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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废料是指报废的物料，即经过相当使用，本身已经残缺不堪或磨损过甚或已经超过其寿

命年限，以至失去原有的功能，本身已经无利用价值的物料。我国再生PET产能1000万吨附近

，2019年&ldquo;禁废令&rdquo;实施后，进口原料下降超90%，直接面临断料的局面。部分企

业采购原生聚酯切片进行加工，原料成本压力大幅上升。再生塑料行业同时面临较大的环保

监管压力，加之小微型厂家的品质低，加速淘汰。据调查数据显示，具备技术优势的大企业

进攻非化纤领域，产品价格较纤维级高800-1000元/吨，投资主体主要包括浙江华菲、龙福环

能、苏州玖隆等规模企业及葛洲坝等大型国企。国内再生PET上游回收量分布        中企顾问网

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废料回收市场深度分析与投资策略报告》共十四章。首先介绍了中

国废料回收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废料回收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废料回收行业市

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废料回收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废料回收做了重点企业经

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废料回收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废料回收产业有

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废料回收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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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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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产规模化之间的矛盾。据《中国环境管理》报道，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不

足20%，远低于全球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的平均水平约为26%，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3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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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并建立产业化再生至关重要，加速行业从分散收集、分散运输、作坊加工向分散收集、汇

集运输、规模生产发展。再生PET行业有望迎来规模化投资热潮，预计国内新增再生PET投资

需求在240亿以上。国内再生PET下游分布

二、2019年中国废料回收所属行业发展动态

三、2019年废料回收所属行业经营业绩分析

四、2019年我国废料回收所属行业发展热点

第二节中国废料回收所属行业市场供需状况



一、2019年中国废料回收所属行业供给能力

二、2019年中国废料回收所属行业市场供给分析

三、2019年中国废料回收所属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四、2019年中国废料回收所属行业产品价格分析

第三节我国废料回收所属行业市场分析

一、2019年废料回收市场分析

二、2019年废料回收市场分析

三、2019年废料回收市场的走向分析

 

第四章废料回收所属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第.一节2015-2019年中国废料回收所属行业工业总产值分析

一、2015-2019年中国废料回收所属行业工业总产值分析

二、不同规模企业工业总产值分析

三、不同所有制企业工业总产值比较

第二节2015-2019年中国废料回收所属行业市场销售收入分析

一、2015-2019年中国废料回收所属行业市场总销售收入分析

二、不同规模企业总销售收入分析

三、不同所有制企业总销售收入比较

第三节2015-2019年中国废料回收所属行业产品成本费用分析

一、2015-2019年中国废料回收所属行业成本费用总额分析

二、不同规模企业销售成本比较分析

三、不同所有制企业销售成本比较分析

第四节2015-2019年中国废料回收所属行业利润总额分析

一、2015-2019年中国废料回收所属行业利润总额分析

二、不同规模企业利润总额比较分析

三、不同所有制企业利润总额比较分析

 

第五章我国废料回收所属行业进出口分析

第.一节我国废料回收产品所属行业进口分析

一、2019年进口总量分析

二、2019年进口结构分析

三、2019年进口区域分析



第二节我国废料回收产品所属行业出口分析

一、2019年出口总量分析

二、2019年出口结构分析

三、2019年出口区域分析

第三节我国废料回收产品所属行业进出口预测

一、2019年进口分析

二、2019年出口分析

三、2019年废料回收进口预测

四、2019年废料回收出口预测

 

第六章废料回收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一、现有企业间竞争

二、潜在进入者分析

三、替代品威胁分析

四、供应商议价能力

五、客户议价能力

第二节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市场集中度分析

二、企业集中度分析

三、区域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行业国际竞争力比较

一、生产要素

二、需求条件

三、支援与相关产业

四、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状态

五、政府的作用

第四节废料回收所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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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企业全年营业收入对比分析

四、重点企业出口交货值对比分析



五、重点企业利润总额对比分析

六、重点企业综合竞争力对比分析

第五节2015-2019年废料回收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一、2019年废料回收行业竞争分析

二、2019年中外废料回收产品竞争分析

三、2015-2019年国内外废料回收竞争分析

四、2015-2019年我国废料回收市场竞争分析

五、2015-2019年我国废料回收市场集中度分析

六、2022-2028年国内主要废料回收企业动

 

第七章废料回收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第.一节废料回收市场竞争策略分析

一、2019年废料回收市场增长潜力分析

二、2019年废料回收主要潜力品种分析

三、现有废料回收产品竞争策略分析

四、潜力废料回收品种竞争策略选择

五、典型企业产品竞争策略分析

第二节废料回收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一、国际经济形势对废料回收行业竞争格局的影响

二、全球经济下废料回收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

三、2022-2028年我国废料回收市场竞争趋势

四、2022-2028年废料回收行业竞争格局展望

五、2022-2028年废料回收行业竞争策略分析

六、2022-2028年废料回收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第八章主要废料回收企业竞争分析

