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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5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认
为，**年燃气发电、化工行业以及上游直供的工业（采掘业、石油化工）的天然气消费量分别为344亿立
方米（其中集中式发电约304亿立方米）、259亿立方米和301亿立方米。这些领域由于用气量较大，一
般会由上游直供天然气，与城市燃气企业的业务无关。因此， **年，与城市燃气企业相关的天然气消费
总量为1068亿立方米，占总体消费量的55%。预计到**年，与城市燃气企业相关的天然气消耗量将达到
1987亿立方米，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5%，高于之前预期的12%的复合增速。
2018-2025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2018-2025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对城市燃气生产和供
应市场的分析由大入小，从宏观到微观，以数据为基础，深入的分析了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在市场
中的定位、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现状、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市场动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重
点企业经营状况、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相关政策以及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产业链影响等。
《2018-2025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还向投资人全面的呈
现了各大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公司和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相关项目现状、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未来
发展潜力，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投资进入机会、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风险控制、以及应对风险对策等。
第一章 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综述
第一节 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定义及分类
一、行业概念及定义
二、行业主要产品大类
三、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第二节 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统计标准
一、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统计部门和统计口径
2018年から2025年までの中国の都市ガス生産?供給産業の現状分析と発展動向に関する調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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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二、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统计方法
三、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数据种类
第三节 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下游发展分析
一、中国人口结构情况
二、中国家庭户情况
三、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情况
四、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分析
五、中国城市化进程情况
六、中国城市燃气用气人口情况
第二章 2018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市场环境分析
第一节 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行业相关政策解析
二、行业发展规划分析
第二节 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一、国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二、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三、行业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第三节 行业价格环境分析
一、行业的定价机制
二、行业定价机制不合理因素分析
三、行业价格改革的方向与趋势
四、天然气价格改革趋势分析
五、国际天然气价格改革经验
第四节 行业贸易环境分析
一、行业贸易环境发展现状
二、行业贸易环境发展趋势
第五节 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一、城市化进程对行业发展影响
二、行业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协调问题
三、行业发展的安全生产与危机防范问题
第三章 2013-2018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所属行业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13-2018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所属行业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增长分析
2013-2018年中国城市燃气行业企业单位数
二、从业人数增长分析

