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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英文名称为NoteBook，俗称笔记本电脑。portable、laptop、notebook computer，简称NB，

又称手提电脑或膝上型电脑（港台称之为笔记型电脑1），是一种小型、可携带的个人电脑，

通常重1-3公斤。其发展趋势是体积越来越小，重量越来越轻，而功能却越发强大。

像Netbook，也就是俗称的上网本，跟PC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便携带方便。

        《2013-2017年中国笔记本电脑市场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立足于笔记本电脑行业发

展现状分析，通过对笔记本电脑行业环境、笔记本电脑产业链、笔记本电脑市场供需、笔记

本电脑价格、笔记本电脑生产企业的详尽剖析，以使投资者达到对笔记本电脑产品市场发展

现状的全面、深入掌握；同时为使投资者把握笔记本电脑未来的市场发展趋势，我中心还对

笔记本电脑行业未来发展趋势和市场前景进行科学、严谨的分析与预测；另外在投资分析部

分，针对企业投资决策依据进行了重点分析，并综合给出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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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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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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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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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七节 略⋯⋯

 

 第十一章 2013-2017年中国笔记本电脑行业发展趋势与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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