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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建筑防水材料是建筑产品的一项重要功能，是关系到建筑物的使用价值、使用条件及卫生

条件，影响到人们的生产活动、工作生活质量，对保证工程质量具有重要的地位。  

      随着社会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人们越来越重视自己的生活质量，在防水条件上要求不断

增高。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新型防水产品及其工程应用技术发展迅速，并朝着

由多层向单层、由热施工向冷施工的方向发展。面对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更新，掌握防水

工程的施工准备及质量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对以后建筑工程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本防水建筑材料制造行业市场监测与投资机遇研究报告共九章，通过文字、图表向您详尽

描述您所处的行业形势，为您提供详尽的内容。智研咨询在其多年的行业研究经验基础上建

立起了完善的产业研究体系，一整套的产业研究方法一直在业内处于领先地位。防水建筑材

料制造行业市场监测与投资机遇研究报告是2018-2024年度，目前国内最全面、研究最为深入

、数据资源最为强大的研究报告产品，为您的投资带来极大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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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揭示了防水建筑材料制造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防水建筑材料制造行

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防水建筑材料制造行业发展前景预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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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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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防水建筑材料制造行业领先企业个案分析 

8.2.1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8）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9）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10）企业研发能力分析 

（11）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12）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2.2 盘锦禹王防水建材集团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2.3 上海建筑防水材料（集团）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8.2.4 上海台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8.2.5 北京圣洁防水材料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2.6 新乡锦绣防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8.2.7 宏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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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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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 北京卓宝科技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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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8.2.9 广东科顺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2.10 潍坊市宇虹防水材料（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8.2.11 潍坊市宏源防水材料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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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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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8.2.14 山东金禹王防水材料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8.2.15 杭州绿都防水材料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8.2.16 湖北永阳防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8.2.17 天津市禹红建筑防水材料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8.2.18 山东汇源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2.19 胜利油田大明新型建筑防水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8.2.20 广西金雨伞防水装饰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第九章 防水建筑材料制造行业发展趋势分析与预测 

9.1 中国防水建筑材料制造市场发展趋势 

9.1.1 中国防水建筑材料制造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9.1.2 中国防水建筑材料制造市场需求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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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防水建筑材料制造行业盈利模式分析 

9.2.3 防水建筑材料制造行业盈利因素分析 

9.3 中国防水建筑材料制造行业投资风险与建议 

9.3.1 防水建筑材料制造行业政策风险 

9.3.2 防水建筑材料制造行业技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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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 防水建筑材料制造行业产品结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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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9 防水建筑材料制造行业主要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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