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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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产规模增长分析
第二节 2018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所属行业结构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二、销售收入结构分析
第三节 2013-2018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所属行业产值分析
一、产成品增长分析
二、工业销售产值分析
三、出口货值分析
第四节 2013-2018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成本费用分析
一、销售成本统计
二、费用统计
第五节 2013-2018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所属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一、主要盈利指标分析
二、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第四章 2018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所属行业市场竞争状况分析
第一节 行业国际市场竞争状况分析
一、国际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所属行业发展状况
二、国际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所属业发展趋势分析
三、国际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所属行业改革的经验与借鉴
在线阅读
：http://www.360Baogao.com/9/29/ChengShiRanQiShengChanHeGongYing.html
四、跨国公司在华市场的投资布局
第二节 行业国内市场竞争状况分析
一、国内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所属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二、国内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所属行业集中度分析
三、国内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所属行业竞争现状分析
四、城市燃气和供应行业五力模型分析
五、民营资本进入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所属行业模式分析
第三节 行业不同经济类型企业竞争分析
一、不同经济类型企业特征情况
二、行业经济类型集中度分析
第四节 行业投资兼并与重组整合分析
一、行业投资兼并与重组整合概况
二、行业投资兼并与重组整合特征
三、行业投资兼并与重组整合趋势
第五章 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所属行业生产和运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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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所属行业生产状况
一、天然气资源勘探与开发
二、煤层气资源勘探与开发
三、能源勘探与开发对城市燃气所属行业的影响
第二节 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所属行业运输状况
一、天然气运输概况
二、液化石油气运输概况
三、人工煤气运输概况
第三节 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所属行业运输建设情况
一、天然气运输建设情况
二、液化石油气运输建设情况
三、人工煤气运输建设情况
四、主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企业项目建设情况分析
第四节 城市燃气配送系统建设情况
一、城市燃气门站建设情况
二、城市燃气储配站建设情况
三、城市燃气调压站建设情况
第六章 2018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所属行业市场供给分析
第一节 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总体供给情况
一、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市场供给构成
二、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市场供给总量分析
三、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市场供给增长情况
第二节 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各子市场供给分析
一、天然气供给分析
二、液化石油气供给分析
三、人工煤气供给分析
第三节 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供给商业模式分析
一、接驳业务分析
二、燃气销售业务分析
第七章 2018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所属行业市场消费分析
第一节 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总体消费分析
一、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消费结构分析
二、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消费总量分析
三、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消费增长情况
四、主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企业市场消费分析
第二节 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各子市场消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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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然气市场消费分析
二、液化石油气市场消费分析
三、人工煤气市场消费分析
第三节 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市场供需平衡分析与预测
一、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供需平衡现状情况
二、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供给结构预测
三、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供需平衡趋势分析
第八章 2018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重点区域市场分析
第一节 行业总体区域结构特征分析
一、行业区域结构总体特征
二、行业区域集中度分析
三、行业区域分布特点分析
四、行业规模指标区域分布分析
五、行业效益指标区域分布分析
六、行业企业数的区域分布分析
第二节 广东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分析及预测
一、广东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规划及配套措施_订′阅′热线′0′10′66′1′8′10′９′9
二、广东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在行业中的地位变化
三、广东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经济运行状况分析
四、广东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企业分析
五、广东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 内蒙古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分析及预测
一、内蒙古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规划及配套措施
二、内蒙古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在行业中的地位变化
三、内蒙古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经济运行状况分析
四、内蒙古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企业分析
五、内蒙古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第四节 上海市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分析及预测
一、上海市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规划及配套措施
二、上海市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在行业中的地位变化
三、上海市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经济运行状况分析
四、上海市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企业分析
五、上海市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第五节 江苏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分析及预测
一、江苏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规划及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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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苏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在行业中的地位变化
三、江苏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经济运行状况分析
四、江苏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企业分析
五、江苏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第六节 山东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分析及预测
一、山东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规划及配套措施
二、山东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在行业中的地位变化
三、山东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经济运行状况分析
四、山东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企业分析
五、山东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第七节 四川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分析及预测
一、四川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规划及配套措施
二、四川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在行业中的地位变化
三、四川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经济运行状况分析
四、四川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企业分析
五、四川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第八节 北京市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分析及预测
一、北京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规划及配套措施
二、北京市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在行业中的地位变化
三、北京市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经济运行状况分析
四、北京市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企业分析
五、北京市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第九节 浙江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分析及预测
一、浙江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规划及配套措施
2018-2025 nián zhōngguó chéngshì rán qì shēngchǎn hé gōngyìng
hángyè xiànzhuàng fēnxī yǔ fāzhǎn qūshì yán jiù bàogào
二、浙江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在行业中的地位变化
三、浙江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经济运行状况分析
四、浙江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企业分析
五、浙江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第十节 河南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分析及预测
一、河南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规划及配套措施
二、河南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在行业中的地位变化
三、河南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经济运行状况分析
四、河南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企业分析
五、河南省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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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进出口市场分析
第一节 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进出口状况综述
第二节 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出口市场分析
一、2018年行业出口分析
……
……
第四节 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进口市场分析
一、2018年行业进口分析
……
……
第四节 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进出口前景及建议
一、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出口前景及建议
二、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进口前景及建议
第十章 2018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主要企业生产经营分析
第一节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二节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Research Report on Current Situation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s
Urban Gas Production and Supply Industry from 2018 to 2025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三节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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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四节 其它企业运行分析
一、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
二、新奥燃气控股有限公司
三、百江燃气集团
四、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
第十一章 2018-2025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投资分析
第一节 2018-2025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投资风险
一、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政策风险
二、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技术风险
三、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供求风险
四、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五、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关联产业风险
六、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产品结构风险
七、企业生产规模及所有制风险
八、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其他风险
第二节 2018-2025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投资结构分析
一、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投资规模分析
二、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投资资金来源构成
三、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投资项目建设分析
四、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投资资金用途分析
五、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投资主体构成分析
第三节 2018-2025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一、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进入/退出壁垒分析
二、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盈利模式分析
三、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盈利因素分析
第十二章 2018-2025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趋势与前景预测
第一节 2018-2025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天然气将作为主要气源
2018-2025年中國城市燃氣生產和供應行業現狀分析與發展趨勢研究報告
二、管道天然气的消费量快速上升
三、城市燃气消费结构将以工商业为主
第二节 2018-2025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一、2018-2025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前景预测
二、2018-2025年中国天然气前景预测
三、2018-2025年中国液化石油气前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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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8-2025年中国人工煤气前景预测
第三节 2018-2025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市场盈利预测分析
第十三章 2018-2025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企业发展策略分析
第一节 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企业自主创新策略分析
一、企业自主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
二、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探索
三、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建议
第二节 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企业与上游企业矛盾应对策略分析
一、企业与上游供气企业的关系
二、上游垄断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三、企业与上游矛盾的应对策略
四、加快企业市场化道路的思考
第一节 北.京.济.研: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企业市场开拓策略分析
一、开拓一级城市市场策略分析
二、开拓二级城市市场策略分析
三、开拓农村市场策略分析
图表目录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GDP总量及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8年中国月度CPI、PPI指数走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走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速统计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全社会固定投资额走势图（2014年不含农户）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财政收入支出走势图 单位：亿元
图表 近期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对美元）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货币供应量月度数据统计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外汇储备走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央行存款利率调整统计表
图表 2013-2018年央行贷kuan利率调整统计表
图表 我国近几年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情况统计表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走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货物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走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人口及其自然增长率变化情况
图表 各年龄段人口比重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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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3-2018年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及普通高中招生人数走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广播和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走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城镇化率走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走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工业总产值占GDP比重（单位：亿元，%）
图表 2018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单位：%）
图表 1999-2020年主力经济活动人口（35-54岁）比重变化及预测（单位：%）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企业数量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亏损企业数量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从业人数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资产规模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8年我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不同类型企业数量分布图
图表 2018年我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量分布图
图表 2018年我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不同类型企业销售收入分布图
图表 2018年我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销售收入分布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产成品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工业销售产值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出口货值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销售成本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费用使用统计图 单位：亿元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主要盈利指标统计图 单位：亿元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主要盈利指标增长趋势图
图表 罐式集装箱与槽车运输成本对比（单位：元/立方米，%）
略……
订购《2018-2025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报告编号
：2307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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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ChengShiRanQiShengChanHeGongYing.html

