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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窄带钢就是650mm以下的钢材，产品以成条或成卷供应。由于轧制后带钢的边缘形状较纵

剪后的带钢更适合焊接成形，故多用于焊管、金属构件及日用品等的坯料。用热连轧法生产

的窄带钢由于使用多台立辊轧机而获得良好的边部形状，即边部无剪切的飞边和毛刺等缺陷

，从而保证焊接性能。这比用宽带钢经纵剪机组剪成的带钢节省了庞杂的设备，故更适用于

设备简易的中小型企业。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窄带钢市场发展现状与市场需求预测报告》

共十八章。首先介绍了窄带钢行业市场发展环境、窄带钢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窄带

钢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窄带钢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窄带钢做了重点企

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窄带钢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窄带钢产业有个系

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窄带钢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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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目录：

第一章窄带钢行业发展概述

第一节窄带钢的概念

一、带钢

二、窄带钢

三、冷轧窄带钢

第二节窄带钢行业发展概况

一、钢铁市场发展分析

二、钢铁市场供需平衡分析

三、窄带钢生产状况与市场演变趋势

四、不锈钢冷轧窄带作用和历史地位

 

第二章中国钢铁业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全球钢铁行业发展分析

一、全球钢铁产能分析



二、全球钢铁产量分析

三、全球钢铁进出口价格

四、全球钢铁需求量分析

第二节中国钢铁行业发展分析

一、钢铁行业运行分析

二、中国钢铁产品的产量情况

三、钢铁行业利润分析

四、钢铁行业进出口形势分析

第三节中国钢铁行业景气状况分析

一、钢铁行业景气指数

二、钢铁行业预警指数

三、钢铁行业产量情况

四、钢铁产品销售情况

五、钢铁产品国外需求

六、钢铁产品出厂价格

七、钢铁行业效益情况

八、钢铁行业投资情况

 

第三章中国窄带钢行业发展走势分析

第一节中国窄带钢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窄带钢行业发展分析

二、中国钢带生产情况分析

三、热轧窄带钢价格走势分析

四、钢企并购重组步伐加快

第二节国内带钢市场分析

一、近期市场走势回顾

二、市场供应方面分析

三、市场需求方面分析

四、上下游供给及影响

五、后期展望及其预测

第三节窄带钢市场发展分析

 



第四章2022-2028年中国钢压延加工所属行业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2022-2028年中国钢压延加工所属行业发展分析

一、2019年中国钢压延加工所属行业发展概况

二、2020年中国钢压延加工所属行业发展概况

第二节2022-2028年中国钢压延加工所属行业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增长分析

二、资产规模增长分析

三、销售规模增长分析

四、利润规模增长分析

第三节2022-2028年中国钢压延加工所属行业结构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二、资产规模结构分析

三、销售规模结构分析

四、利润规模结构分析

第四节2022-2028年中国钢压延加工所属行业产值分析

一、产成品增长分析

二、工业销售产值分析

三、出货值分析

第五节2022-2028年中国钢压延加工所属行业成本费用分析

一、销售成本统计

二、主要费用统计

第六节2022-2028年中国钢压延加工所属行业运营效益分析

一、偿债能力分析

二、盈利能力分析

三、运营能力分析

第七节2022-2028年中国钢压延加工所属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资产集中度分析

二、销售集中度分析

 

第五章中国热轧窄钢带产量统计分析

第一节全国热轧窄钢带产量分析

第二节2020年全国及主要省份热轧窄钢带产量分析



第三节2020年热轧窄钢带产量集中度分析

 

第六章中国冷轧窄钢带产量统计分析

第一节全国冷轧窄钢带产量分析

第二节2020年全国及主要省份冷轧窄钢带产量分析

第三节2020年冷轧窄钢带产量集中度分析

 