第.一节上海化学工业区升达废料处理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发展战略

第二节湖南百通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发展战略

第三节青岛阳林鸿化工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发展战略

第四节中核清原环境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发展战略

第五节广东大亚湾核电环保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发展战略

第六节浙江华菲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发展战略

第七节龙福环能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发展战略

第八节苏州玖隆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发展战略

 

第九章废料回收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一节2019年发展环境展望

一、2019年宏观经济形势展望

二、2019年政策走势及其影响

三、2019年国际行业走势展望

第二节2019年废料回收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2019年技术发展趋势分析

二、2019年产品发展趋势分析

三、2019年行业竞争格局展望

第三节2022-2028年中国废料回收市场趋势分析

一、2015-2019年废料回收市场趋势总结

二、2022-2028年废料回收发展趋势分析

三、2022-2028年废料回收市场发展空间

四、2022-2028年废料回收产业政策趋向

五、2022-2028年废料回收技术革新趋势

六、2022-2028年废料回收价格走势分析

 

第十章未来废料回收行业发展预测

第.一节未来废料回收需求与消费预测

一、2022-2028年废料回收产品消费预测

二、2022-2028年废料回收市场规模预测

三、2022-2028年废料回收行业总产值预测

四、2022-2028年废料回收行业销售收入预测

五、2022-2028年废料回收行业总资产预测

第二节2022-2028年中国废料回收行业供需预测

一、2022-2028年中国废料回收供给预测

二、2022-2028年中国废料回收产量预测

三、2022-2028年中国废料回收需求预测

四、2022-2028年中国废料回收供需平衡预测



五、2022-2028年中国废料回收产品价格预测

六、2022-2028年主要废料回收产品进出口预测

 

第十一章废料回收行业投资现状分析

第.一节2019年废料回收行业投资情况分析

一、2019年总体投资及结构

二、2019年投资规模情况

三、2019年投资增速情况

四、2019年分行业投资分析

五、2019年分地区投资分析

六、2019年外商投资情况

第二节2019年废料回收行业投资情况分析

一、2019年总体投资及结构

二、2019年投资规模情况

三、2019年投资增速情况

四、2019年分行业投资分析

五、2019年分地区投资分析

六、2019年外商投资情况

 

第十二章废料回收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第.一节经济发展环境分析

一、2015-2019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二、2022-2028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三、2022-2028年投资趋势及其影响预测

第二节政策法规环境分析

一、2019年废料回收行业政策环境

二、2019年国内宏观政策对其影响

三、2019年行业产业政策对其影响

第三节社会发展环境分析

一、国内社会环境发展现状

二、2019年社会环境发展分析

三、2022-2028年社会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第十三章废料回收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

第.一节行业活力系数比较及分析

一、2019年相关产业活力系数比较

二、2015-2019年行业活力系数分析

第二节行业投资收益率比较及分析

一、2019年相关产业投资收益率比较

二、2015-2019年行业投资收益率分析

第三节废料回收行业投资效益分析

一、2015-2019年废料回收所属行业投资状况分析

二、2022-2028年废料回收所属行业投资效益分析

三、2022-2028年废料回收行业投资趋势预测

四、2022-2028年废料回收行业的投资方向

五、2022-2028年废料回收行业投资的建议

六、新进入者应注意的障碍因素分析

第四节影响废料回收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2022-2028年影响废料回收行业运行的有利因素分析

二、2022-2028年影响废料回收行业运行的稳定因素分析

三、2022-2028年影响废料回收行业运行的不利因素分析

四、2022-2028年我国废料回收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分析

五、2022-2028年我国废料回收行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分析

第五节废料回收行业投资风险及控制策略分析

一、2022-2028年废料回收行业市场风险及控制策略

二、2022-2028年废料回收行业政策风险及控制策略

三、2022-2028年废料回收行业经营风险及控制策略

四、2022-2028年废料回收行业技术风险及控制策略

五、2022-2028年废料回收同业竞争风险及控制策略

六、2022-2028年废料回收行业其他风险及控制策略

 

第十四章废料回收行业投资战略研究

第.一节废料回收行业发展战略研究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业务组合战略

四、区域战略规划

五、产业战略规划

六、营销品牌战略

七、竞争战略规划

第二节对我国废料回收品牌的战略思考

一、企业品牌的重要性

二、废料回收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三、废料回收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我国废料回收企业的品牌战略

五、废料回收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三节废料回收行业投资战略研究

一、2019年废料回收行业投资战略

二、2019年废料回收行业投资战略研究

三、2022-2028年废料回收行业投资形势

四、2022-2028年废料回收行业投资战略

 

图表目录：

图表：废料回收产业链分析

图表：国际废料回收市场规模

图表：国际废料回收生命周期

图表：废料回收行业链结构图

图表：2015-2019年全球废料回收需求趋势图

图表：2015-2019年废料回收行业销售规模/市场容量增长趋势图

更多图表见正文......

  详细请访问：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110/241803.html

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110/24180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