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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5年中国竹地板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前景趋势分析报告显示，竹
地板是一种用于住宅，宾馆和写字间等的高级装潢材料，主要用地装饰地面。竹地板主要制作材料是竹
子，采用粘胶剂，施以高温高压而成。经过脱去糖份，脂，淀粉肪，蛋白质等特殊无害处理后的竹材
，具有超强的防虫蛀功能。地板无毒，牢固稳定，不开胶，不变形。
《2018-2025年中国竹地板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前景趋势分析报告》依据国家权威机构及竹地板相
关协会等渠道的权威资料数据，结合竹地板行业发展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
角度对竹地板行业进行调研分析。
《2018-2025年中国竹地板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前景趋势分析报告》内容严谨、数据翔实，通过辅
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竹地板行业企业准确把握竹地板行业发展动向、正确制定企业发展战略和投资策
略。
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5年中国竹地板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前景趋势分析报告是竹地板业
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竹地板行业发展趋势，洞悉竹地板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
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
第一章 中国竹地板行业发展综述
1.1 竹地板行业报告研究范围
1.1.1 竹地板行业专业名词解释
1.1.2 竹地板行业研究范围界定
1.1.3 竹地板行业调研框架简介
1.1.4 竹地板行业调研工具介绍
1.2 竹地板行业定义及分类
1.2.1 竹地板行业概念及定义
1.2.2 竹地板行业主要产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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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竹地板行业产业链分析
China's bamboo flooring marke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rend analysis report from 2018
to 2025
1.3.1 竹地板行业所处产业链简介
1.3.2 竹地板行业产业链上游分析
1.3.3 竹地板行业产业链下游分析
第二章 国外竹地板行业发展经验借鉴
2.1 美国竹地板行业发展经验与启示
2.1.1 美国竹地板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2.1.2 美国竹地板行业运营模式分析
2.1.3 美国竹地板行业发展经验借鉴
2.1.4 美国竹地板行业对我国的启示
2.2 日本竹地板行业发展经验与启示
2.2.1 日本竹地板行业运作模式
2.2.2 日本竹地板行业发展经验分析
2.2.3 日本竹地板行业对我国的启示
2.3 韩国竹地板行业发展经验与启示
2.3.1 韩国竹地板行业运作模式
2.3.2 韩国竹地板行业发展经验分析
2.3.3 韩国竹地板行业对我国的启示
2.4 欧盟竹地板行业发展经验与启示
2.4.1 欧盟竹地板行业运作模式
2.4.2 欧盟竹地板行业发展经验分析
2.4.3 欧盟竹地板行业对我国的启示
第三章 中国竹地板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3.1 竹地板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3.1.1 竹地板行业监管体系
3.1.2 竹地板行业产品规划
3.1.3 竹地板行业布局规划
3.1.4 竹地板行业企业规划
3.2 竹地板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3.2.1 中国GDP增长情况
3.2.2 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3.3 竹地板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3.3.1 竹地板行业专利申请数分析
3.3.2 竹地板行业专利申请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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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竹地板行业热门专利技术分析
3.4 竹地板行业消费环境分析
3.4.1 竹地板行业消费态度调查
3.4.2 竹地板行业消费驱动分析
3.4.3 竹地板行业消费需求特点
3.4.4 竹地板行业消费群体分析
3.4.5 竹地板行业消费行为分析
3.4.6 竹地板行业消费关注点分析
3.4.7 竹地板行业消费区域分布
第四章 中国竹地板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4.1 竹地板行业发展概况
4.1.1 竹地板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4.1.2 竹地板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4.1.3 竹地板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4.2 竹地板行业供需状况分析
4.2.1 竹地板行业供给状况分析
4.2.2 竹地板行业需求状况分析
4.2.3 竹地板行业整体供需平衡分析
4.2.4 主要省市供需平衡分析
4.3 竹地板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4.3.1 竹地板行业产销能力分析
4.3.2 竹地板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4.3.3 竹地板行业运营能力分析
4.3.4 竹地板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4.3.5 竹地板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4.4 竹地板行业进出口市场调研
4.4.1 竹地板行业进出口综述
4.4.2 竹地板行业进口市场调研
4.4.3 竹地板行业出口市场调研
4.4.4 竹地板行业进出口趋势分析
第五章 中国竹地板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5.1 竹地板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5.1.1 竹地板行业区域分布格局
5.1.2 竹地板行业企业规模格局
5.1.3 竹地板行业企业性质格局
5.2 竹地板行业竞争五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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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竹地板行业上游议价能力
5.2.2 竹地板行业下游议价能力
5.2.3 竹地板行业新进入者威胁
5.2.4 竹地板行业替代产品威胁
5.2.5 竹地板行业内部竞争
5.3 竹地板行业重点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8/95/ZhuDiBanHangYeXianZhuangYuFaZhan.html
5.3.1 江西嘉华林业有限公司竞争策略分析
5.3.2 辽宁台安盈福新盛地板有限公司竞争策略分析
5.3.3 贵溪市华丰竹业有限公司竞争策略分析
5.3.4 湖北襄樊盈福新盛地板有限公司竞争策略分析
5.3.5 广西嘉龙腾飞竹业有限公司竞争策略分析
5.4 竹地板行业投资兼并重组整合分析
5.4.1 投资兼并重组现状_订 阅电话:４ 0 0 6 1 2 866 8
5.4.2 投资兼并重组案例
第六章 中国竹地板行业重点区域市场竞争力分析
6.1 中国竹地板行业区域市场概况
6.1.1 竹地板行业产值分布情况
6.1.2 竹地板行业市场分布情况
6.1.3 竹地板行业利润分布情况
6.2 华东地区竹地板行业需求分析
6.2.1 上海市竹地板行业需求分析
6.2.2 江苏省竹地板行业需求分析
6.2.3 山东省竹地板行业需求分析
2018年から2025年までの中国の竹床市場の研究開発動向分析レポート
6.2.4 浙江省竹地板行业需求分析
6.2.5 安徽省竹地板行业需求分析
6.2.6 福建省竹地板行业需求分析
6.3 华南地区竹地板行业需求分析
6.3.1 广东省竹地板行业需求分析
6.3.2 广西省竹地板行业需求分析
6.3.3 海南省竹地板行业需求分析
6.4 华中地区竹地板行业需求分析
6.4.1 湖南省竹地板行业需求分析
6.4.2 湖北省竹地板行业需求分析
6.4.3 河南省竹地板行业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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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华北地区竹地板行业需求分析
6.5.1 北京市竹地板行业需求分析
6.5.2 山西省竹地板行业需求分析
6.5.3 天津市竹地板行业需求分析
6.5.4 河北省竹地板行业需求分析
6.6 东北地区竹地板行业需求分析
6.6.1 辽宁省竹地板行业需求分析
6.6.2 吉林省竹地板行业需求分析
6.6.3 黑龙江竹地板行业需求分析
6.7 西南地区竹地板行业需求分析
6.7.1 重庆市竹地板行业需求分析
6.7.2 四川省竹地板行业需求分析
6.7.3 云南省竹地板行业需求分析
6.8 西北地区竹地板行业需求分析
6.8.1 陕西省竹地板行业需求分析
6.8.2 新疆省竹地板行业需求分析
6.8.3 甘肃省竹地板行业需求分析
第七章 中国竹地板行业竞争对手经营状况分析
7.1 竹地板行业竞争对手发展总状
7.1.1 企业整体排名
7.1.2 竹地板行业销售收入状况
7.1.3 竹地板行业资产总额状况
7.1.4 竹地板行业利润总额状况
7.2 竹地板行业竞争对手经营状况分析
7.2.1 江西嘉华林业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2018-2025年中國竹地板市場調查研究及發展前景趨勢分析報告
（4）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2 辽宁台安盈福新盛地板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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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3 贵溪市华丰竹业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4 湖北襄樊盈福新盛地板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5 广西嘉龙腾飞竹业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6 徐州中集木业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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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7 江西东方名竹竹业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第八章 济′研′咨′询:中国竹地板行业趋势预测分析和投融资分析
8.1 中国竹地板行业发展趋势
8.1.1 竹地板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8.1.2 竹地板行业产品结构预测
8.1.3 竹地板行业企业数量预测
8.2 竹地板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8.2.1 竹地板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8.2.2 竹地板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8.3 竹地板行业投资潜力与建议
8.3.1 竹地板行业投资机会剖析
8.3.2 竹地板行业营销策略分析
8.3.3 行业投资建议
图表目录
图表 1：行业代码表
图表 2：竹地板行业产品分类列表
图表 3：竹地板行业所处产业链示意图
图表 4：美国竹地板行业发展经验列表
图表 5：美国竹地板行业对我国的启示列表
图表 6：日本竹地板行业发展经验列表
图表 7：日本竹地板行业对我国的启示列表
图表 8：韩国竹地板行业发展经验列表
图表 9：韩国竹地板行业对我国的启示列表
图表 10：欧盟竹地板行业发展经验列表
图表 11：欧盟竹地板行业对我国的启示列表
图表 12：中国竹地板行业监管体系示意图
图表 13：竹地板行业监管重点列表
图表 14：2013-2018年中国GDP增长走势图（单位：万亿元，%）

