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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2018-2024年中国石膏板行业市场运营态势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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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在国家一系列政策密集出台的环境下，在国内市场强劲需求的推动下，我国石膏

板产业整体保持平稳较快增长。随着产业投入加大、技术突破与规模积累，在可以预见的未

来，开始迎来发展的加速期。  中国石膏板产量及增长情况分析

     2014年中国石膏板产量34.44亿平方米，与2013年相比增长27.5%。由2010-2017年的统计数据

可知，2011-2013年石膏板产量增速加快，2013及2014年保持在高位，增长率都超过27%。2014

年中国石膏板产量分省产量数据统计分析     地区   产量（万平方米）   占比       全国   344429.79 

        北京   4523.12   1.31%       天津   1973   0.57%       河北   7206.91   2.09%       山西   4613   1.34%       

内蒙古   2304   0.67%       辽宁   6422.7   1.86%       上海   6804.84   1.98%       江苏   21735.01   6.31%       

浙江   6977.62   2.03%       安徽   20166.89   5.86%       福建   1807.83   0.52%       江西   1234   0.36%       

山东   102369.28   29.72%       河南   29271.6   8.50%       湖北   56357.33   16.36%       湖南   7894.73  

2.29%       广东   4297.47   1.25%       重庆   13905.56   4.04%       四川   19792.88   5.75%       贵州  

4914.39   1.43%       云南   4512.16   1.31%       陕西   3428   1.00%       甘肃   7984.05   2.32%       宁夏  

3268.59   0.95%       新疆   664.83   0.19%   

 

      《2018-2024年中国石膏板行业市场运营态势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

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国家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局、智研数据中心提供的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

验证于与我们建立联系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权威统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石膏板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石膏板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

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石膏板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

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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