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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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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产业环境透视

第.一章绿色建筑行业发展综述

第.一节绿色建筑行业的定义与特点

一、绿色建筑的定义

二、绿色建筑的特点

1、节能性

2、环保性

3、地域性与宜居性

三、绿色建筑技术的定义

四、绿色建筑设计理念分析

第二节最近3-5年中国绿色建筑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一、赢利性

二、成长速度

三、附加值的提升空间

四、进入壁垒／退出机制

1、进入壁垒

2、退出机制

五、风险性

六、行业周期

七、竞争激烈程度指标

八、行业及其主要子行业成熟度分析

第三节绿色建筑行业产业链分析

一、产业链结构分析

二、主要环节的增值空间

三、与上下游行业之间的关联性

四、行业产业链上游相关行业分析

五、行业下游产业链相关行业分析

六、上下游行业影响及风险提示

 



第二章绿色建筑行业市场环境及影响分析（PEST）

第.一节绿色建筑行业政治法律环境（P）

一、行业管理体制分析

二、行业主要法律法规

三、绿色建筑行业标准

四、行业相关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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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国际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3、产业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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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产业社会环境

二、社会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三、绿色建筑产业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第四节行业技术环境分析（T）

一、绿色建筑技术分析

二、绿色建筑技术发展水平

三、2020-2026年绿色建筑技术发展分析

四、行业主要技术发展趋势

五、技术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第二部分行业深度分析

第三章绿色建筑行业发展规模与项目认证分析

第.一节国际绿色建筑发展历程与经验启示

一、国际绿色建筑行业发展历程分析

1、绿色建筑产生的背景分析

2、世界绿色建筑的发展历程

二、主要国家与地区绿色建筑政策法规启示

1、澳大利亚绿色建筑相关政策法规



2、美国绿色建筑相关政策法规

3、日本绿色建筑相关政策法规

4、新加坡绿色建筑相关政策法规

5、英国绿色建筑相关政策法规

6、香港地区绿色建筑相关政策法规

7、台湾地区绿色建筑相关政策法规

8、发达国家与地区绿色建筑政策启示

三、国际绿色建筑行业发展规模分析

四、德国绿色建筑行业发展经验借鉴

1、德国绿色建筑支撑体系分析

2、柏林绿色建筑核心理念分析

3、柏林绿色建筑具体发展分析

4、柏林绿色建筑代表项目分析

5、柏林绿色建筑体系经验借鉴

第二节中国绿色建筑行业发展规模与技术现状分析

一、绿色建筑标志项目规模分析

二、绿色建筑标识项目星级分布

三、绿色建筑标识项目地区分布

四、绿色建筑标志项目建筑类型分布

五、绿色建筑标志项目气候区分布

第三节中国绿色建筑技术策略与项目案例分析

一、中国绿色建筑技术发展状况

二、中国绿色建筑技术应用分析

1、绿色建筑技术应用情况分析

2、绿色建筑项目技术经济分析

三、中国绿色建筑评价指标达标分析

四、绿色建筑行业技术策略分析

五、项目应用案例分析&mdash;&mdash;武汉市民之家工程案例分析

1、项目规划设计分析

2、项目整体设计实践分析

3、节地与室外环境分析

4、节能与能源利用分析



5、节水与水资源利用分析

6、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分析

7、项目室内环境质量分析

8、项目运营管理分析

9、项目技术经济评价分析

第四节绿色建筑认证标准与项目认证分析

一、绿色建筑认证评价标准综述

二、美国LEED认证标准分析

1、LEED认证概述

2、LEED价值认证内容

3、LEED认证体系分析

4、LEED认证实施程序分析

5、LEED认证审核机构分析

6、LEED认证发展成果分析

三、中国绿色建筑认证标准分析

1、中国绿色建筑认证评估体系分析

2、中国绿色建筑认证评价标准分析

3、中国绿色建筑认证与LEED认证比较

四、中国LEED认证项目分析

1、中国LEED认证项目规模分析

2、中国LEED认证项目级别分布

3、中国LEED认证项目区域分布

五、中国绿色建筑认证存在问题

 

第四章中国绿色建筑主要需求领域及市场容量分析

第.一节中国绿色建筑行业发展驱动因素分析

一、行业发展之政府因素分析

二、行业发展之开发商因素分析

三、行业发展之消费者因素分析

第二节中国绿色建筑行业细分市场需求分析

一、公共建筑市场需求规模分析

1、公共建筑面积分析



2、公共建筑投资分析

3、公共建筑细分市场投资分析

4、绿色公共建筑市场容量与前景预测

二、居住建筑市场需求规模分析

1、居住建筑面积分析

2、居住建筑投资额分析

3、居住绿色建筑市场容量与前景预测

三、工业建筑市场需求规模分析

1、工业建筑面积分析

2、绿色工业建筑市场容量与前景预测

 

