦）
图表 14：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单位GDP原油和初级能源消耗比对
图表 15：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原油储采比
图表 16：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资源储量构成（单位：%）
图表 17：2013-2017年全球原油价格走势（单位：美元/桶）
图表 18：煤化工产业政策正在逐步放开
图表 19：2013-2017年全球GDP和CPI分季度运行趋势（单位：%）
图表 20：2013-2017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及预测（单位：%）
图表 21：2013-2017年上半年我国GDP分季度增长情况（单位：%）
图表 22：传统煤化工产品产能利用率（单位：%）
图表 23：目前新型煤化工示范项目
图表 24：煤制油在建/拟建项目
图表 25：煤制气在建/拟建项目
图表 26：煤制烯烃在建/拟建项目
图表 27：煤制乙二醇在建/拟建项目
图表 28：煤制二甲醚在建/拟建项目
图表 29：现代煤化工设备投资比重构成（单位：%）
图表 30：2013-2017年煤化工装备进出口总体情况
图表 31：2013-2017年煤化工装备进口规模
图表 32：2013-2017年煤化工装备进口结构
图表 33：2013-2017年煤化工装备出口规模
图表 34：2013-2017年煤化工装备出口结构
图表 35：国内煤化工设备相关上市公司
图表 36：2013-2017年空分设备制造行业经营情况
图表 37：空分设备在煤化工中的应用业绩
图表 38：2013-2017年阀门制造行业经营情况
图表 39：2013-2017年泵及真空设备制造行业经营情况

-12-

煤化工装备市场调研分析报告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中国煤化工装备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前景研究报告（2018年版）

图表 40：2013-2017年压缩机制造行业经营情况
图表 41：2013-2017年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产销能力分析（单位：万元）
图表 42：2013-2017年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盈利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43：2013-2017年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运营能力分析（单位：次）
图表 44：2013-2017年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偿债能力分析（单位：%，倍）
图表 45：2013-2017年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发展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46：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优劣势分析
图表 47：2013-2017年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产销能力分析（单位：万元）
图表 48：2013-2017年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49：2013-2017年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分析（单位：次）
图表 50：2013-2017年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分析（单位：%，倍）
图表 51：2013-2017年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52：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优劣势分析
图表 53：2013-2017年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产销能力分析（单位：万元）
图表 55：2013-2017年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分析（单位：次）
图表 56：2013-2017年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分析（单位：%，倍）
图表 57：2013-2017年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58：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优劣势分析
图表 59：2013-2017年大连金州重型机器有限公司产销能力分析（单位：万元）
图表 60：2013-2017年大连金州重型机器有限公司盈利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61：2013-2017年大连金州重型机器有限公司运营能力分析（单位：次）
图表 62：2013-2017年大连金州重型机器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分析（单位：%，倍）
图表 63：2013-2017年大连金州重型机器有限公司发展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64：大连金州重型机器有限公司优劣势分析
图表 65：2013-2017年中航黎明锦西化工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产销能力分析（单位：万元
）
图表 66：2013-2017年中航黎明锦西化工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盈利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67：2013-2017年中航黎明锦西化工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营能力分析（单位：次）
图表 68：2013-2017年中航黎明锦西化工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偿债能力分析（单位
：%，倍）
图表 69：2013-2017年中航黎明锦西化工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展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70：中航黎明锦西化工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优劣势分析
图表 71：2013-2017年兖矿集团有限公司产销能力分析（单位：万元）
图表 72：2013-2017年兖矿集团有限公司盈利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73：2013-2017年兖矿集团有限公司运营能力分析（单位：次）
图表 74：2013-2017年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分析（单位：%，倍）

煤化工装备市场调研

-13-

中国煤化工装备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前景研究报告（2018年版）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图表 75：2013-2017年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发展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76：兖矿集团有限公司优劣势分析
zhōngguó méi huàgōng zhuāngbèi hángyè xiànzhuàng fēnxī yǔ fāzhǎn
qiánjǐng yán jiù bàogào (2015 niánbǎn)
图表 77：2013-2017年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产销能力分析（单位：万元）
图表 78：2013-2017年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79：2013-2017年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分析（单位：次）
图表 81：2013-2017年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82：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优劣势分析
图表 83：2013-2017年杭州林达化工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产销能力分析（单位：万元）
图表 84：2013-2017年杭州林达化工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盈利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85：2013-2017年杭州林达化工技术工程有限公司运营能力分析（单位：次）
图表 86：2013-2017年杭州林达化工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分析（单位：%，倍）
图表 87：2013-2017年杭州林达化工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发展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88：杭州林达化工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优劣势分析
图表 89：2013-2017年广州广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产销能力分析（单位：万元）
图表 90：2013-2017年广州广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盈利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91：2013-2017年广州广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能力分析（单位：次）
图表 92：2013-2017年广州广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分析（单位：%，倍）
图表 93：2013-2017年广州广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发展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94：广州广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优劣势分析
图表 95：2013-2017年自贡大业高压容器有限责任公司产销能力分析（单位：万元）
图表 96：2013-2017年自贡大业高压容器有限责任公司盈利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97：2013-2017年自贡大业高压容器有限责任公司运营能力分析（单位：次）
图表 98：2013-2017年自贡大业高压容器有限责任公司偿债能力分析（单位：%，倍）
图表 99：2013-2017年自贡大业高压容器有限责任公司发展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100：自贡大业高压容器有限责任公司优劣势分析
图表 101：2013-2017年洪湖市焦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产销能力分析（单位：万元）
图表 102：2013-2017年洪湖市焦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盈利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103：2013-2017年洪湖市焦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运营能力分析（单位：次）
图表 104：2013-2017年洪湖市焦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分析（单位：%，倍）
图表 105：2013-2017年洪湖市焦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发展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106：洪湖市焦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优劣势分析
图表 107：2013-2017年中国石化集团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化工机械厂产销能力分析（单位：万
元）
图表 108：2013-2017年中国石化集团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化工机械厂盈利能力分析（单位