第七章中国窄带钢所属行业进出口贸易情况分析

第一节2022-2028年中国宽＜600mm未经包、镀或涂层普通钢铁板材进出口数据监测分析

一、宽＜600mm未经包、镀或涂层普通钢铁板材进出口数量分析

二、宽＜600mm未经包、镀或涂层普通钢铁板材进出口金额分析

三、宽＜600mm未经包、镀或涂层普通钢铁板材进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第二节2022-2028年中国宽＜600mm经包、镀或涂层普通钢铁板材进出口数据监测分析

一、宽＜600mm经包、镀或涂层普通钢铁板材进出口数量分析

二、宽＜600mm经包、镀或涂层普通钢铁板材进出口金额分析

三、宽＜600mm经包、镀或涂层普通钢铁板材进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第三节2022-2028年中国宽＜600mm不锈钢板材进出口数据监测分析

一、宽＜600mm不锈钢板材进出口数量分析

二、宽＜600mm不锈钢板材进出口金额分析

三、宽＜600mm不锈钢板材进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第四节2022-2028年中国其他合金钢板材,宽＜600mm进出口数据监测分析

一、其他合金钢板材,宽＜600mm进出口数量分析

二、其他合金钢板材,宽＜600mm进出口金额分析

三、其他合金钢板材,宽＜600mm进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第八章中国窄带钢下游市场需求分析

第一节中国焊管市场分析

一、焊管生产的一些基本理论

二、中国不锈钢焊管发展前景

三、中国焊接钢管产量及增长性分析

四、不锈钢管进出口分析

五、不锈钢管价格分析



第二节中国五金制品市场分析

一、中国五金行业发展特点

二、五金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三、五金行业出口监测与分析

四、中国五金制品行业竞争策略分析

第三节中国自行车市场分析

一、中国自行车行业现状及前景

二、中国自行车进出口分析

三、中国自行车产量及增长性分析

四、自行车行业运行基本情况

五、自行车所属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第四节中国摩托车市场分析

一、中国摩托车行业运行状况

二、中国摩托车产销分析

三、中国摩托车产量及增长性分析

四、摩托车下乡前景分析

第五节中国汽车市场分析

一、汽车工业运行分析

二、汽车行业发展概况

三、汽车行业产销情况

四、中国汽车工业产销目标

五、农用运输车对窄带钢需求分析

 

第九章中国窄带钢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中国窄带钢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一、行业内现有企业的竞争

二、新进入者的威胁

三、替代品的威胁

四、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

五、购买者的讨价还价能力

第二节中国钢铁行业竞争分析

一、我国钢铁行业发展概况



二、中国钢铁行业集中度分析

三、钢铁市场价格波动及成因

四、国内钢铁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五、中日在全球钢铁市场竞争分析

六、中国不锈钢热轧窄带(W＜600mm)产量排名

七、中国不锈钢无缝管、工业焊管产量排名

 

第十章中国窄带钢企业提升竞争力策略分析

第一节中国钢铁行业竞争力分析

一、钢铁行业SWOT分析

二、中国钢铁行业国际竞争力分析

三、钢铁等传统产业竞争力提升策略

第二节中国窄带钢领先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一、维护高质量形象

二、扩大市场需求总量

三、保护市场份额

四、扩大市场份额

第三节中国窄带钢挑战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一、正面进攻

二、侧翼攻击

三、包围进攻

四、迂回攻击

五、游击战

 

第十一章中国主要窄带钢企业竞争性财务数据分析

第一节唐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三、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二节信阳豫信轧钢实业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三、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三节邯钢集团衡水薄板有限责任公司

一、公司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三、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四节天津利多丰带钢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三、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五节江阴市振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三、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六节新余市淦发带钢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三、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十二章2022-2028年中国钢铁行业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一节2021年钢铁市场趋势分析

一、中国经济发展展望

二、钢材、粗钢产量继续增加

三、钢价底部支撑交较强

四、关注国家刺激政策情况

第二节2022-2028年中国钢材市场需求预测分析

一、产量、出口、消费量



二、钢材市场需求分析预测

三、钢材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2022-2028年中国钢铁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十三章2022-2028年中国窄带钢行业发展预测分析

