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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节能灯，又称为省电灯泡、电子灯泡、紧凑型荧光灯及一体式荧光灯，是指将荧光灯与

镇流器（安定器）组合成一个整体的照明设备。 2008年国家启动&ldquo;绿色照明&rdquo;工

程，城乡居民和企业使用中标企业节能灯享受一定比例的补助。节能灯的推广意义重大，然

而，废旧节能灯对环境的危害也引起了关注。到2012年10月底，节能推广工程有上亿节能灯

报废，每只可污染180吨水及五六亩土壤，废旧节能灯的处理和回收问题引起关注。尽管如此

，人们对于节能灯的需求仍然在不断增长，尤其是在刚刚来临的2020年，需求量仍然在持续

增加。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节能灯市场发展态势与行业竞争对手分析报

告》共十五章。首先介绍了节能灯行业市场发展环境、节能灯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

节能灯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节能灯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节能灯做了重

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节能灯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节能灯产业有

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节能灯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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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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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能灯外形规格

三、节能灯原材材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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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节能灯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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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019年世界节能灯产业发展形势分析

第一节 世界灯具行业发展状况

一、全球照明行业发展概况

二、世界固态照明产业发展分析

三、国际固态照明技术研发进展情况

四、全球灯具市场发展预测

第二节 2019年世界节能灯产业发展总况

一、世界节能灯产业发展规模统计分析

二、世界节能灯产品技术处于高端分析

三、世界节能灯产品应用状况分析

四、世界节能灯品牌发展

第三节 2019年世界节能灯市场动态分析

一、2019年世界节能灯产品市场动态分析

二、世界节能灯产品价格走势分析

三、世界节能灯产品进出口特点分析

第四节 2019年世界节能灯产业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三章 2019年全球节能灯品牌代表企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飞利浦Philips

一、公司概况

二、飞利浦加快汽车照明业务升级

三、飞利浦照明出击中国绿色建筑市场

四、飞利浦积极投身中国半导体照明市场

五、飞利浦启动既有建筑照明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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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概况

二、欧司朗发展历程

三、欧司朗加快布局我国LED照明市场

四、欧司朗节能灯领域发展分析

 



第四章 2019年中国节能灯产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国民经济运行情况GDP(季度更新)

二、消费价格指数CPI、PPI（按月度更新）

三、全国居民收入情况（季度更新）

四、恩格尔系数（年度更新）

五、工业发展形势（季度更新）

六、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季度更新）

七、财政收支状况（年度更新）

八、中国汇率调整（人民币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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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中国灯具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分析

第二节 2019年中国节能灯产业政策环境发展分析

一、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分析

二、产品进出口关税分析

三、产业质量标准分析

四、国家政策拉动照明行业内需

五、国家财政补贴大力推广高效照明产品

第三节 2019年中国节能灯产业环境分析

一、能源危机推动高效节能照明灯具发展

二、世界各国携手发展城市绿色照明

三、世界各国加快照明产品更新升级步伐

第四节 2019年国际贸易环境分析

一、我国灯具产品出口欧盟受政策限制

二、中国灯具进入欧盟市场阻力重重

三、美国提高灯具能效标准

四、欧美淘汰白炽灯对我国白炽灯出口市场的影响

五、我国灯饰企业转变市场开拓思路

第五节 2019年中国节能灯社会环境分析



一、人口环境分析

二、教育环境分析

三、文化环境分析

四、生态环境分析

五、中国城镇化率

六、居民的各种消费观念和习惯

 

第五章 2019年中国灯具行业发展状况

第一节 灯具行业总体发展情况

一、中国照明灯具行业变迁历程

二、中国照明灯具产业高速扩张

三、全国照明灯具产业布局情况

四、我国照明灯具产业强劲复苏

五、照明行业需加大技术创新力度

六、照明行业品牌建设情况分析

七、中国照明灯具产业发展面临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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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5-2019年中国灯具制造行业规模分析

二、2019年中国灯具制造行业结构分析

三、2015-2019年中国灯具制造行业产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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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2015-2019年中国灯具及照明装置产量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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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9年灯具及照明装置产量集中度分析

第四节 2019年中国灯具市场发展分析

一、我国灯具市场主流产品的变革

二、照明灯具企业加紧抢夺市场

三、国内灯具市场格局分析

四、照明灯具三雄鼎力格局进一步巩固

五、灯具市场或将受房地产市场影响



 