-14-

煤化工装备市场调研分析报告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中国煤化工装备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前景研究报告（2018年版）

：%）
图表 109：2013-2017年中国石化集团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化工机械厂运营能力分析（单位：次
）
图表 110：2013-2017年中国石化集团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化工机械厂偿债能力分析（单位
：%，倍）
图表 111：2013-2017年中国石化集团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化工机械厂发展能力分析（单位
：%）
图表 112：中国石化集团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化工机械厂优劣势分析
图表 113：2013-2017年云南大为化工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产销能力分析（单位：万元）
图表 114：2013-2017年云南大为化工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盈利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115：2013-2017年云南大为化工装 备制造有限公司运营能力分析（单位：次）
图表 116：2013-2017年云南大为化工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分析（单位：%，倍）
图表 117：2013-2017年云南大为化工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发展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118：云南大为化工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优劣势分析
图表 119：2013-2017年无锡恒丰石化装备有限公司产销能力分析（单位：万元）
图表 120：2013-2017年无锡恒丰石化装备有限公司盈利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121：2013-2017年无锡恒丰石化装备有限公司运营能力分析（单位：次）
图表 122：2013-2017年无锡恒丰石化装备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分析（单位：%，倍）
图表 123：2013-2017年无锡恒丰石化装备有限公司发展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124：无锡恒丰石化装备有限公司优劣势分析
图表 125：2013-2017年锦化机石化装备（内蒙古）有限公司产销能力分析（单位：万元）
图表 126：2013-2017年锦化机石化装备（内蒙古）有限公司盈利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127：2013-2017年锦化机石化装备（内蒙古）有限公司运营能力分析（单位：次）
图表 128：2013-2017年锦化机石化装备（内蒙古）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分析（单位：%，倍）
图表 129：2013-2017年锦化机石化装备（内蒙古）有限公司发展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130：锦化机石化装备（内蒙古）有限公司优劣势分析
图表 131：2013-2017年蓝星（北京）化工机械有限公司产销能力分析（单位：万元）
图表 132：2013-2017年蓝星（北京）化工机械有限公司盈利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133：2013-2017年蓝星（北京）化工机械有限公司运营能力分析（单位：次）
图表 134：2013-2017年蓝星（北京）化工机械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分析（单位：%，倍）
图表 135：2013-2017年蓝星（北京）化工机械有限公司发展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136：蓝星（北京）化工机械有限公司优劣势分析
图表 137：2013-2017年济南冶金化工设备有限公司产销能力分析（单位：万元）
图表 138：2013-2017年济南冶金化工设备有限公司盈利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139：2013-2017年济南冶金化工设备有限公司运营能力分析（单位：次）
图表 140：2013-2017年济南冶金化工设备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分析（单位：%，倍）

煤化工装备市场调研

-15-

中国煤化工装备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前景研究报告（2018年版）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图表 141：2013-2017年济南冶金化工设备有限公司发展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142：济南冶金化工设备有限公司优劣势分析
图表 143：2013-2017年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产销能力分析（单位：万元）
图表 144：2013-2017年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145：2013-2017年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分析（单位：次）
图表 146：2013-2017年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分析（单位：%，倍）
图表 147：2013-2017年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148：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优劣势分析
图表 149：2013-2017年四川科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产销能力分析（单位：万元）
图表 150：2013-2017年四川科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能力分析（单位：%）
略……
订购《中国煤化工装备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前景研究报告（2018年版）》，报告编号
：1A56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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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HuaGongZhuangBeiShiChangDiaoYan.html

-16-

煤化工装备市场调研分析报告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中国煤化工装备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前景研究报告（2018年版）

相关报告
※ 2018-2025年中国煤化工装备市场现状调研分析及发展趋势报告
※ 中国煤化工装备市场调研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8年）
※ 2018-2025年中国煤化工装备行业现状调研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
※ 2018年版中国煤化工装备市场深度调研与行业前景预测报告
※ 中国煤化工装备行业现状调研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年版）
※ 2018年中国煤化工装备市场调查分析与发展前景研究报告
※ 中国煤化工装备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前景研究报告（2018年版）
※ 中国煤化工装备市场现状调查及未来走势预测报告（2018-2025年）
※ 2018-2025年中国煤化工装备市场深度调查分析及发展前景研究报告
※ 2018年版中国煤化工装备市场专题研究分析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
※ 2018年中国污水处理市场现状调研与发展前景预测分析报告
※ 中国计数器行业运行态势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2018版）
※ 2018年中国糯稻行业研究及投资价值评估报告
※ 中国日用陶瓷市场现状调研与发展前景分析报告（2018-2025年）
※ 中国乔纳金行业深度研究及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2025年）
※ 2018-2025年中国氖灯市场调研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
※ 中国滑雪固定器行业发展研究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2018年）
※ 2018-2025年中国户外用品行业研究及未来走势分析报告
※ 中国起升机构行业发展回顾及发展前景分析报告（2018年版）
※ 2018-2025年中国焊锡线行业研究分析及未来走势预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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