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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PVC地板行业现状调研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认为
，PVC地板是当今世界上非常流行的一种新型轻体地面装饰材料，也称为“轻体地材”。是一种在欧美
及亚洲的日韩广受欢迎的产品，风靡国外，从80年代初开始进入中国市场，至今在国内的大中城市已经
得到普遍的认可，使用非常广泛，比如家庭、医院、学校、办公楼、工厂、公共场所、超市、商业、等
各种场所。“PVC地板”就是指采用聚氯乙烯材料生产的地板。具体就是以聚氯乙烯及其共聚树脂为主
要原料，加入填料、增塑剂、稳定剂、着色剂等辅料，在片状连续基材上，经涂敷工艺或经压延、挤出
或挤压工艺生产而成。
2019-2025年中国PVC地板行业现状调研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已经做到了地板革的价格，特别是国
产PVC地板，利润下降了70%以上。业内人士认为造成截至**恶性拼价的原因有行业人士增多、价格透
明、互联网的轰炸等因素。
《2019-2025年中国PVC地板行业现状调研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在多年PVC地板行业研究
的基础上，结合中国PVC地板行业市场的发展现状，通过资深研究团队对PVC地板市场资讯进行整理分
析，并依托国家权威数据资源和长期市场监测的数据库，对PVC地板行业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研分析
。
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PVC地板行业现状调研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可以
帮助投资者准确把握PVC地板行业的市场现状，为投资者进行投资作出PVC地板行业前景预判，挖掘
PVC地板行业投资价值，同时提出PVC地板行业投资策略、营销策略等方面的建议。
第一章 PVC地板行业概述
第一节 PVC地板简介
第二节 PVC地板的分类
第三节 中国PVC地板行业发展现状
第四节 国际PVC地板市场的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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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行业运行状况对比研究
第一节 行业情况背景
一、参与调查企业及其分布情况
二、典型企业介绍
第二节 总体效益运行状况
一、总体销售效益
二、2015-2019年PVC地板行业总体盈利能力
三、2015-2019年PVC地板行业总体税收能力
四、2015-2019年PVC地板行业市场总体产值能力
第三节 不同地区行业效益状况对比
一、不同地区销售效益状况对比
二、不同地区行业盈利能力状况对比
三、不同地区行业税收能力状况对比
四、不同地区行业产值状况对比
第四节 类型运行效益对比
一、行业不同类型销售效益状况对比
二、不同类型盈利能力状况对比
三、不同类型税收能力状况对比
四、不同类型产值状况对比
第五节 规模运行效益对比
2019-2025 nián zhōngguó PVC dìbǎn hángyè xiànzhuàng diàoyán fēnxī yǔ
fāzhǎn qūshì yùcè bàogào
一、行业不同规模销售效益状况对比
二、不同规模盈利能力状况对比
三、不同规模税收能力状况对比
四、不同规模产值状况对比
第三章 PVC地板产业格局
第一节 2015-2019年PVC地板工业总产值情况分析
第二节 2015-2019年PVC地板固定资产净值情况分析
第三节 2015-2019年PVC地板企业单位个数分析
第四节 2015-2019年PVC地板亏损企业情况分析
第五节 2015-2019年PVC地板从业人员分析
第四章 PVC地板技术发展分析
第一节 PVC地板生产技术基本原理
第二节 PVC地板技术发展状况
第三节 PVC地板技术最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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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国PVC地板市场走势
第一节 PVC地板市场现状分析及预测
一、2019年中国PVC地板市场规模分析
二、2019-2025年中国PVC地板市场规模预测
第二节 PVC地板产品产能分析及预测
一、2019年中国PVC地板产能分析
二、2019-2025年中国PVC地板产能预测
第三节 PVC地板产品产量分析及预测
一、中国PVC地板产量分析
二、2019-2025年中国PVC地板产量预测
第四节 PVC地板市场需求分析及预测
一、2019年中国PVC地板市场需求分析
二、2019-2025年中国PVC地板行业现状分析
第六章 PVC地板价格分走势
第一节 PVC地板产品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第二节 PVC地板产品价格变化分析
第三节 2019-2025年PVC地板产品价格变化趋势分析
第七章 PVC地板进出口情况分析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9/65/PVCDiBanShiChangQianJingFenXiYuC.html
第一节 PVC地板产品进出口统计
第二节 2019-2025年PVC地板产品进出口变化趋势分析
第八章 PVC地板上下游产品
第一节 PVC地板上游原料市场调研
第二节 PVC地板下游产品市场调研
第九章 PVC地板重点企业分析
第一节 苏州华泰塑胶有限公司
一、企业介绍
二、主要产品
三、经营状况分析
四、企业未来投资前景分析
第二节 杭州颖琪建材有限公司
一、企业介绍
二、主要产品
三、经营状况分析
四、企业未来投资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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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上海普隆塑胶有限公司
一、企业介绍
二、主要产品
三、经营状况分析
四、企业未来投资前景分析
第四节 张家港市易华塑料有限公司
一、企业介绍
二、主要产品
三、经营状况分析
四、企业未来投资前景分析
第五节 上海劲嘉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一、企业介绍
二、主要产品
三、经营状况分析
四、企业未来投资前景分析
第六节 常州金海防静电地板有限公司
一、企业介绍
二、主要产品
三、经营状况分析
四、企业未来投资前景分析
第七节 盟多地板（中国）有限公司
一、企业介绍
二、主要产品
三、经营状况分析
四、企业未来投资前景分析
第八节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赛高建筑装潢材料有限公司
一、企业介绍
二、主要产品
三、经营状况分析_订阅热′线:′0′1′0′-6′６′1′8209′9
