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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工业化程度加深，人口持续向城市集中，城市化率不断上升。我国城镇化率从
**年的17.92%开始，到**年的30.48%，突破30%临界值后，城市化进程进入加速阶段，至**年我国城
镇化率已经达到56.1%，但与发达国家平均70%以上的城市化率相比，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中国城市园林绿化行业调查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5年）认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人口密度上升使得人们生活的空间变得拥挤，这时人们对能够提供休息
、锻炼、社交场所的城市园林消费需求快速上升。同时，快速增长的城镇人口使得城市面积不断扩大
，进而推动了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住宅建设，对国内城市园林绿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由3.37万平方公里扩大到5.21万平方公里；城市绿地面积由132.12万公顷扩
大到236.78万公顷；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亦稳步提升，由**年的35.11%提高到**年的40.12%。
《中国城市园林绿化行业调查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5年）》在多年城市园林绿化行
业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城市园林绿化行业市场的发展现状，通过资深研究团队对城市园林绿化
市场各类资讯进行整理分析，并依托国家权威数据资源和长期市场监测的数据库，对城市园林绿化行业
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研究。
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中国城市园林绿化行业调查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5年）可以
帮助投资者准确把握城市园林绿化行业的市场现状，为投资者进行投资作出城市园林绿化行业前景预判
，挖掘城市园林绿化行业投资价值，同时提出城市园林绿化行业投资策略、营销策略等方面的建议。
第一章 园林绿化与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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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园林绿化产业内部结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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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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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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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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发展面临的形势分析
五、环保业主要推动发展对策
六、环保产业发展战略
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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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期间出台政策
四、2018年环保产业政策
五、产业政策措施需完善
第四节 中国环保产业投资及前景
一、“十一五”投资情况
二、“十三五”投资机会
三、“十三五”发展展望
四、产业发展趋势及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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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城市园林绿化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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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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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业主管部门及自律性组织
（二）行业主要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二、政策对市政园林行业的影响
三、2018年《关于促进城市园林绿化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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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和检查验收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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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一五”成就斐然
五、各层面蓬勃发展
六、景观设计学科兴起
第二节 国家园林城市的创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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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建标准
二、2013-2018年国家级园林城市
三、国家园林级城市（区）
四、2018年国家园林城市、县城和城镇命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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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园林绿化存在的问题
四、城市园林绿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五、园林设计存在问题
六、中国城市园林绿化状况仍远落后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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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园林绿化建设中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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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市政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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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更高层次的功能要求推进市政园林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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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全国城市、县区重点规划园林绿化建设
三、城镇化拉动二三线城市园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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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存在半城市化特征
