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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不断加剧的人类活动已经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构

成了巨大的威胁，具体表现为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沙漠化等方面。以水土流失为例，全国

（不包括港澳台）共有水土流失面积294.91万平方公里。其中，水力侵蚀面积129.32万平方公

里，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43.85%；风力侵蚀面积165.59万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总面积

的56.15%。中国水土流失面积情况

  除了政策支持，我国政府也拿出了真金白银支持生态修复行业发展。以水土流失治理为例

，2017年，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完成7894平方公里，安排投资61.61亿元，包括中央投

资46.42亿元、地方配套15.19亿元。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投资情况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生态修复行业前景展望与投资战略报告》共十七章。首

先介绍了中国生态修复行业市场发展环境、生态修复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生态

修复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生态修复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生态修复做了

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生态修复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生态

修复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生态修复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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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 产业环境透视

第.一章 生态修复行业发展综述

第.一节 生态修复行业定义及分类

一、生态修复的定义

二、生态修复的条件

三、生态修复的涵盖领域

四、生态修复与园林绿化对比

五、行业特性及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第二节 生态修复行业主要特征分析

一、周期性

二、区域性



三、季节性

第三节 生态修复行业的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分析

二、生态效益分析

三、社会效益分析

四、综合效益分析

 

第二章 生态修复行业市场环境及影响分析（PEST）

第.一节 生态修复行业政治法律环境（P）

一、行业管理体制分析

二、行业主要法律法规

1、《环境保护法》

2、《土地管理法》

3、《土地复垦条例》

4、《水土保持法》

5、《海洋环境保护法》

6、《矿产资源法》

7、《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

8、《湿地保护管理规定》

三、生态修复行业标准

1、《水资源污染与修复》

2、《重金属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标准》

3、《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

5、《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6、《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7、《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8、《铬渣干法解毒处理处置工程技术规范》

四、行业相关发展规划

1、《全国生态保护&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纲要》

2、《&ldquo;十三五&rdquo;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3、《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21-2027年）》

4、《全国城市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21-2027年）》



五、政策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第二节 行业经济环境分析（E）

一、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二、宏观经济环境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第三节 行业社会环境分析（S）

一、中国水土流失现状

二、中国水质环境污染现状

三、中国土壤环境污染现状

四、中国大气环境污染现状

五、中国土地沙化现状

六、中国海洋污染现状

第四节 行业技术环境分析（T）

一、生态修复技术发展现状分析

二、生态修复技术发展水平分析

三、生态修复专业人才发展分析

四、行业主要技术发展趋势分析

五、技术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第三章 国际生态修复行业发展分析及经验借鉴

第.一节 全球生态修复市场总体情况分析

一、全球生态修复行业的发展特点

二、全球生态修复市场结构

三、全球生态修复行业发展分析

四、全球生态修复行业竞争格局

五、全球生态修复市场区域分布

第二节 全球主要国家及地区生态修复市场分析

一、欧洲生态修复市场分析

1、生态修复行业发展概况

2、生态修复行业市场规模

3、生态修复技术发展分析

4、生态修复经典案例分析

二、美国生态修复市场分析



1、生态修复行业发展概况

2、生态修复行业市场规模

3、生态修复技术发展分析

4、生态修复经典案例分析

三、日本生态修复市场分析

1、生态修复行业发展概况

2、生态修复行业市场规模

3、生态修复技术发展分析

4、生态修复经典案例分析

四、加拿大生态修复市场分析

1、生态修复行业发展概况

2、生态修复行业市场规模

3、生态修复技术发展分析

4、生态修复经典案例分析

第三节 国外生态修复行业发展经验借鉴

一、生态修复技术借鉴

二、生态修复发展模式借鉴

 