四、企业未来投资前景分析
第十章 PVC地板行业PEST分析及发展思路
第一节 PEST模型简介
第二节 PVC地板行业PEST分析
一、PVC地板行业PEST环境
（一）PVC地板行业的政治法律环境分析
（二）PVC地板行业的经济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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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PVC地板行业的社会文化环境分析
（四）PVC地板行业的技术环境分析
二、PVC地板行业存在的问题
三、PVC地板行业完善的思路分析
第十一章 PVC地板行业市场运行形势及竞争格局
第一节 消费者对PVC地板品牌认知度宏观调查
2019-2025年中國PVC地板行業現狀調研分析與發展趨勢預測報告
第二节 消费者对PVC地板的品牌偏好调查
第三节 消费者对PVC地板品牌的首要认知渠道
第四节 消费者经常购买的品牌调查
第五节 PVC地板品牌忠诚度调查
第六节 消费者的消费理念调研
第十二章 中国PVC地板行业投资前景研究及投资盈利预测
第一节 中国PVC地板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第二节 中国PVC地板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第三节 中国PVC地板行业产品投资方向
第四节 2019-2025年中国PVC地板行业投资收益预测
一、预测理论依据
二、2019-2025年中国PVC地板行业工业总产值预测
三、2019-2025年中国PVC地板行业销售收入预测
四、2019-2025年中国PVC地板行业利润总额预测
五、2019-2025年中国PVC地板行业总资产预测
第十三章 PVC地板行业投资前景预警
第一节 影响PVC地板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2019年影响PVC地板行业运行的有利因素
二、2019年影响PVC地板行业运行的稳定因素
三、2019年影响PVC地板行业运行的不利因素
四、2019年我国PVC地板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五、2019年我国PVC地板行业发展面临的机遇
第二节 PVC地板行业投资前景预警
一、PVC地板行业市场风险及控制策略
二、PVC地板行业政策风险及控制策略
三、PVC地板行业经营风险及控制策略
四、PVC地板同业竞争风险及控制策略
五、PVC地板行业其他风险及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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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济.研.咨.询.行业专家建议
图表 36：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图表 37：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图表 38：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2019-2025中国のPVC床材業界の状況調査分析および開発動向予測レポート
图表 39：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图表 40：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图表 41：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图表 4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图表 4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图表 44：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图表 45：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图表 46：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图表 47：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图表 48：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图表 49：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图表 50：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图表 51：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图表 52：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图表 5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图表 5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图表 55：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图表 56：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图表 57：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图表 58：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图表 59：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图表 60：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图表 61：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图表 6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图表 6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图表 64：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图表 65：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图表 66：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图表 67：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图表 68：PEST模型
图表 69：2015-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PVC地板市场前景分析预测