第六章 2019年中国节能灯产业发展新形势分析

第一节 2019年中国节能灯产业发展总况

一、中国节能灯产业发展与演进

二、中国节能灯产业发展国际市场地位分析

三、中国节能灯产业面临洗牌

四、中国节能灯基地发展分析

五、节能将取代白炽灯研究

六、我国加快节能灯推广步伐

七、中国节能灯OEM生产情况

第二节 2019年中国节能灯产业发展焦点分析

一、制度是节能灯普及的保障

二、中国稀土节能灯有望进入欧盟

三、欧盟取消对中国节能灯反倾销税是大势所趋

第三节 中国部分城市节能灯推广情况

一、北京推广1200万只节能灯

二、上海双重办法推广节能灯

三、天津市继续推广节能灯

四、武汉加大补贴推广节能灯

五、南宁再推广70万只节能灯

六、郑州节能灯推广工作具体内容

第四节 2019年中国节能灯行业发展问题与对策

一、节能灯市场亟待规范

二、节能灯市场准入门槛应提高

三、推广节能灯需用科学方法

四、节能灯产业发展思考及建议

 

第七章 2019年中国节能灯产品市场运营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19年中国节能灯产品发展综述

一、中国节能灯市场发展背景

二、中国节能灯市场规模及增长

三、中国节能灯市场品牌容量



四、中国节能灯市场格局

第二节 2019年中国节能灯产品质量调查分析

一、国产节能灯质量&ldquo;两重天&rdquo;

二、中国生产的节能灯质量正逐年稳步提高

三、中国节能灯产品合格率分析

第三节 2019年中国节能灯产品市场发展对策分析

 

第八章 2019年中国节能灯市场产销状况统计分析

第一节 2019年中国节能灯市场需求状况分析

一、节能灯需求状况综述

二、节能灯行业需求的主要指标

三、节能灯行业供需缺口分析

第二节 2019年中国节能灯市场供给能力分析

一、节能灯供给现状综述

二、节能灯行业供给的主要指标

三、影响节能灯行业供给关系的主要因素

 

第九章 2019年中国节能灯重点产品市场调研分析

第一节 T8荧光灯

一、产品供给分析

二、市场竞争分析

三、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第二节 T5荧光灯

一、产品供给分析

二、市场竞争分析

三、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第三节 紧凑型节能荧光灯

一、产品供给分析

二、市场竞争分析

三、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第十章 2019年中国节能灯进出口贸易市场分析



第一节 2019年中国节能灯市场进出口贸易总况

一、节能灯出口成新亮点

二、中国节能灯出口份额及比重分析

三、节能灯出口欧盟市场迎来新商机

四、&ldquo;中国灯具之乡&rdquo;LED节能灯出口增速明显

五、中国节能灯出口区域及企业分析

六、中国节能灯出口重点国家及市场分析

第二节 中国节能灯出口数据监测

第三节 2019年中国节能灯产品出口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技术壁垒成为中国节能灯企业进一步扩大国际贸易的主要障碍

二、出口产品附加值低

三、缺乏国际竞争力

 

第十一章 2019年中国节能灯产业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19年中国节能灯产业竞争现状分析

一、节能灯企业展开掘金竞争

二、节能灯的行业竞争优劣势

三、技术竞争分析

四、品牌市场占有率分析

五、低价次品充斥节能灯市场

第二节 2019年中国节能灯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市场集中度分析

二、生产企业的集中分布

第三节 中国节能灯市场竞争对策分析

一、品牌战略分析

二、质量战略分析

三、技术战略分析

 

第十二章中国节能灯产业优势企业竞争比较分析

第一节 浙江阳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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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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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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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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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其它重点企业分析

一、漳州市旭利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二、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天基电气（深圳）有限公司

四、杭州宇中高虹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五、中山市英恒达电器有限公司

六、广州彩熠灯光有限公司



 

第十三章 2019年中国节能灯产业上游市场需求状况分析

第一节 稀土三基色荧光粉

一、全球荧光粉市场分析

二、灯用稀土荧光粉产量分析

三、重点企业产量分析

四、灯用稀土三基色荧光粉出口分析

五、灯用稀土三基色荧光粉技术分析

第二节 节能型电感镇流器市场

一、镇流器的种类与特征

二、电感镇流器生产分析

三、节能型电感镇流器发展前景

 

第十四章 2022-2028年中国节能灯产业发展前景展望及趋势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22-2028年中国节能灯产业前景预测

一、中国节能灯推广及应用前景预测分析

二、国内节能灯市场迎来发展机遇

三、大功率节能灯迎来新发展机遇

四、节能灯&ldquo;下乡&rdquo;具备广阔市场

第二节 2022-2028年中国节能灯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产业发展规模预测分析

二、技术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三、集中程度预测分析

第三节 2022-2028年中国节能灯市场发展预测分析

一、价格走势分析

二、产销预测分析

三、出口预测分析

 

第十五章 2022-2028年中国节能灯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分析（）

第一节 中国节能灯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第二节 2022-2028年中国节能灯行业投资周期分析

一、经济周期



二、增长性与波动性

三、成熟度分析

第三节 2022-2028年中国节能灯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投资潜力分析

二、吸引力分析

三、盈利水平分析

四、融资方式分析

第四节 2022-2028年中国节能灯行业投资风险预警分析

一、宏观调控政策风险

一、经营风险

二、进入退出风险

三、市场风险

四、环境风险

第五节 投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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