第二部分 行业深度分析

第四章 中国生态修复所属行业运行现状分析

第.一节 中国生态修复所属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中国生态修复所属行业发展阶段

二、中国生态修复所属行业发展概况及特点

三、中国生态修复存在的问题

1、政策法规建设滞后，监管制度不完善

2、修复技术能力有限，工程应用不足

3、修复资金匮乏，后期维护投入不够

四、中国生态修复问题解决对策

1、构建完善政策法规及检测体系

2、鼓励生态修复技术创新

3、推动生态修复多元化融资与产业化经营

第二节 中国生态修复所属行业发展现状



一、中国生态修复资金投入分析

二、中国生态修工程项目数量分析

三、中国生态修复所属行业市场规模分析2011-2018年中国生态修复行业市场规模

四、中国生态修复完成面积分析

五、中国森林覆盖率分析

六、中国不同类型生态修复结构分析

第三节 中国生态修复所属行业企业发展分析

一、中国生态修复所属行业企业数量分析

二、不同所有制生态修复所属行业企业结构分析

三、中国生态修复所属行业从业人员分析

四、中国生态修复所属行业专业人才占比分析

第四节 中国生态修复所属行业主要技术分析

一、人工增氧技术分析

二、复合生态滤床技术分析

三、生物膜净化技术分析

四、水生植物修复技术分析

五、底泥生物氧化技术分析

六、生物多样性调控技术分析

第五节 中国生态修复参与主体模式分析

一、政府主导修复模式

二、当事人直接修复模式 

三、当事人委托修复模式

四、生态修复基金会综合管理修复模式 

五、生态修复PPP模式

第六节 中国生态修复制度的完善路径 

一、建立生态修复责任人制度

二、设立全国环境公益诉讼专项基金

三、重视项目审计与廉政监督

第七节 中国园林景观行业各领域的发展情况

一、&ldquo;生态宜居&rdquo;驱动地产景观投资持续增长

二、道路绿化投资力度得到加强

三、公园绿化进度加快



四、城市绿化面积增大

 

第三部分 市场全景调研

第五章 中国海洋生态修复市场发展分析

第.一节 海洋生态修复的概述

一、海洋生态修复的概念

二、海洋生态修复的分类

三、海洋生态修复的意义

第二节 中国海洋生态修复发展分析

一、国内外海洋生态修复状况

二、中国典型的海洋生态系统修复

三、制定海洋生态修复应注意的事项

四、中国海洋生态修复完成现状

1、国家级海洋保护区数量分析

2、各级各类海洋自然/特别保护区数量分析

3、中国海洋生态修复总面积分析

4、中国海洋生态修复保护对象类型

5、中国海洋生态修复立项投资总额

第三节 我国海洋生态修复的现状

一、红树林生态修复现状分析

二、水体生态修复现状分析

三、沿海沙滩修复现状分析

四、滨海湿地生态修复现状分析

第四节 海洋生态修复存在的问题

一、对海洋生态修复的评估差、诊断不足 

二、对海洋生态修复的研究少、投入少

三、缺乏对生态修复系统整体性的研究

四、尚未建立一个合理的评价系统

第五节 海岛生态修复探析

一、海岛生态修复理论基础介绍

二、海岛生态修复的模式

三、海岛生态修复的技术



四、海岛生态修复研究趋势解析

第六节 部分地区海洋生态修复状况

一、珠海斥资建设横琴岛海洋生态修复区域

二、宁波海洋生态修复示范区建设面临的任务

三、舟山政府支持海洋生态修复

四、惠东海洋生态修复工程进展状况

五、天津加强海洋生态修复

 

第六章 中国河流生态修复市场发展分析

第.一节 河流生态修复概况

一、人类活动对城市河流系统产生的干扰

二、河流水系生态修复的原则

1、循生态适应性

2、生态功能优先

3、乡土植物为主

4、抗逆性

5、物种多样性

6、经济适用性

第二节 国外河流生态修复研究进展

一、河流生态修复理论的雏形阶段

二、河流生态修复理论的形成阶段

三、河流生态修复实践全面展开阶段

第三节 中国河流生态修复研究进展

一、中国河流生态修复现状

二、河流生态修复技术分析

三、中国河流生态修复技术的应用

四、中国河流生态修复的建议

五、修复中国河流生态环境的策略

第四节 城镇中小河流生态修复设计分析

一、生态修复设计原则

二、生态功能设计分析

三、景观功能设计分析



四、亲水功能设计分析

第五节 城市重污染河流污染特征及生态修复技术探析

一、典型污染特征分析

二、污染物迁移转化与受控因素分析

三、改善自净功能的技术与途径解析

四、典型示范项目与效益分析

第六节 城市河道整治与水生态修复需处理好的关系

一、截污治污与河道整治的关系

二、水质水量与河道整治的关系

三、河流湿地与河道整治的关系

四、护坡护岸与河道整治的关系

五、水文化与河道整治的关系

六、法律法规和河道整治的关系

 