-7-

2019-2025年中国PVC地板行业现状调研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图表 70：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初步核算数据
图表 71：GDP环比增长速度
2019-2025 China's PVC flooring industry status survey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trend
forecast report
图表 72：2015-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其实际增长速度
图表 73：2015-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及其实际增长速度
图表 74：2015-201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75：2019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76：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新增主要生产能力
图表 77：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速
图表 78：固定资产投资到位资金同比增速
图表 79：2019年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主要数据
图表 80：2015-2019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图表 81：2015-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82：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图表 83：2019年年末人口数及其构成
图表 84：2015-2019年普通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及普通高中招生人数
图表 85：2019年消费者对PVC地板品牌认知度调查
图表 86：2019年消费者对PVC地板的品牌偏好调查
图表 87：2019年消费者对PVC地板品牌的首要认知渠道调查
图表 88：2019年消费者经常买的PVC地板品牌调查
图表 89：消费者选择PVC地板的因素
图表 90：2019-2025年中国PVC地板行业工业总产值预测
图表 91：2019-2025年中国PVC地板行业销售收入预测
图表 92：2019-2025年中国PVC地板行业利润总额预测
图表 93：2019-2025年中国PVC地板行业总资产预测
图表 94：中国PVC地板项目风险控制建议与收益潜力提升措施
图表 95：PVC地板产品技术应用注意事项分析
图表 96：PVC地板产品项目投资注意事项图
图表 97：PVC地板产品行业生产开发注意事项
图表 98：PVC地板产品销售注意事项
略……
订购《2019-2025年中国PVC地板行业现状调研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报告编号
：2337659，
请拨打：400 612 8668、010-66181099、010-66182099
Email：kf@360baogao.com，传真：010-66183099

-8-

PVC地板市场调研分析报告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2019-2025年中国PVC地板行业现状调研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9/65/PVCDiBanShiChangQianJingFenXiYuC.html

PVC地板市场前景分析预测

-9-

2019-2025年中国PVC地板行业现状调研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相关报告
※ 中国pvc地板市场现状调查及未来走势预测报告（2018-2025年）
※ 2008-2016年中国PVC地板市场深度剖析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
※ 2019-2025年中国PVC地板行业发展研究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
※ 2018-2025年中国PVC地板工业行业现状研究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
※ 2018-2025年pvc地板市场深度调查研究与发展前景分析报告
※ 中国PVC地板市场调研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9年）
※ 2018-2025年全球及中国PVC地板市场现状研究分析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
※ 2018-2025年pvc地板市场深度调查研究与发展前景分析报告
※ 2019-2025年中国PVC地板行业现状调研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
※ 2019-2025年中国广东省房地产市场现状研究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
※ 中国杭州市房地产行业发展回顾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2019-2025年）
※ 2019-2025年中国水利与港口工程建筑行业现状调研分析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 2019-2025年中国商铺租赁行业研究分析及发展趋势预测报告
※ 2019-2025年中国天津市房地产市场现状研究分析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
※ 中国深圳市写字楼行业发展回顾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9-2025年）
※ 中国贵州省房地产行业发展回顾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2019-2025年）
※ 2019-2025年中国呼和浩特房地产行业现状研究分析及发展趋势预测报告
※ 2019-2025年中国实验室家具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前景研究报告
※ 中国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发展监测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9-2025年）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9/65/PVCDiBanShiChangQianJingFenXiYuC.html

-10-

PVC地板市场调研分析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