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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行业也是我国重点扶持的行业，政府自 **年开始对 LED 中上游行业进行大力补助，导致产能
迅速扩张，LED 照明产品终端价格不断下降，LED 照明渗透率仍 **年的 3.3%快速提升至 **年的
44%。据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中国LED照明行业发展监测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2025年
）显示，随着我国 LED 行业中上游整合基本完成，LED 照明产品价格跌幅逐渐收敛，渗透率提升的速
度将放缓，预计未来每年提升 6%，到 **年，我国 LED 照明渗透率有望达到 68%。
中国LED照明渗透率快速提升
中国LED照明行业发展监测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2025年）对我国LED照明行业现状、
发展变化、竞争格局等情况进行深入的调研分析，并对未来LED照明市场发展动向作了详尽阐述，还根
据LED照明行 业的发展轨迹对LED照明行业未来发展前景作了审慎的判断，为LED照明产业投资者寻找
新的投资亮点。
中国LED照明行业发展监测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2025年）最后阐明LED照明行业的投
资空间，指明投资方向，提出研究者的战略建议，以供投资决策者参考。
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中国LED照明行业发展监测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2025年）》
是相关LED照明企业、研究单位、政府等准确、全面、迅速了解LED照明行业发展动向、制定发展战略
不可或缺的专业性报告。
第一章 LED照明产品/行业基本概况
第一节 LED照明定义
一、产品定义
二、产品分类
三、产品用途
第二节 LED照明产业的发展生命周期判研
第三节 LED照明产业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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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链模型介绍
1、产业链定义
2、产业链内涵
3、产业链类型
4、产业链模型
二、LED照明产业链模型分析
第四节 我国LED照明产业发展的“波特五力模型”分析
一、“波特五力模型”介绍
二、LED照明产业环境的“波特五力模型”分析
1、现有企业间竞争
2、潜在进入者分析
3、替代品威胁分析
4、供应商议价能力
5、客户议价能力
中國LED照明行業發展監測分析與發展趨勢預測報告（2018-2025年）
第四节 我国LED照明行业市场发展“SWOT”分析
一、“SWOT模型”介绍
1、优势——机会（SO）战略
2、优势——威胁（ST）战略
3、弱点——机会（WO）战略
4、弱点——威胁（WT）战略
二、LED照明市场发展的“SWOT”分析
1、行业发展强势分析
2、行业发展弱势分析
3、行业发展机会
4、行业发威胁
第二章 LED照明行业宏观环境发展分析
第一节 2013-2018年中国经济环境分析
一、2013-2018年宏观经济
二、2013-2018年工业形势
三、2013-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
第二节 2013-2018年中国LED照明行业发展政策环境分析
一、行业政策影响分析
二、相关行业标准分析
第三节 2013-2018年中国LED照明行业发展社会环境分析
一、2013-2018年居民消费水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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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3-2018年工业发展形势分析
第三章 LED照明行业生产环境分析
第一节 LED照明行业总体规模
第二节 LED照明产能概况
近年来，我国 LED 产业高速发展。根据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的统计数据
，2017年度，包括外延片及芯片制造、封装、应用在内的我国LED行业总产值达到6538亿元，同比增
长25.35%，相比2006年的356亿元，近十一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30.29%。
2013-2018年中国LED照明产业发展情况
一、2013-2018年产能分析
二、2019-2025年产能预测
第三节 LED照明市场容量发展分析
一、2013-2018年市场容量分析
二、2019-2025年市场容量预测
第三节 LED照明产量发展及趋势预测
一、2013-2018年产量分析
二、2019-2025年产量预测
第四章 LED照明产品价格影响因素分析及价格趋势预测
第一节 国内产品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第二节 国内产品2013-2018年价格回顾
第三节 国内产品当前市场价格及评述
第四节 国内产品2019-2025年期间价格走势预测
第五章 LED照明行业技术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产品工艺设备采购渠道分析
第二节 LED照明产品国内外技术比较分析
一、2018年LED照明产品技术变化特点
二、国外主要生产工艺
三、国内主要生产方法
