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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2011-2015年中国白银市场深度调查及投资前景评估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指导性强

，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信息，准

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发展定

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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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 http://www.abaogao.com 

       白银，即银，因其色白，故称白银，与黄金相对。多用其作货币及装饰品。古代做通货时

称白银。业内人士指出，因为白银被广泛用于太阳能、电池等新材料领域，而黄金因为价格

高昂，工业用途并不多，这就是说，白银比黄金更加稀缺。白银未来有望上涨4倍达到100美

元/盎司。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1-2015年中国白银市场深度调查及投资前景评估报告》共十

四章。首先介绍了白银相关概述、中国白银市场运行环境等，接着分析了中国白银市场发展

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白银重点区域市场运行形势。随后，报告对中国白银重点企业经营

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白银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白银产业有个系统的了

解或者想投资白银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第一章 白银行业发展概述

第一节 白银的概念

一、白银的定义

二、白银的特点

第二节 白银行业发展成熟度

一、行业发展周期分析

二、行业中外市场成熟度对比

三、行业及其主要子行业成熟度分析

第三节 白银市场特征分析

一、市场规模

二、产业关联度

三、影响需求的关键因素

四、国内和国际市场

五、主要竞争因素

六、生命周期



 

第二章 全球白银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世界白银行业发展分析

一、2010年世界白银行业发展分析

二、2011年世界白银行业发展分析

第二节 全球白银市场分析

一、2011年全球白银需求分析

二、2011年欧美白银需求分析

三、2011年中外白银市场对比

第三节 2010-2011年主要国家或地区白银行业发展分析

一、2010-2011年美国白银行业分析

二、2010-2011年日本白银行业分析

三、2010-2011年欧洲白银行业分析

 

第三章 我国白银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中国白银行业发展状况

一、2010年白银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二、2010年中国白银行业发展动态

三、2010年白银行业经营业绩分析

四、2010年我国白银行业发展热点

第二节 中国白银市场供需状况

一、2011年中国白银行业供给能力

二、2011年中国白银市场供给分析

三、2011年中国白银市场需求分析

四、2011年中国白银产品价格分析

第三节 我国白银市场分析

一、2010年上半年白银市场分析

二、2010年下半年白银市场分析

三、2011年上半年白银市场分析

四、2011年下半年白银市场分析

 

第四章 2008-2010年中国白银产业相关运行数据分析



第一节 2008-2010年中国白银行业总体数据分析

一、2008年中国白银行业全部企业数据分析

二、2009年中国白银行业全部企业数据分析

三、2010年中国白银行业全部企业数据分析

第二节 2008-2010年中国白银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一、2008年中国白银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二、2009年中国白银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三、2010年中国白银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第三节 2008-2010年中国白银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一、2008年中国白银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二、2009年中国白银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三、2010年中国白银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第五章 白银产业发展地区比较

第一节 长三角地区

一、竞争优势

二、2010-2011年发展状况

三、2011-2015年发展前景

第二节 珠三角地区

一、竞争优势

二、2010-2011年发展状况

三、2011-2015年发展前景

第三节 环渤海地区

一、竞争优势

二、2010-2011年发展状况

三、2011-2015年发展前景

第四节 东北地区

一、竞争优势

二、2010-2011年发展状况

三、2011-2015年发展前景

第五节 西部地区

一、竞争优势



二、2010-2011年发展状况

三、2011-2015年发展前景

 

第六章 白银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一、现有企业间竞争

二、潜在进入者分析

三、替代品威胁分析

四、供应商议价能力

五、客户议价能力

第二节 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市场集中度分析

二、企业集中度分析

三、区域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行业国际竞争力比较

一、生产要素

二、需求条件

三、支援与相关产业

四、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状态

五、政府的作用

第四节 白银制造业主要企业竞争力分析

一、重点企业资产总计对比分析

二、重点企业从业人员对比分析

三、重点企业全年营业收入对比分析

四、重点企业出口交货值对比分析

五、重点企业利润总额对比分析

六、重点企业综合竞争力对比分析

第五节 2010-2011年白银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一、2010年白银行业竞争分析

二、2010年中外白银产品竞争分析

三、2010-2011年国内外白银竞争分析

四、2010-2011年我国白银市场竞争分析



五、2010-2011年我国白银市场集中度分析

六、2011-2015年国内主要白银企业动向

 