-8-

竹地板市场调研分析报告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2018-2025年中国竹地板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前景趋势分析报告

图表 15：2013-2018年竹地板行业与GDP关联性分析图（单位：亿元，万亿元）
图表 16：2013-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走势图（单位：万亿元，%）
图表 17：2013-2018年竹地板行业与固定资产投资关联性分析图（单位：亿元，万亿元）
图表 18：2013-2018年竹地板行业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变化图（单位：个）
图表 19：2013-2018年竹地板行业相关专利公开数量变化图（单位：个）
图表 20：2013-2018年竹地板行业相关专利申请人构成图（单位：个）
图表 21：2013-2018年竹地板行业相关专利申请人综合比较（单位：种，%，个，年）
图表 22：中国竹地板行业相关专利分布领域（前十位）（单位：个）
图表 23：中国竹地板行业消费需求特点列表
图表 24：中国竹地板行业消费群体特点列表
图表 25：2013-2018年中国竹地板行业市场规模走势图（单位：亿元，%）
2018-2025 nián zhōngguó zhú dìbǎn shìchǎng tiáo chá yánjiū jí fāzhǎn
qiánjǐng qūshì fēnxī bàogào
图表 26：2018年中国竹地板行业区域分布图（单位：%）
图表 27：中国竹地板行业发展特点列表
图表 28：2013-2018年中国竹地板行业工业总产值走势图（单位：亿元，%）
图表 29：2013-2018年中国竹地板行业销售收入走势图（单位：亿元，%）
图表 30：2013-2018年中国竹地板行业产销率变化情况（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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