第三节 LED照明技术发展趋势预测
第六章 LED照明产业供需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3-2018年市场供需状况分析
一、2013-2018年LED照明产量发展分析
二、2013-2018年LED照明消费量发展分析
第二节 LED照明的经销模式
一、LED照明营销模式分析
二、LED照明主要销售渠道分析

-4-

LED照明市场调研分析报告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中国LED照明行业发展监测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2025年）

1、直效营销模式
2、分公司营销模式
3、代理营销模式
4、关联营销模式
三、LED照明行业广告与促销方式分析
1、广告宣传策略
2、促销方式
四、LED照明行业价格竞争方式分析
五、LED照明行业国际化营销模式分析
六、LED照明行业渠道策略分析
第三节 产品竞争策略分析
一、提高产品附加值
二、提升营销水平和品牌宣传
三、产品选择策略
四、销售竞争策略
第三节 中国LED照明需求特点及地域分布分析
第四节 中国LED照明市场供需格局预测
一、供给预测
二、需求预测
中国LED照明産業の開発の分析と開発動向の予測レポート（2018-2025）
三、供需格局趋势
第七章 LED照明进出口市场分析
第一节 全球进出口市场价格互动机制研究
第二节 代表性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市场分析
一、分国别进口概况
二、分国别出口概况
第三节 中国LED照明行业历史进出口总量变化
一、LED照明行业2019-2025年进口总量变化
二、LED照明行业2019-2025年出口总量变化
三、2019-2025年LED照明进出口差量变动情况
第四节 中国LED照明行业历史进出口结构变化
一、LED照明行业当年内进口来源情况分析
二、LED照明行业当年内出口去向分析
第五节 中国LED照明行业进出口态势展望
一、中国LED照明进出口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二、LED照明行业2019-2025年中国进口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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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LED照明行业2019-2025年中国出口态势展望
第八章 LED照明地区市场竞争分析
第一节 中国LED照明区域销售市场结构变化
第二节 华北地区销售分析
一、华北地区城市座标图示
二、华北地区用户/消费者偏好调查（技术、价格、售服等）
三、2013-2018年华北地区LED照明产业市场规模发展趋势分析
四、华北地区主要生产或代理厂商的联系方式
第三节 华东地区销售分析
一、华东地区城市座标图示
二、华东地区用户/消费者偏好调查（技术、价格、售服等）
三、2013-2018年华东地区LED照明产业市场规模发展趋势分析
四、华东地区主要生产或代理厂商的联系方式
第四节 华南地区销售分析
一、华南地区城市座标图示
二、华南地区用户/消费者偏好调查（技术、价格、售服等）
三、2013-2018年华南地区LED照明产业市场规模发展趋势分析
四、华南地区主要生产或代理厂商的联系方式
第五节 西北地区销售分析
一、西北地区城市座标图示
二、西北地区用户/消费者偏好调查（技术、价格、售服等）
三、2013-2018年西北地区LED照明产业市场规模发展趋势分析
China LED light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monitoring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trend
forecast report (2018-2025)
四、西北地区主要生产或代理厂商的联系方式
第六节 东北地区销售分析
一、东北地区城市座标图示
二、东北地区用户/消费者偏好调查（技术、价格、售服等）
三、2013-2018年东北地区LED照明产业市场规模发展趋势分析_咨,询,电,话:,0,1,0,,6,6,1,8,２0,9,9
四、东北地区主要生产或代理厂商的联系方式
第七节 华中地区销售分析
一、华中地区城市座标图示
二、华中地区用户/消费者偏好调查（技术、价格、售服等）
三、2013-2018年华中地区LED照明产业市场规模发展趋势分析
四、华中地区主要生产或代理厂商的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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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西南地区销售分析
一、西南地区城市座标图示
二、西南地区用户/消费者偏好调查（技术、价格、售服等）
三、2013-2018年西南地区LED照明产业市场规模发展趋势分析
四、西南地区主要生产或代理厂商的联系方式
第九章 LED照明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LED照明行业上游行业分析
一、主要原材料介绍
二、重点上游行业发展现状
三、重点上游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四、行业新动态及其对LED照明行业的影响
五、行业竞争状况及其对LED照明行业的意义
第二节 LED照明行业下游行业分析
一、主要应用领域分析
二、主要下游行业发展现状
三、主要下游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四、主要下游行业市场现状分析
五、行业新动态及其对LED照明行业的影响