第一节2021年钢材市场大势分析

一、宏观经济预测

二、产能趋势预测

三、钢价走势预测

第二节2022-2028年中国带钢市场走势分析

一、成本因素分析

二、政策因素分析

三、热卷因素分析

第三节2022-2028年中国窄带钢市场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一、热轧窄带钢将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二、国内带钢市场发展形势分析

三、窄带钢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四、热轧窄带钢产量趋势分析

五、冷轧窄带钢产量趋势分析

 

第十四章中国窄带钢行业投融资现状分析

第一节中国窄带钢行业融资建议

一、借助小额公司的力量

二、借助新型借贷方式的力量

三、小额政策对窄带钢产业的影响

第二节中国钢铁行业投资分析

一、钢铁行业周期特征

二、钢铁行业投资策略

三、钢铁行业发展格局

四、钢铁行业投资状况

五、钢铁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六、钢铁行业投资方向分析



 

第十五章中国窄带钢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第一节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2020年中国GDP增长情况分析

二、2020年工业经济发展形势分析

三、202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四、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析

五、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分析

六、2020年对外贸易的发展形势分析

第二节中国窄带钢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中国钢铁行业&ldquo;限产令&rdquo;

二、国务院将抑制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

三、工信部发布实施《钢铁行业烧结烟气脱硫实施方案》

四、财政部提高部分钢铁产品出口退税率

五、钢铁产业技术进步与技术改造投资方向

六、钢铁行业落后产能淘汰计划

第三节中国窄带钢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一、人口环境分析

二、中国城镇化率

三、文化环境分析

四、科技环境分析

 

第十六章2022-2028年中国窄带钢行业投资风险与控制分析

第一节2022-2028年中国钢铁行业风险及控制

一、钢铁行业环境风险预测

二、钢铁行业政策风险预测

三、铁矿石进口过度的风险

四、钢铁业并购风险与机遇并存

五、集团信息化应用增强钢铁业抗风险力

六、钢铁企业利用钢材规避风险

七、钢铁企业技术改革扩产抗风险

第二节2022-2028年窄带钢企业战略规划不确定性风险分析



一、客观事件的不确定性风险

二、市场的不确定性风险

三、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风险

四、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风险

五、战略规划者的主观不确定性风险

六、执行过程的不确定性风险

七、工具方法的局限性风险

八、战略规划系统的不确定性风险

 

第十七章2022-2028年中国窄带钢行业投资战略研究

第一节2022-2028年世界钢铁业突围策略分析

一、减产、裁员、推迟投资三项措施

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

三、世界钢铁行业供给格局

第二节2022-2028年中国窄带钢行业发展战略研究

一、产品开发战略

二、产业战略规划

三、兼并重组战略

四、区域战略规划

五、提高国际化水平战略规划

第三节2022-2028年中国板带材行业发展的建议

一、加快行业兼并重组

二、严控新增产能和淘汰落后产能

三、加强自主创新和引进吸收

四、建立完善原材料采购体系

五、加快全球资源布局

 

第十八章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第一节钢铁产业现状及面临的形势

第二节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及目标

一、指导思想

二、基本原则



三、规划目标

第三节产业调整和振兴的重点任务

一、保持国内市场稳定，改善出口环境

二、严格控制钢铁总量，加快淘汰落后

三、促进企业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四、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推动技术进步

五、优化钢铁产业布局，统筹协调发展

六、调整钢材品种结构，提高产品质量

七、保持进口铁矿石资源稳定，整顿市场秩序

八、开发国内外两种资源，保障产业安全

第四节政策措施

一、调整部分产品的进出口税率

二、实施公平贸易政策

三、加大技术进步及技术改造投入

四、完善落后产能退出机制

五、完善企业重组政策

六、适时修订钢铁产业政策

七、提高建筑工程用钢标准

八、实现钢铁与相关产业协调发展

九、继续实施有保有压的融资政策

十、积极实施&ldquo;走出去&rdquo;战略

十一、建立产业信息披露制度

十二、发挥行业协（商）会作用

第五节规划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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