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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2018-2024年中国商品混凝土行业市场调研与投资趋势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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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商品

混凝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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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商品混凝土产量及增长情况分析

      2012年中国商品混凝土产量为88816.92万立方米，同比增长19.6%，2013年中国商品混凝土

产量为116959.63万立方米，同比增长31.7%，2014年中国商品混凝土产量为155412.74万立方米

，同比增长32.9%。2014年中国商品混凝土产量分省产量数据统计分析     地区   产量（立方米

）   占比       全国   1554127389          江苏省   174657347.8   11.24%       浙江省   164443526.9   10.58%    

  河南省   91878894.78   5.91%       四川省   101033071   6.50%       安徽省   95657366.62   6.16%       广西

  74667579.98   4.80%       重庆市   82954358.55   5.34%       广东省   64716255.74   4.16%       山东省  

82413893.92   5.30%       陕西省   66691320.93   4.29%       湖北省   58648507.68   3.77%       湖南省  

50207864.58   3.23%       福建省   54802666.83   3.53%       江西省   38562012.04   2.48%       贵州省  

51522743.32   3.32%       北京市   46770526.15   3.01%       上海市   35567703.45   2.29%       云南省  

22696652.45   1.46%       河北省   20334344.58   1.31%       辽宁省   36197688.95   2.33%       天津市  

19161015.27   1.23%       甘肃省   18314739.3   1.18%       内蒙古   15811928.89   1.02%       新疆  

37452891.56   2.41%       海南省   7112710.55   0.46%       山西省   8756082.31   0.56%       黑龙江省  

9805130.25   0.63%       宁夏   8056117.67   0.52%       吉林省   9152318.62   0.59%       青海省  

5129505.29   0.33%       西藏   950623.09   0.06%   

 

      《2018-2024年中国商品混凝土行业市场调研与投资趋势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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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揭示了商品混凝土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商品混凝土做了重点企

业经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商品混凝土行业发展前景预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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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