第七章 中国矿山生态修复市场发展分析

第.一节 矿山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一、水文地质环境的破坏

二、对水环境影响

三、土地的占用与破坏

四、对环境空气的影响

五、矿山环境影响评价

第二节 矿山生态修复的步骤

一、矿山生态环境破坏影响评估

二、矿山生态修复设计

三、矿山修复施工工程

第三节 进行矿山生态修复的技术措施

一、采矿区生态修复

二、排土场复垦

三、尾矿库复垦

四、排矸场生态修复

第四节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分析

一、矿山生态修复设计原则



二、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设计要求

三、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具体设计

四、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的思考

第五节 中国矿山生态修复探析

一、不同场地条件的矿山生态修复

二、中国矿山生态修复现状综述

三、中国矿山生态修复面临的现实难题

四、中国建立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

五、中国矿山生态修复采取的措施

六、中国矿山生态修复行业发展潜力

第六节 中国部分地区矿山生态修复进展状况

一、北京大规模展开矿山生态修复工程

二、山西煤矿区生态修复分析

三、河南矿山生态修复现状

四、河南禹州积极推进矿山生态修复

五、安徽铜陵矿山生态修复分析

第七节 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分析

一、开展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研究的意义

二、中国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的研究现状

三、镁矿废弃地生态修复分析

 

第八章 中国湿地生态修复市场发展分析

第.一节 中国城市湿地现状

一、湿地面积急剧减少

二、水资源过度开采

三、生物多样性受损

四、污染加剧

第二节 湿地生态修复与景观规划研究概述

一、湿地生态修复与景观规划研究的必要性

二、湿地生态修复的理论基础

第三节 湿地生态修复的原则

一、地域性原则



二、生态学原则

三、最小风险和最大效益原则

第四节 五缘湾湿地生态修复具体案例分析

一、五缘湾湿地生态修复项目概况

二、五缘湾湿地生态修复具体方法

三、五缘湾湿地公园生态修复效果

第五节 长江中下游湿地生态修复状况

一、长江中下游湿地概况

二、长江中下游湿地现状

三、生态河岸带功能研究

四、长江中下游生态修复技术探析

五、长江中下游生态修复技术展望

 

第九章 中国草原生态修复市场发展分析

第.一节 中国草原生态修复现状综述

一、中国草原生态修复支持政策

二、中国草原生态修复工程项目

三、中国草原生态修复面积分析

四、中国草原生态修复投入资金

五、全国草原综合植被覆盖率

第二节 汶川灾后草原生态修复分析

一、震后草原生态现状

二、加快灾后草原生态修复的重要性

三、灾后草原生态修复的主要内容与区域布局

四、发展生态畜牧业的对策

第三节 青藏铁路路域高寒草原生态修复

一、自然条件现状

二、生态修复技术

三、生态修复效果

第四节 阴山南北部草原生态修复

一、自然条件概况

二、草原资源与生态状况



三、草原生态恶化现状

四、草原生态保护与草牧业发展对策

第五节 退化草原生态修复技术应用效果探析

一、退化草原生态修复技术要点

二、示范研究区自然概况

三、采取的技术方案及处理

四、效果分析

五、经济效益分析

六、示范研究效果分析

 

第十章 其他生态修复细分领域分析

第.一节 森林生态修复

一、中国森林生态现状

二、中国森林生态修复的目的及原则

三、森林生态修复对象和措施

四、柳州森林生态系统修复取得显著成效

五、黑河市全面启动森林生态修复战略

第二节 土壤生态修复

一、中国土壤污染形势严峻

二、中国土壤污染物的来源

三、中国土壤生态修复资金投入分析

四、污染土壤生态修复技术介绍

1、物理修复技术

2、化学修复技术

3、生物修复技术

4、农业生态修复措施

五、中国土壤生态修复的难点

六、2018年中国土壤生态修复面积

第三节 垃圾填埋场生态修复

一、垃圾填埋场生态修复概述

二、国内外垃圾填埋场生态修复技术综述

三、国外垃圾填埋场生态修复技术发展状况



四、中国垃圾填埋场生态修复技术现状分析

五、垃圾填埋场生态修复技术发展的思考

第四节 水土保持生态修复

一、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工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二、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工作开展经验借鉴