五、我国城市化仍将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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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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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园经营对策
五、城市公园经营模式解析
六、城市公园未来发展趋势
七、国内城市公园经营案例分析
第六章 地产园林
第一节 中国房地产业发展
一、中国房地产发展历程
二、2018年中国房地产市场运行分析
三、2018年房地产市场运行分析
四、2018年房地产市场趋势预测
五、2018-2025年中国房地产发展预测
（一）2018-2025年中国房地产发展环境分析
（二）2018-2025年房地产市场刚需分析
（三）2018-2025年我国房地产市场预测
（四）2018-2025年中国楼市政策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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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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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产园林风险性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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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景观设计业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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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绿化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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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绿化苗木行业竞争格局
五、绿化苗木产业区域分布特点
六、苗木产业面临的挑战及风险
第三节 苗木业经营模式解析
一、产品结构与实体经营模式
二、企业经营模式
三、生产者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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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苗木面临的挑战
二、绿化苗木产业发展思路探索
三、绿化苗木发展思路及模式需调整
第八章 国内城市园林绿化竞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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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园林行业竞争特点分析
一、行业集中度低
二、不同规模企业竞争表象分析
三、区域内竞争激烈
四、行业壁垒破立并存
五、横向扩张与纵向延伸成为竞争关键
第二节 主要细分领域竞争特点分析
一、景观设计领域竞争特点分析
二、园林绿化施工领域竞争特点分析
第三节 园林企业核心竞争力分析
一、不同的商业模式与成长轨迹
二、核心竞争力
三、财务特征
四、成长模式
五、风险特征
六、企业不同的成长轨迹
七、核心竞争要素分析
第四节 园林绿化龙头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一、加大苗木种植投入，保障自身需求
二、依靠中外合作，快速提升设计实力
三、上市拓宽融资渠道，破除资金瓶颈
四、跨区域经营，龙头企业强者恒强
五、与其他工程承包企业相比，优势与问题并存
六、其他工程承包企业纷纷进入园林绿化市场
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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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普邦园林竞争优劣势
第九章 重点企业经营分析
第一节 东方园林
一、公司总体规模与盈利状况
二、2018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
四、2013-2018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五、2018年公司发展展望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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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棕榈园林
一、公司总体规模与盈利状况
二、2018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
四、2013-2018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五、2018年公司发展展望及策略
第三节 铁汉生态
一、公司总体规模与盈利状况
二、2018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
四、2013-2018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五、2018年公司发展展望及策略
第四节 普邦园林
一、公司总体规模与盈利状况
二、2018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咨询热线40０-612-8668
……
四、2013-2018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五、2018年公司发展展望及策略
第五节 苏州园林
一、公司介绍
二、公司架构
第六节 东莞岭南园林
一、公司介绍
二、主要代表业绩
第七节 山东光合园林
一、公司介绍
二、公司架构
三、公司发展分析
第八节 杭州天开园林
一、公司介绍
二、公司架构
第十章 重点省市园林绿化项目建设及投资
第一节 山东
一、山东城市园林示范城市建设情况
二、2017年山东省5城市晋升国家园林城市
三、2018年山东园林绿化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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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8年山东省城市园林绿化会议在德州召开
五、2018年邹城市园林局解放思想加快推进园林城市创建
六、2018年山东曲阜市实施大绿化推进创建园林城市
七、2018年山东省高密市调度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工作
八、2018年山东文登打造山水园林城市加快推进绿化工程
九、2017年济南开展施工质量月检查 37项园林绿化工程受检
第二节 浙江
一、杭州主要园林公司规模
二、慈溪市园林绿化项目建设情况
三、宁波镇海园林绿化项目建设
四、浙江东阳建设国家园林城市
五、金华巨资打造国家园林城市
六、浙江象山改造城区园林设施
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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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同里镇园林绿化情况
四、如皋创建国家园林城市
五、淮安园林绿化项目投资情况
六、常熟建设省级园林小城镇
第五节 广东
一、2018年广东园林城市建设目标
二、广州：绿化管理条例征集意见
三、深圳园林城市建设情况
四、清远推创国家园林城市
五、蓬江巨资打造绿化园林
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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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区建设园林景观带
四、海淀区园林绿化建设状况
五、北京园博会项目建设情况
第七节 上海
一、上海园林绿化城市建设分析
二、上海节约型园林建设思路初显