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11-

2018-2025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相关报告
※ 2018-2025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
※ 2018-2025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市场深度调查分析及发展前景研究报告
※ 2018-2025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现状调研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
※ 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现状调研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报告（2018-2025年）
※ 2018-2025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现状调研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
※ 2018年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发展调研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
※ 2018-2025年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市场深度调查研究与发展前景分析报告
※ 2018年版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深度调研及市场前景分析报告
※ 2018年版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市场现状调研与发展前景趋势分析报告
※ 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现状调研分析及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版）
※ 中国炉底渣行业发展回顾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5年）
※ 2018-2025年中国汽轮机行业现状研究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
※ 2018-2025年中国能源工业与新能源技术市场现状调研分析及发展前景报告
※ 中国城市燃气行业现状调研及发展前景分析报告（2018-2025年）
※ 中国新能源产业园区市场调查研究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5年）
※ 中国城市燃气行业现状调研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2018-2025年）
※ 2018-2025年中国氧化钇市场深度调查分析及发展前景研究报告
※ 2018-2025年中国核聚变能行业研究分析及发展趋势预测报告
※ 2018-2025年中国核聚变能行业现状调研分析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 中国西藏能源行业发展回顾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5年）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9/29/ChengShiRanQiShengChanHeGongYing.html

-12-

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市场调研分析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