六、行业竞争状况及其对LED照明行业的意义
第十章 LED照明特色生产及销售厂家分析
第一节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0/63/LEDZhaoMingDeFaZhanQianJing.html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二节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四节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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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五节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十一章 LED照明产业政策及贸易预警
第一节 国内LED照明行业税收政策分析
第二节 国内外环保规定
一、中国相关环保规定
二、国外相关环保规定
第三节 贸易预警
一、可能涉及的倾销及反倾销
二、可能遭遇的贸易壁垒及技术壁垒
第四节 近期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影响
第五节 我国与主要市场贸易关系稳定性分析
一、美国
二、欧洲
三、日本
四、韩国
五、大陆与台湾
第十二章 LED照明行业未来五年内投资趋势及投资风险分析
第一节 2018年LED照明行业投资情况分析
一、2018年总体投资结构
二、2018年投资规模情况
三、2018年投资增速情况
四、2018年分地区投资分析
第二节 LED照明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LED照明投资项目分析
二、可以投资的LED照明模式
三、2018年LED照明投资机会
四、2018年LED照明投资新方向
第三节 2019-2025年中国LED照明行业投资方向分析
一、未来LED照明投资方向分析
二、未来LED照明行业技术开发方向
第四节 2019-2025年中国LED照明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经济环境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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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政策环境风险分析
三、市场竞争风险
四、原材料压力风险分析
五、技术风险分析
六、经营风险
七、其他风险
1、财务风险
2、企业出口风险分析
3、外资进入现状及对未来市场的威胁
第十三章 LED照明行业未来五年内投资战略研究
第一节 2019-2025年中国LED照明行业投资策略分析
一、LED照明行业投资策略
二、LED照明行业投资筹划策略
三、LED照明行业品牌竞争战略
第二节 2019-2025年中国LED照明行业“十三五”建设策略
一、LED照明行业发展规划
二、LED照明行业建设重点
三、LED照明行业优秀企业成功之道
第十四章 LED照明市场发展预测及行业项目投资建议
第一节 中国生产、营销企业投资运作模式分析
一、生产产品
二、代理该产品
第二节 外销与内销优势分析
一、生产要素
二、需求条件
zhōngguó LED zhàomíng hángyè fāzhǎn jiāncè fēnxī yǔ fāzhǎn qūshì
yùcè bàogào (2018-2025 nián)
三、支援与相关产业
第三节 LED照明行业2019-2025年中国市场规模及增长趋势
第四节 LED照明行业2019-2025年中国净投资规模预测
第五节 LED照明行业2019-2025年市场盈利预测
第六节 济研咨′询′LED照明行业项目投资建议
一、投资营销模式
1、企业的国内营销模式建议
2、企业的海外营销模式建议
二、企业资本结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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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战略选择
1、产品选择
2、销售竞争策略
3、专门的企业信息传播
4、一个明确的方向，产品结构和市场
四、LED照明行业项目注意事项
1、产品技术应用注意事项
2、项目投资注意事项
3、产品生产开发注意事项
4、产品销售注意事项
图表目录
图表 LED照明产业的发展生命周期判研
图表 产业链模型介绍
图表 “波特五力模型”介绍
图表 “SWOT模型”介绍
图表 2013-2018年GDP及增长变化图
图表 2013-2018年工业形势
图表 2013-2018年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及增长变化图
图表 2013-2018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图表 2013-2018年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
图表 2013-2018年LED照明行业产能分析
图表 2019-2025年LED照明行业产能预测
图表 2013-2018年LED照明市场容量分析
图表 2019-2025年LED照明市场容量预测
图表 2013-2018年LED照明行业产量分析
图表 2019-2025年LED照明行业产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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