三、杨浦区绿化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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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浦东区滨江森林公园二期建设情况
五、浦东巨资打造迪士尼项目
六、东滩将建设生态城
第十一章 城市园林绿化投资分析
第一节 主要产业投资模式特性分析
一、行业产业链
二、园林绿化行业总体特征
三、园林绿化工程领域特征
四、绿化苗木种植领域特征
第二节 主要投资来源及特性
一、地方政府投资意愿强烈
二、政府公共园林投资稳步增长
三、社会投资速度加快
四、房地产园林投资
五、PE将以“挑剔”眼光投资园林景观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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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壁垒
一、影响行业发展的有利因素
二、影响行业的不利因素
三、进入行业的主要壁垒
第五节 园林业资金需求解析
一、产业环境动荡引发资金链问题
二、上市园林公司经营现金流为负
三、上市公司的资金需求分析
四、民间借贷愈演愈烈
第六节 城市园林绿化投资建议
一、城市园林绿化投资建议
二、地区差异投资建议
第十二章 2018-2025年城市园林绿化发展前景及规划
第一节 园林绿化行业前景分析
一、园林业绿化“十三五”投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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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化对园林绿化的推动
三、园林绿化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
四、2018-2025年中国城市园林绿化业预测
第二节 城市园林绿化发展趋势
一、现代园林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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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我国现代城市园林的发展趋势
五、城市园林业将实现建筑与景观融合
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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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简约化
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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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园林企业为投资方提供规划设计建议
第五节 济 研咨询 全国造林绿化规划纲要 2018-2025年
一、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二、目标与任务
三、建设重点
四、保障措施
图表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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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8年全球环保市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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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3-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8年－2015年中国城市化率与建成区面积迅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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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城市化率沿S 型曲线变动
图表 2011－205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展望
图表 2011－2050年中国城镇新建住宅套数和面积展望

-12-

城市园林绿化市场调研分析报告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中国城市园林绿化行业调查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5年）

图表 2011－2050年中国房屋总竣工面积及增速展望
图表 国家园林城市部分重要标准
图表 国家森林城市部分重要标准
图表 2018年－2014年国家园林城市和森林城市数量
图表 2018年－2014年全国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图表 2013-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速度
图表 2013-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速度
图表 2013-2018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其实际增长速度
……
同步：园林绿化行业的管理体系
图表 园林绿化相关的政策法规
图表 2013-2018年新增国家园林城市数量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园林绿化行业规划类政策法规
图表 园林施工资质的分级管理规定
图表 各级资质的园林企业经营范围
图表 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资质的分级管理规定
图表 工程设计行业各资质等级的经营范围
图表 市政园林行业发展重点变化
图表 2013-2018年全国公园绿地面积保持较快增长
图表 2013-2018年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增速较快
图表 2013-2018年城市园林绿化固定资产投资
图表 2013-2018年城市绿地率、绿化率和公园绿地占城市面积比率
图表 2018年－2010年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
图表 2018年美国人口前十大城市人均公园面积排序
……
图表 2018年－2015年地方财政增长速度
图表 2018年－2010年城市园林绿化固定资产投资占地方财政支出占比
图表 2018年－2010年全国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支出
图表 2018年－2010年园林绿化占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的比例
图表 2018年－2015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攀升
图表 2018年－2014年世界其他国家城市化率
图表 2018年－2014年城市建成区面积
图表 2018年－2015年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及覆盖率
图表 2018年－2010年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
……
图表 2018年－2010年全国园林绿化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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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8年－2010年市政园林投资占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比例
图表 2018年－2018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
图表 2018年－2018年市政园林每平方米公园绿地造价估算
图表 2018年－2018年我国市政园林行业投资规模的测算过程
图表 2018年－2018年市政园林固定资产投资预测
图表 2018年－2015年我国每年新增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县城数目
图表 2018年－2015年我国GDP 逐年快速攀升
图表 2018年－2015年我国城市化率提升迅速
图表 2018年－2018年我国人均GDP 增长情况
