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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随着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逐渐重视，国家加大基础设施和环保投资力度，各项扶持政策出台，

社会需求的增长，我国工业废水处理行业进入了快速发展，行业规模保持较高扩张速度。

我国的工业废水处理行业才刚刚步入快速成长期，市场规模将保持在较高增速发展，我

国&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用于废水处理的投资达4500亿元；根据我国&ldquo;十三

五&rdquo;废水治理行业规划，&ldquo;十三五&rdquo;时期的废水处理投资规模将达到13922亿

元，是&ldquo;十二五&rdquo;时期的三倍以上。&ldquo;十二五&rdquo;到&ldquo;十三

五&rdquo;时期我国废水处理行业投资额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工业废水处理行业发展态势与战略咨询报告》共十五章

。首先介绍了工业废水处理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工业废水处理规模及消费

需求，然后对中国工业废水处理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工业废水处

理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工业废水处理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

本报告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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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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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钢铁表面磷化处理工艺 

二、磷化工艺废水污染分析 

三、磷化废水治理 

四、磷的可回收性分析 

五、环境影响评价时的注意点 

第五节 关于钢铁行业含铬废水铬离子排放总量的控制及处理工艺 

一、概述 

二、铬的危害 

三、钢铁行业中含铬废水的产生环节 

四、含铬废水处理工艺 

五、对含铬废水中铬离子浓度的控制及处理工艺 

第六节 传统混凝剂&ldquo;搭配&rdquo;处理高浊度钢铁废水

 

第十章 2018年中国其他行业工业废水处理分析 

第.一节 2018年电镀工业废水处理情况 

一、2018年电镀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发布 

二、2018年江苏电镀行业废水回用率近90% 

三、电镀废水处理及其工艺分析 

四、未来电镀废水处理技术的发展方向 

第二节 2018年制革及毛皮加工废水处理分析 

一、2018年中国皮革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二、皮革废水处理浅谈 

三、浅谈皮革废水治理技术 

四、生化+深度工艺处理制革废水的探讨 

五、制革废水分质预处理技术简述 

六、皮革加工废水污染防治的策略创新 

第三节 2018年黄金工业废水治理分析 

第四节 2018年乳制品工业废水处理分析 

第五节 2018年味精工业废水处理分析 

第六节 2018年柠檬酸工业废水处理分析

 



第三部分 工业废水处理企业财务务指标分析

第十一章 2018年中国工业废水处理企业运行关键性财务指标分析 

第.一节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第二节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第三节 天津创业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第四节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第五节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第六节 合加资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第四部分 工业废水处理行业投资前景与策略

第十二章 2021-2027年中国工业废水处理投资前景分析 

第.一节 &ldquo;十二五&rdquo;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 

一、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现状及面临的形势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三、重点领域 

四、重点工程 

五、政策措施 

六、组织实施 

第二节 2021-2027年节能环保产业前景展望 

一、节能环保产业步入黄金期 

二、我国清洁产业重心向节能环保领域转移 

三、新兴产业节能减排是大势所趋 

四、节能产业发展需多方合力 

第三节 2021-2027年中国工业废水处理投资前景分析 

一、未来政策持续驱动推进新市场发展 

二、中国污水处理产业发展趋势和前景 

三、中国污水处理业发展空间展望 

四、污水处理行业发展机遇与挑战 

第四节 工业污水治理市场及技术展望 

一、工业废水治理投资规模预测 2019-2024年中国工业废水治理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二、工业废水治理竞争格局 

三、工业废水治理市场方向

 

第十三章 工业污水处理融资及BOT模式分析 

第.一节 我国污水处理业融资状况分析 

一、我国现阶段城市污水处理领域投融资机制解析 

二、污水治理的地方政府的投融资模式 

三、中小城市发展污水处理产业需引入社会资本 

四、河北污水处理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力度 

第二节 污水处理的BOT投资模式分析 

一、BOT的基本概念 

二、BOT模式依然是污水处理行业发展主流 

三、以BOT模式投资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可行性分析 

四、小城镇污水处理厂的BOT建设模式探析 

第三节 部分城市污水处理融资模式发展 

一、银川污水处理项目TOT经营权正式移交 



二、深圳污水处理引进BOT融资模式 

三、哈尔滨资源性筹资为保障的污水处理厂建设新模式 

四、兰州签订三大污水处理BOT项目 

第四节 BOT模式风险及规避分析 

一、投资者风险分析 

二、项目建设期间存在风险 

三、污水处理厂在运营中的风险 

四、项目在移交时的风险 

五、污水处理厂BOT运作模式的风险及规避

 

第十四章 2021-2027年中国工业污水治理投资策略 

第.一节 污水处理行业进入与退出壁垒分析 

一、政策壁垒 

二、资金壁垒 

三、技术壁垒 

第二节 污水处理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第三节 污水处理行业投资现状及前景 

一、我国污水处理厂投资多元化 

二、市场化模式在我国污水处理市场继续推进 

三、我国污水处理投资近万亿 

第四节 2021-2027年污水处理投资建议 

一、行业总体投资原则 

二、鼓励类投资政策建议 

三、允许类投资政策建议 

四、限制类投资政策建议 

五、退出类投资政策建议 

第五节 2021-2027年污水处理行业的投资风险对策 

一、宏观经济风险 

二、产业政策风险 

三、技术风险 

四、价格风险 

五、市场竞争风险 



六、相关行业风险 

七、区域风险 

八、自然风险

 

第十五章 2021-2027年中国工业污水处理业发展策略 

第.一节 污水处理行业的问题分析 

一、污水处理产业机遇挑战并存 

二、污水处理费征收凸显行业发展瓶颈 

三、污水处理排放标准滞后 

四、城市污水处理行业资金短缺 

第二节 污水处理行业的发展策略 

一、三大对策为污水处理产业发展破局 

二、城市污水处理发展必须实现八个转变 

三、城市污水处理资源化的对策 

四、解决污水处理行业资金短缺的策略 

第三节 污水处理市场的问题与策略 

一、污水处理市场面临整合 

二、污水处理行业仍存在较多问题 

三、城市污水处理的市场体制探究 

四、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管理市场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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