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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镀锌板是指表面镀有一层锌的钢板。镀锌是一种经常采用的经济而有效的防腐方法。全世

界锌产量的一半左右均用于此种工艺。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2-2016年中国镀锌板市场分析预测与投资前景评估报告》共

十一章。首先介绍了中国镀锌板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中国镀锌板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

了中国镀锌板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镀锌板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中

国镀锌板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镀锌板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

若想对镀锌板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镀锌板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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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镀锌板行业发展总况分析

第一节 2010-2011年世界镀锌板行业发展形势分析 

一、国外主要镀锌板标准 

二、世界镀锌板产销形势分析 

三、全球热镀铝锌合金板生产及其应用分析 

第二节 2010-2011年世界主要国家地区镀锌板行业现状分析 

一、美国镀锌板市场现状 

二、中东市场镀锌板需求形势 

三、韩国镀锌板产能 

四、日本镀锌板生产情况分析 

第三节 2012-2016年世界镀锌板工业发展前景预测分析 

 

第二章 中国镀锌板工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国内镀锌板经济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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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镀锌板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第二节 中国镀锌板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第三章 中国镀锌板工业发展形势分析 

第一节 2010-2011年中国镀锌板市场运行态势分析 

一、国内镀锌板市场情况 

二、国内外高性能热镀锌板发展概况 

三、中国镀锌板生产能力分析 

第二节 2010-2011年中国镀锌板市场动态分析 

一、镀锌板市场价格走势分析 

二、中国镀锌板进出口贸易分析 

三、国内镀锌板后处理技术研究试验线建成 

第三节 2010-2011年中国镀锌板产业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第四章 2008-2010年中国镀锌板产量分析 

第一节 2008年中国镀锌板产量数据分析

一、2008年全国镀锌板产量数据分析

二、2008年镀锌板重点省市数据分析

第二节 2009年中国镀锌板产量数据分析

一、2009年全国镀锌板产量数据分析

二、2009年镀锌板重点省市数据分析

第三节 2010年中国镀锌板产量数据分析

一、2010年全国镀锌板产量数据分析

二、2010年镀锌板重点省市数据分析

 

第五章 2008-2010年中国镀锌板加工行业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08-2010年中国镀锌板行业总体数据分析

一、2008年中国镀锌板行业全部企业数据分析

二、2009年中国镀锌板行业全部企业数据分析

三、2010年中国镀锌板行业全部企业数据分析

第二节 2008-2010年中国镀锌板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一、2008年中国镀锌板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二、2009年中国镀锌板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三、2010年中国镀锌板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第三节 2008-2010年中国镀锌板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一、2008年中国镀锌板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二、2009年中国镀锌板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三、2010年中国镀锌板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第六章 中国镀锌板工业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10-2011年中国镀锌板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镀锌板企业核心竞争力分析 

二、镀锌板销售收入集中度 

第二节 2010-2011年中国镀锌板工业竞争现状分析 

一、镀锌板行业国内外竞争分析 

二、镀锌板工业价格竞争分析 

三、镀锌板技术竞争分析 

第三节 2010-2011年中国镀锌板工业竞争策略分析 

 

第七章 中国镀锌板行业重点企业分析

第一节 星岛（常熟）新兴建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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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马钢（扬州）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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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东海薄板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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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凯西不锈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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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铁青岛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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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东南金属薄板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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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山东远大板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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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科瑞钢板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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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华美板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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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节 福建省明光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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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中国锌行业运行形势分析 

第一节 2010-2011年中国锌行业技术发展综述 

一、智能集成优化控制技术成功应用于锌冶炼行业 

二、锌电解酸雾治理技术实现创新 

三、高铁锌精矿湿法冶炼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 

四、国内自主的锌高效提取技术升级 

第二节 2010-2011年中国锌产业发展情况分析 



一、中国锌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三、对我国锌工业发展的思考 

三、国内锌产业存在的问题分析 

第三节 2010-2011年中国再生锌产业运行形势分析 

一、中国再生锌产业综述 

二、再生锌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三、再生锌产业发展制约因素 

四、我国再生锌产业预测 

 

第九章 中国铅锌矿资源及开发分析 

第一节 中国铅锌矿资源储量及特征 

一、中国铅锌矿资源储量增长迅速 

二、中国铅锌矿产资源的特点 

三、中国铅锌资源与世界的对比分析 

四、中国铅锌资源潜力巨大 

第二节 中国铅锌资源开发状况 

一、我国铅锌矿生产能力与冶炼能力对比 

二、中国铅锌矿资源开采与回收效率分析 

三、铅锌矿选采与利用工作存在不足之处 

四、铅锌矿开发利用对策 

五、国内铅锌资源开发建议 

六、我国铅锌资源开发前景值得期待 

第三节 铅锌贫矿资源开发研究 

一、铅锌贫矿资源划分依据 

二、中国铅锌贫矿资源特点 

三、我国铅锌贫矿资源开发利用成果与问题 

四、国外贫矿资源开发经验借鉴 

五、国内铅锌贫矿资源开发策略 

第四节 中国典型铅锌矿床 

一、湖南水口山铅锌矿 

二、江西冷水坑铅锌银矿 

三、广东凡口铅锌矿 



四、河北蔡家营铅锌银矿 

五、青海锡铁山铅锌矿 

六、新疆可可塔勒铅锌矿 

七、甘肃西成铅锌矿 

八、云南金顶铅锌矿 

 

第十章 2012-2016年中国镀锌板行业发展前景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12-2016年中国镀锌板产品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一、镀锌板技术走势分析 

二、镀锌板行业发展方向分析 

第二节 2012-2016年中国镀锌板行业市场发展前景预测分析 

一、镀锌板产量预测分析 

二、镀锌板需求预测分析 

第三节 2012-2016年中国镀锌板行业市场盈利能力预测分析 

 

第十一章 2012-2016年中国镀锌板行业投资机会与投资风险分析 

第一节 2012-2016年中国镀锌板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镀锌板行业吸引力分析 

二、镀锌板行业区域投资潜力分析 

第二节 2012-2016年中国镀锌板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市场竞争风险 

二、技术风险 

三、其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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