图表 2018年－2015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情况
图表 2013-2018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土地购置面积和土地成交价款累计同比增速
图表 2013-2018年全国新出让土地平均成交单价
图表 2018年全国土地购置面积当月情况
图表 2018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
图表 2018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
图表 2018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当月完成情况
图表 2018年全国住宅投资当月完成情况
图表 2013-2018年商品房施工面积、新开工面积、竣工面积增速%
图表 2018年房屋新开工面积与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
图表 2018年全国房地产新开工、施工和竣工面积情况
图表 2018年房地产当月新开工情况
图表 2018年房屋竣工面积当月情况
图表 2018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及销售额增速
图表 2018年全国房地产开发和销售情况
图表 2018年东中西部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情况
图表 2018年东中西部地区房地产销售情况
图表 2013-2018年全国商品房月销售面积
图表 2013-2018年全国商品房成交增速
图表 2018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当月情况
图表 2018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当月情况
图表 2018年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情况
图表 2018年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到位资金
图表 2018年全国房地产单月开发资金来源情况
图表 2018年全国房地产开发资金构成
图表 2013-2018年国房景气指数变动情况
图表 2018年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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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8年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
图表 2013-2018年“国房景气指数”变动趋势
图表 2013-2018年累计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及同比增长率变动趋势
图表 2013-2018年累计不同用途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构成情况
图表 2013-2018年累计不同用途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变动趋势
图表 2018年2018年累计不同地区房地产投资额完成情况
图表 2013-2018年累计东、中、西部地区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变动趋势
图表 2013-2018年累计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构成情况
图表 2013-2018年累计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构成增长率变动趋势
图表 2013-2018年累计全国房地产土地购置与待开发面积及同比增长率变动趋势
图表 2013-2018年累计全国商品房、商品住宅施工面积及同比增长率变动趋势
……
图表 2013-2018年累计全国商品房、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及同比增长率变动趋势
图表 2013-2018年累计全国商品房、商品住宅销售额及同比增长率变动趋势
图表 2018年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预测
图表 2018年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小计预测
图表 2018年房地产开发土地购置面积预测
图表 2018年商品房新开工和竣工面积预测
图表 2018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预测
图表 2013-2018年房地产行业关键指标预测
图表 刚性需求的微观分析框架
图表 2013-2018年实际“刚需”的构成变化（百万套）
图表 2018-2025年每年新增住宅供给和潜在刚性需求
图表 2018-2025年累积住宅供给和累积潜在刚性需求
图表 房地产调控政策回顾
图表 2018年－2015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图表 2018年－2015年地产园林市场规模
图表 2018年全国地方政府收入组成
图表 园林绿化支出呈现刚性特点，与土地出让收入无关联，占地方收入比例不断上升
图表 2018年－2014年全国园林市场规模持续增长
图表 2018年－2014年市政园林和地产园林市场规模比较
图表 2018年花卉种植面积分布
图表 2018年观赏苗木种植面积分布
图表 绿化苗木行业四大产销区域
图表 2013-2018年花卉企业数量
图表 2013-2018年花卉种植面积及销售额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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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3-2018年绿化苗木种植面积及销售额增长
图表 绿化苗木产业链
图表 主要绿化苗木企业
图表 2013-2018年全国观赏苗木平均每株价格走势
图表 2008-2015年园林50 强中不同规模企业分布
图表 2008-2015年园林50 强平均规模快速提升
图表 2013-2018年园林景观行业市场集中度
图表 2012全国绿化企业50强利润前10名
图表 2012全国园林绿化业50强营业收入
图表 2018年全国园林绿化企业前10强
图表 216家具有城市园林绿化一级资质的企业的分布情况
图表 不同资质企业的经营范围差异
图表 2018年末前上市与未上市龙头收入复合增长率
图表 三家公司上市前3年和上市至今收入复合增长率
图表 2015年城市园林绿化企业50 强营业收入分布
图表 2008-2015年园林行业绿化企业50 强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
图表 截止2018年末全国各地区城市园林绿化一级资质企业数量分布
图表 截止2018年末各省城市园林绿化一级资质企业分布
图表 2013-2018年各地区公园绿地面积增速
图表 2018年各省具有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甲级资质公司数量
图表 风景园林工程实际专项资质的分级管理规定及经营范围
图表 574家具有城市园林绿化一级资质的企业的分布
图表 园林施工资质的分级管理规定
图表 各级资质园林企业的经营范围
图表 园林绿化施工合同付款一般规定
图表 投标中及中标后保函以及保证金的资金应用
图表 2018年－2015年东方、棕榈园林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例
图表 2018年－2015年东方、棕榈园林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例
图表 市政园林与地产景观商业模式对比
图表 地产园林将逐渐由项目竞争转变为平台竞争
图表 2018年度全国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营业收入前十名
图表 其他园林绿化龙头企业的绿化苗木种植情况
图表 东方园林、棕榈园林重大合同分布
图表 2013-2018年工程承包行业毛利率
……
图表 2013-2018年棕榈园林分业务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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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3-2018年东方园林分业务毛利率
图表 2013-2018年工程承包行业应收账款周转率
图表 2013-2018年工程承包行业存货周转率
图表 2013-2018年工程承包行业总资产周转率
图表 2013-2018年工程承包行业流动资产周转率
图表 2013-2018年工程承包上市企业的营运能力
图表 2013-2018年工程承包行业收现比例
