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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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铁塔属于信号发射塔的一种，也叫信号发射塔或信号塔，主要功能支持信号，为信号

发射天线做支撑，用于途移动、联通、电信、交通卫星定位系统（GPS）等通讯部门。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2-2016年中国通信铁塔行业研究与未来发展趋势报告》共十

二章，依据国家统计局、国家信息中心、国家海关总署、地方政府机构、行业协会等权威机

构的数据。内容严谨，数据翔实，结合丰富的图表，可以直观的看到通信铁塔市场的发展动

态竞争格局等信息。对我国通信铁塔市场环境与发展前景、市场竞争格局与动态、市场需求

供给与产销状况、投资风险与规避经营、未来行业趋势与规划建议等进行深入研究，并列举

通信铁塔市场行业内重点企业状况，竞争优势等。报告深入揭示了通信铁塔市场潜在需求和

机会，为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投资决策，为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行业

市场情报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一章2011年国外通信设备产业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2011年全球通信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全球通信产业亮点聚焦

二、通信设备制造业运营分析

二、通信设备技术分析

三、移动通信设备投资额预测

第二节2011年危机阴影下的全球通信设备市场分析

一、全球电信设备市场需求

二、我国电信设备商发展模式的挑战

三、中资企业海外市场机会与风险分析

 

第二章2011年中国通信设备行业发展动态分析

第一节 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业发展现状及形势

一、30年来我国通信设备行业发展回顾

二、国内通信设备业现状及前景

三、国内通信设备业面临的形势

四、通信设备业《规划》实施的重点内容



第二节2011年我国通信设备行业发展分析

一、通信设备制造业产值情况

二、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情况

三、我国通信设备净出口分析

四、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发展分析

五、电信重组与3G发牌的影响分

 

第三章2011年中国通信铁塔产业运行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国民经济运行情况GDP

二、消费价格指数CPI、PPI

三、全国居民收入情况

四、恩格尔系数

五、工业发展形势

六、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七、财政收支状况

八、中国汇率调整

九、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情况

十、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情况

十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十二、对外贸易&amp;进出口

第二节2011年中国通信铁塔产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钢结构通信塔设计与施工(新规范)

二、通信塔基础的标准化设计

三、钢结构单管通信塔技术规程

第三节2011年中国通信铁塔产业社会环境分析

 

第四章 2011年中国通信铁塔产业运行形势分析

第一节2011年世界通信铁塔产业概况

一、东京建全球最高通讯塔

二、世界第四高通讯塔将在伊朗首都投入使用

三、世界十大通讯塔



第二节2011年中国通信铁塔产业运行综述

一、微波通讯塔的特点

二、通信铁塔设计分析

三、通信铁塔项目分析

第三节2011年中国通信铁塔产业发展存在问题分析

 

第五章2011年中国通信铁塔产业市场运行动态分析

第一节2011年中国通信铁塔产业市场动态概述

一、通信铁塔供给分析

二、通信铁塔市场需求整体概况

三、影响通信铁塔市场供需的因素分析

第二节2011年中国通信铁塔产业市场需求分析

一、新疆建起世界最高沙漠通信铁塔

二、梅泰诺:跟随3g建设成长的通信铁塔制造商

三、七建土库曼通信塔架一次吊装成功

第三节 梅泰诺:创造通信塔领域全新商业模式研究

 

第六章 2007-2011年中国通信设备制造行业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07-2011年中国通信设备制造行业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增长分析

二、从业人数增长分析

三、资产规模增长分析

第二节　2011年三季度中国通信设备制造行业结构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1、不同类型分析

2、不同所有制分析

二、销售收入结构分析

1、不同类型分析

2、不同所有制分析

第三节　2007-2011年中国通信设备制造行业产值分析

一、产成品增长分析

二、工业销售产值分析



三、出口交货值分析

第四节　2007-2011年中国通信设备制造行业成本费用分析

一、销售成本统计

二、费用统计

第五节　2007-2011年中国通信设备制造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一、主要盈利指标分析

二、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第七章 2006-2010年中国通信铁塔进出口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06-2010年中国通信铁塔进口数据分析

一、进口数量分析

二、进口金额分析

第二节 2006-2010年中国通信铁塔出口数据分析

一、出口数量分析

二、出口金额分析

第三节 2006-2010年中国通信铁塔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第四节 2006-2010年中国通信铁塔进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一、进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二、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第八章 2011年中国通信铁塔产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2011年中国通信设备产业竞争现状分析

一、通信设备业竞争形势日趋激烈

二、国产通信设备竞争力增强

三、通讯设备重塑竞争格局

第二节2011年中国通信铁塔产业竞争态势分析

一、通信铁塔设计工艺竞争分析

二、通信铁塔价格竞争分析

三、通信铁塔成本竞争分析

第三节2011年中国通信铁塔产业提升竞争力策略分析

 

第九章2011年中国通信铁塔产业优势企业竞争力分析



第一节 日照市建兴铁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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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通兴铁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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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湖北银箭通信铁塔施工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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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浙江和勤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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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宁波沪甬电力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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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 浙江鸿顺实业有限公司钢结构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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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泰州市金牛电信器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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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节 江苏南方通达铁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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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节 浙江盛信万马铁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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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节 河北奥塔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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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2011年中国钢结构行业市场运行分析

第一节2011年中国钢结构市场发展形势分析

一、钢结构的八大市场

二、钢结构市场发展机遇

三、建筑钢结构用钢市场广阔

第二节2011年中国主要省市钢结构市场动态分析

一、新疆建筑钢结构市场研究

二、浙江省钢结构行业发展居中国前列

三、钢结构案例之山东科技大厦

四、通州船舶钢结构产业逆势扩张

五、重庆建成西南地区最大钢结构制造基地 

第三节2011年中国钢结构企业动态分析

一、宝钢完成世博三大建筑钢结构加工制造任务

二、杭萧钢构签订广深港客运专线钢结构工程合同

三、中冶建工20万吨钢结构基地在巴南区建成投产

四、广西石化连续重整钢结构进入安装高峰

 

第十一章 2012-2016年中国通信铁塔产业前景预测分析

第一节2012-2016年中国通信铁塔产业趋势预测分析

一、通信铁塔产业技术预测分析

二、通信铁塔产业设计工艺方向分析

三、通信设备制造行业预测分析

第二节2012-2016年中国通信铁塔产业市场预测分析

一、通信铁塔市场供给预测分析

二、通信铁塔需求预测分析



三、通信铁塔竞争格局变化预测分析

四、钢铁制塔楼及格构杆进出口预测分析

第三节2012-2016年中国通信铁塔产业盈利预测分析

 

第十二章2012-2016年中国通信铁塔产业投资战略研究

第一节2012-2016年中国通信铁塔产业投资环境分析

一、宏观经济预测分析

二、通信产业发展趋势的拉动

第二节2012-2016年中国通信铁塔产业投资机会分析

第三节2012-2016年中国通信铁塔产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通信铁塔市场竞争风险分析

二、通信铁塔技术风险分析

三、通信铁塔原材料风险分析

四、通信铁塔产业进入退出风险分析

第四节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权威专家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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