四、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的策略

1、过程导向策略

2、启动和引导生态系统的自发修复机制

3、考虑景观结构的相互作用

第五节 高速公路生态修复

一、中国道路建设现状

二、道路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三、高速路生态景观林带的生态修复作用

四、中国高速公路边坡生态修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五、中国高速公路生态修复案例分析

第六节 水利工程生态修复

一、中国水利工程生态修复发展现状

1、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分区结果

2、水利工程生态修复市场规模

3、水利工程生态修复成本构成

二、中国水利工程生态修复重点项目

三、中国水利工程生态修复技术分析

1、主要水利工程生态修复技术

2、水利工程生态修复技术专利

3、水利工程生态修复技术趋势

四、水利工程生态修复行业发展前景

 

第四部分 竞争格局分析

第十一章 生态修复行业区域市场分析

第.一节 行业总体区域结构特征分析

一、行业区域结构总体特征



二、行业区域修复重点分析

三、企业数量区域分布特点分析

第二节 华东地区生态修复行业发展分析

一、生态修复市场相关政策分析

二、生态修复需求市场分析

三、生态修复市场规模分析

四、生态修复重点领域分析

五、生态修复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第三节 华南地区生态修复行业发展分析

一、生态修复市场相关政策分析

二、生态修复需求市场分析

三、生态修复市场规模分析

四、生态修复重点领域分析

五、生态修复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第四节 华中地区生态修复行业发展分析

一、生态修复市场相关政策分析

二、生态修复需求市场分析

三、生态修复市场规模分析

四、生态修复重点领域分析

五、生态修复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第五节 华北地区生态修复行业发展分析

一、生态修复市场相关政策分析

二、生态修复需求市场分析

三、生态修复市场规模分析

四、生态修复重点领域分析

五、生态修复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第六节 东北地区生态修复行业发展分析

一、生态修复市场相关政策分析

二、生态修复需求市场分析

三、生态修复市场规模分析

四、生态修复重点领域分析

五、生态修复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第七节 西南地区生态修复行业发展分析

一、生态修复市场相关政策分析

二、生态修复需求市场分析

三、生态修复市场规模分析

四、生态修复重点领域分析

五、生态修复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第八节 西北地区生态修复行业发展分析

一、生态修复市场相关政策分析

二、生态修复需求市场分析

三、生态修复市场规模分析

四、生态修复重点领域分析

五、生态修复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第十二章 生态修复行业竞争形势分析

第.一节 行业总体市场竞争状况分析

一、生态修复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1、现有企业间竞争

2、潜在进入者分析

3、替代品威胁分析

4、供应商议价能力

5、客户议价能力

6、竞争结构特点总结

二、生态修复行业SWOT分析

1、生态修复行业优势分析

2、生态修复行业劣势分析

3、生态修复行业机会分析

4、生态修复行业威胁分析

第二节 生态修复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一、产品竞争格局

二、企业竞争格局

三、品牌竞争格局

第三节 生态修复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市场集中度分析

二、企业集中度分析

三、区域集中度分析

第四节 中国生态修复行业竞争力分析

一、中国生态修复行业竞争力剖析

二、中国生态修复企业市场竞争的优势

三、民企与外企比较分析

四、国内生态修复企业竞争能力提升途径

第五节 生态修复行业主要企业竞争力分析

一、重点企业资产总计对比分析

二、重点企业从业人员对比分析

三、重点企业营业收入对比分析

四、重点企业利润总额对比分析

五、重点企业综合竞争力对比分析

 

第十三章 生态修复行业领先企业经营形势分析

第.一节 亿利生态修复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分析

二、企业核心业务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生态扶贫分析

第二节 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分析

二、企业核心业务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市场覆盖范围

第三节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分析

二、企业核心业务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市场覆盖范围

第四节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分析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市场覆盖范围

第五节 江苏大地益源环境修复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分析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市场覆盖范围

第六节 大长江环境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分析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市场覆盖范围

 

第五部分 发展前景展望

第十四章 2021-2027年生态修复行业发展前景及趋势预测

第.一节 2021-2027年生态修复市场发展前景

一、2021-2027年生态修复市场发展潜力

二、2021-2027年生态修复市场发展前景展望

三、2021-2027年生态修复细分市场发展前景分析

第二节 2021-2027年生态修复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一、2021-2027年生态修复行业发展趋势