图表 2013-2018年工程承包行业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例
图表 2013-2018年工程承包行业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比例
图表 2013-2018年工程承包行业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例
图表 装修装饰业企业经营园林绿化情况
图表 2013-2018年东方园林近年来营业收入保持高速增长
图表 2013-2018年东方园林在华北地区的收入占比持续下降
图表 东方园林控股设计公司一览
图表 2013-2018年东方园林财务数据展望
图表 2018年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主营构成数据分析表
……
图表 2013-2018年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分析表
图表 2013-2018年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利润构成与盈利能力分析表
图表 2013-2018年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能力分析表
图表 2013-2018年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能力分析表
图表 2013-2018年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资产与负债分析表
图表 棕榈园林市政园林项目统计
图表 2018年棕榈园林分部经营业绩情况
图表 2013-2018年棕榈园林利润表预测
图表 2018年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主营构成数据分析表
……
图表 2013-2018年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分析表
图表 2013-2018年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利润构成与盈利能力分析表
图表 2013-2018年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能力分析表
图表 2013-2018年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能力分析表
图表 2013-2018年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资产与负债分析表
图表 2013-2018年铁汉生态公司营收增长图
图表 2013-2018年铁汉生态公司单季营收增长图
图表 208-2017年铁汉生态公司单季净利增长图
图表 2013-2018年铁汉生态公司单季净利增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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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8年铁汉生态公司分产品业务结构
图表 2018年铁汉生态公司业务地区分布
图表 208-2017年铁汉生态公司毛利率增长图
图表 208-2017年铁汉生态公司管理费用率增长图
图表 2018年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主营构成数据分析表
……
图表 2013-2018年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分析表
图表 2013-2018年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利润构成与盈利能力分析表
图表 2013-2018年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资产与负债分析表
图表 2013-2018年普邦园林设计业务收入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普邦园林设计业务毛利率（％）
图表 2013-2018年普邦园林公司营业收入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普邦园林公司净利润
图表 2013-2018年普邦园林收入区域分布情况
图表 2013-2018年普邦园林前五客户收入占比图
图表 2018年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主营构成数据分析表
……
图表 2013-2018年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分析表
图表 2013-2018年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利润构成与盈利能力分析表
图表 2013-2018年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能力分析表
图表 2013-2018年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能力分析表
图表 2013-2018年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资产与负债分析表
图表 园林绿化产业链及上下游示意图
图表 不同地区绿化覆盖率差异较大
图表 城市园林绿化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快速增长
图表 我国城市园林绿化状况持续改善
图表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稳步提升
图表 我国园林城市（区）、县城、城镇授予情况
图表 我国森林城市、绿化模范城市（区）、县（市）授予情况
图表 近年来我国地产园林和公共园林投资情况对比 （亿元）
图表 地产景观规模逐步增大
图表 房地产投资增速快于市政园林绿化投资
图表 上市园林公司经营现金流与模型吻合情况
图表 园林绿化受国家政策支持
图表 世界主要城市绿化水平比较
图表 美国的园林绿化服务行业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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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主要细分行业增速及市场容量预测
图表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图表 城市建成区公共绿地面积
图表 01年-10年人均拥有公共绿地面积
图表 中西部城市的园林建设目标与计划
图表 我国城市化水平从1980年19%跃升至2014年的4968%
图表 城市绿化投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87%
图表 2010年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上涨至3822%
图表 2018年世界各国城市化水平，中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图表 中国各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的不均衡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3/59/ChengShiYuanLinLvHuaShiChangJing.html
图表 中国劳务工劳动力呈现向中西部流动迹象
图表 广州市旧城更新改造规划图
图表 基于新增城市化水平园林市场的估算
图表 未来五年基于现有城市化水平市政园林市场测算
图表 驱动因素不仅影响园林建设的发展速度，也决定了发展趋势与方向
图表 城市园林生态化，与生态修复相结合
图表 园林生态城市评价标准调景观与生态保护（修复）结合，向节约型、生态型、功能完善型发展
图表 全国多数城市争创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图表 铁汉生态在园林与生态结合方面具有独特复合技术优势
图表 东方园林迎合新需求，大单数量和金额远远超过了以往水平
图表 我国水土流失及治理情况
图表 我国环境质量投资情况
图表 全国公路总里程及公路密度
图表 全国公路建设投资额
图表 我国公路环境保护投资额不断上升
图表 公路绿化里程比例不断上升
图表 未来五年公路绿化投资额测算
图表 公路生态绿化图例
图表 矿区生态修复图例
图表 保证金制度2018年全国施行，矿区生态修复发生巨大变化
图表 《全国矿产资源规划》约束指标
图表 未来五年矿区生态修复每年投资金额测算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水利建设投资和水土保持生态环境保护投资情况
图表 园林规划设计步骤
图表 项目工程各阶段对工程造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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