第七章 白银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第一节 白银市场竞争策略分析

一、2011年白银市场增长潜力分析

二、2011年白银主要潜力品种分析

三、现有白银产品竞争策略分析

四、潜力白银品种竞争策略选择

五、典型企业产品竞争策略分析

第二节 白银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一、金融危机对白银行业竞争格局的影响

二、金融危机后白银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

三、2011-2015年我国白银市场竞争趋势

四、2011-2015年白银行业竞争格局展望

五、2011-2015年白银行业竞争策略分析

六、2011-2015年白银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第八章 主要白银企业分析

第一节 企业一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0-2011年经营状况

四、2011-2015年发展战略

第二节 企业二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0-2011年经营状况

四、2011-2015年发展战略

第三节 企业三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0-2011年经营状况

四、2011-2015年发展战略

第四节 企业四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0-2011年经营状况

四、2011-2015年发展战略

第五节 企业五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0-2011年经营状况

四、2011-2015年发展战略

第六节 企业六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0-2011年经营状况

四、2011-2015年发展战略

第七节 企业七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0-2011年经营状况

四、2011-2015年发展战略

第八节 企业八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0-2011年经营状况

四、2011-2015年发展战略

第九节 企业九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0-2011年经营状况

四、2011-2015年发展战略



第十节 企业十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0-2011年经营状况

四、2011-2015年发展战略

 

第九章 白银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一节 2011年发展环境展望

一、2011年宏观经济形势展望

二、2011年政策走势及其影响

三、2011年国际行业走势展望

第二节 2011年白银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2011年技术发展趋势分析

二、2011年产品发展趋势分析

三、2011年行业竞争格局展望

第三节 2011-2015年中国白银市场趋势分析

一、2010-2011年白银市场趋势总结

二、2011-2015年白银发展趋势分析

三、2011-2015年白银市场发展空间

四、2011-2015年白银产业政策趋向

五、2011-2015年白银技术革新趋势

六、2011-2015年白银价格走势分析

 

第十章 未来白银行业发展预测

第一节 2011-2015年国际白银市场预测

一、2011-2015年全球白银行业产值预测

二、2011-2015年全球白银市场需求前景

三、2011-2015年全球白银市场价格预测

第二节 2011-2015年国内白银市场预测

一、2011-2015年国内白银行业产值预测

二、2011-2015年国内白银市场需求前景

三、2011-2015年国内白银市场价格预测



 

第十一章 白银行业投资现状分析

第一节 2010年白银行业投资情况分析

一、2010年总体投资及结构

二、2010年投资规模情况

三、2010年投资增速情况

四、2010年分行业投资分析

五、2010年分地区投资分析

六、2010年外商投资情况

第二节 2011年白银行业投资情况分析

一、2011年总体投资及结构

二、2011年投资规模情况

三、2011年投资增速情况

四、2011年分行业投资分析

五、2011年分地区投资分析

六、2011年外商投资情况

 

第十二章 中国白银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国内白银经济环境分析

一、GDP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三、2011年中国白银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第二节 中国白银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第十三章 白银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

第一节 行业活力系数比较及分析

一、2011年相关产业活力系数比较

二、2009-2010行业活力系数分析

第二节 行业投资收益率比较及分析

一、2011年相关产业投资收益率比较

二、2009-2010行业投资收益率分析

第三节 白银行业投资效益分析



一、2010-2011年白银行业投资状况分析

二、2011-2015年白银行业投资效益分析

三、2011-2015年白银行业投资趋势预测

四、2011-2015年白银行业的投资方向

五、2011-2015年白银行业投资的建议

六、新进入者应注意的障碍因素分析

第四节 影响白银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2011-2015年影响白银行业运行的有利因素分析

二、2011-2015年影响白银行业运行的稳定因素分析

三、2011-2015年影响白银行业运行的不利因素分析

四、2011-2015年我国白银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分析

五、2011-2015年我国白银行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分析

第五节 白银行业投资风险及控制策略分析

一、2011-2015年白银行业市场风险及控制策略

二、2011-2015年白银行业政策风险及控制策略

三、2011-2015年白银行业经营风险及控制策略

四、2011-2015年白银行业技术风险及控制策略

五、2011-2015年白银同业竞争风险及控制策略

六、2011-2015年白银行业其他风险及控制策略

 

第十四章 白银行业投资战略分析

第一节 白银行业发展战略分析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业务组合战略

四、区域战略规划

五、产业战略规划

六、营销品牌战略

七、竞争战略规划

第二节 对我国白银品牌的战略思考

一、企业品牌的重要性

二、白银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三、白银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我国白银企业的品牌战略

五、白银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三节 白银行业投资战略研究

一、2011年贵金属业投资战略

二、2011年白银行业投资战略

三、2011-2015年白银行业投资战略

四、2011-2015年细分行业投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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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05-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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