二、2021-2027年生态修复市场规模预测

三、2021-2027年生态修复行业应用趋势预测

四、2021-2027年细分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 2021-2027年中国生态修复行业供需预测

一、2021-2027年中国生态修复行业企业数量预测

二、2021-2027年中国生态修复行业修复面积预测

三、2021-2027年中国生态修复市场资金投入预测

四、2021-2027年中国生态修复行业需求规模预测

五、2021-2027年中国生态修复行业供需平衡预测



第四节 影响企业生产与经营的关键趋势

一、市场整合成长趋势

二、需求变化趋势及新的商业机遇预测

三、企业区域市场拓展的趋势

四、科研开发趋势及替代技术进展

五、影响企业销售与服务方式的关键趋势

 

第十五章 2021-2027年生态修复行业投资特性及风险防范

第.一节 生态修复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一、生态修复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1、资质壁垒

2、资金壁垒

3、技术壁垒

4、人才壁垒

二、生态修复行业盈利因素分析

三、生态修复行业盈利模式分析

第二节 2021-2027年生态修复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一、有利因素

1、国家政策支持

2、&ldquo;海绵城市&rdquo;建设

3、城市化进程持续增长

二、不利因素

1、行业标准不完善、监管滞后

2、人才缺失

3、资金瓶颈

第三节 生态修复行业投融资分析

一、生态修复建设投融资体制分析

1、财税体制改革及机制构建

2、金融体制改革及机制构建

二、生态修复建设投融资形势分析

1、生态环境建设投资规模分析

2、生态环境建设投资结构分析



三、生态修复行业融资形势分析

1、生态修复工程融资现状分析

2、生态修复工程资金来源分析

3、生态修复工程各环节资金需求分析

（1）投标阶段的资金占用分析

（2）工程施工阶段资金占用分析

（3）质保阶段资金占用情况分析

4、全国生态修复工程投资计划分析

第四节 2021-2027年生态修复行业投资机会

一、产业链投资机会

二、细分市场投资机会

三、重点区域投资机会

四、生态修复行业投资机遇

第五节 2021-2027年生态修复行业投资风险及防范

一、政策风险及防范

二、技术风险及防范

三、供求风险及防范

四、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及防范

五、关联产业风险及防范

六、产品结构风险及防范

七、其他风险及防范

第六节 中国生态修复行业发展方向建议

一、生态修复行业进入建议

二、生态修复行业经营建议

三、生态修复行业施工建议

四、生态修复行业投资建议

五、生态修复行业融资建议

 

第六部分 发展战略研究

第十六章 &ldquo;一带一路&rdquo;战略下生态修复行业发展机遇分析

第.一节 &ldquo;一带一路&rdquo;主要内容及战略意义

一、&ldquo;一带一路&rdquo;的主要内容



二、&ldquo;一带一路&rdquo;的国际背景

三、&ldquo;一带一路&rdquo;的国内背景

四、&ldquo;一带一路&rdquo;的战略意义

第二节 &ldquo;一带一路&rdquo;生态修复企业走出去战略分析

一、&ldquo;一带一路&rdquo;战略提振沿线国家需求

二、&ldquo;一带一路&rdquo;战略促进中国企业成长

三、&ldquo;一带一路&rdquo;生态修复企业迎来机遇

四、&ldquo;一带一路&rdquo;生态修复企业走出去措施

第三节 &ldquo;一带一路&rdquo;生态修复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一、&ldquo;一带一路&rdquo;生态修复行业投资现状

二、&ldquo;一带一路&rdquo;生态修复行业投资规划

三、&ldquo;一带一路&rdquo;生态修复行业投资动向

四、&ldquo;一带一路&rdquo;生态修复行业投资潜力

第四节 &ldquo;一带一路&rdquo;生态修复行业投资战略研究

一、&ldquo;一带一路&rdquo;生态修复行业投资战略

二、&ldquo;一带一路&rdquo;生态修复细分行业投资战略

 

第十七章 研究结论及发展建议

第.一节 生态修复行业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二节 生态修复子行业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三节生态修复行业发展建议

一、行业发展策略建议

二、行业投资方向建议

三、行业投资方式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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