第三部分市场全景调研

第五章中国绿色建筑行业发展模式及策略分析

第.一节中国绿色建筑行业发展问题分析

一、绿色建筑行业面临的观念问题

二、绿色建筑行业存在的推动力问题

三、绿色建筑行业存在的产业链问题

第二节中国绿色建筑行业商业模式分析

一、我国绿色建筑行业商业模式分析

二、我国绿色建筑行业商业模式问题分析

三、我国绿色建筑行业新模式分析

第三节中国绿色建筑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第四节中国绿色建筑行业盈利因素分析

一、绿色建筑设计行业盈利因素分析

二、绿色建筑设计行业盈利模式分析

第五节中国绿色建筑行业融资模式与渠道分析

一、中国绿色建筑行业融资现状

二、绿色建筑行业融资渠道与创新

1、中国绿色建筑行业主要融资渠道分析

2、国外绿色建筑行业创新融资方式分析

第六节中国绿色建筑行业发展模式分析

一、绿色建筑行业主要发展模式分析



1、技术密集型模式分析

2、生态城市型模式分析

3、产业聚集型模式分析

二、绿色建筑行业主要发展模式对比

三、绿色建筑行业发展模式选择分析

1、绿色建筑发展模式选择原则

2、绿色建筑发展模式选择思路

四、绿色建筑行业发展模式架构分析

1、绿色建筑发展保障机制

2、绿色建筑发展合理规划

3、绿色建筑发展策略明确

4、绿色建筑发展结构调整

5、绿色建筑发展认知强化

第七节绿色建筑行业经典案例分析

一、&ldquo;美国绿色校园&rdquo;案例分析

1、美国绿色校园运动概述

2、美国绿色学校评估标准（LEEDforSchool）

3、美国绿色学校实践案例

二、大梅沙&ldquo;万科中心&rdquo;分析

1、大梅沙万科中心简介

2、大师与建筑

3、独特的结构

4、绿色建筑与LEED铂金认证

5、可持续选址

6、节约水资源（水环境）

7、能源与大气

8、材料与资源

9、室内环境品质

 

第六章中国绿色建筑行业成本与收益比较分析

第.一节绿色建筑成本因素分析

第二节绿色建筑增量成本分析



一、绿色建筑增量成本的定义

二、绿色建筑典型项目成本分析

1、节能主导型成本分析

2、技术探索性成本分析

3、研究示范性成本分析

三、绿色建筑增量成本比例分析

四、绿色建筑增量成本分项分析

五、绿色建筑增量成本地域分析

第三节绿色建筑成本变化分析

一、绿色建筑成本下降因素分析

二、绿色建筑成本变化趋势分析

第四节绿色建筑增量经济收益来源分析

第五节绿色建筑成本效益评价分析

一、绿色建筑成本效益评价内容

二、绿色建筑成本效益评价特点

三、绿色建筑成本效益的改善途径

 

第四部分竞争格局分析

第七章中国重点区域市场绿色建筑投资潜力分析

第.一节上海市绿色建筑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一、城市主要绿色建筑政策与标准

二、绿色建筑市场发展规模分析

三、绿色建筑市场有效需求分析

四、绿色建筑市场供给动力分析

五、绿色建筑市场发展前景分析

第二节北京市绿色建筑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一、城市主要绿色建筑政策与标准

二、绿色建筑市场发展规模分析

三、绿色建筑市场有效需求分析

四、绿色建筑市场供给动力分析

五、绿色建筑市场发展前景分析

第三节广东省绿色建筑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一、城市主要绿色建筑政策与标准

二、绿色建筑市场发展规模分析

三、绿色建筑市场有效需求分析

四、绿色建筑市场供给动力分析

五、绿色建筑市场发展前景分析

第四节江苏省绿色建筑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一、城市主要绿色建筑政策与标准

二、绿色建筑市场发展规模分析

三、绿色建筑市场发展前景分析

第五节浙江省绿色建筑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一、城市主要绿色建筑政策与标准

二、绿色建筑市场发展规模分析

第六节天津市绿色建筑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一、城市主要绿色建筑政策与标准

二、绿色建筑市场发展规模分析

三、绿色建筑市场发展前景分析

第七节湖北省绿色建筑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一、城市主要绿色建筑政策与标准

二、绿色建筑市场发展规模分析

三、绿色建筑市场供给动力分析

四、绿色建筑市场发展前景分析

第八节黑龙江省绿色建筑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一、城市主要绿色建筑政策与标准

二、绿色建筑市场发展规模分析

三、绿色建筑市场供给动力分析

四、绿色建筑市场发展前景分析

第九节重庆市绿色建筑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第十节陕西省绿色建筑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一、城市主要绿色建筑政策与标准

二、绿色建筑市场发展规模分析

三、绿色建筑市场有效需求分析

四、绿色建筑市场供给动力分析



 

第八章2020-2026年绿色建筑行业竞争形势及策略

第.一节行业总体市场竞争状况分析

一、绿色建筑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二、绿色建筑行业企业间竞争格局分析

三、绿色建筑行业集中度分析

四、绿色建筑行业SWOT分析

第二节中国绿色建筑行业竞争格局综述

一、绿色建筑行业竞争概况

二、中国绿色建筑行业竞争力分析

三、中国绿色建筑竞争力优势分析

四、绿色建筑行业主要企业竞争力分析

第三节2020-2026年绿色建筑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一、2020-2026年国内外绿色建筑竞争分析

二、2020-2026年我国绿色建筑市场竞争分析

三、2020-2026年我国绿色建筑市场集中度分析

第四节绿色建筑市场竞争策略分析

 

第九章2020-2026年绿色建筑行业领 先企业经营形势分析

第.一节绿色建筑设计/咨询企业发展情况分析

一、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上海分院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业务范围分析

3、企业技术情况分析

4、企业典型工程业绩

二、美国EMSI环境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业务范围分析

3、企业技术情况分析

4、企业典型工程业绩

三、阿特金斯（中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业务范围分析

3、企业技术情况分析

4、企业典型工程业绩

四、北京达实德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业务范围分析

3、企业技术情况分析

4、企业典型工程业绩

五、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业务范围分析

3、企业技术情况分析

4、企业典型工程业绩

第二节绿色建筑开发投资企业发展情况分析

一、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二、上海绿地集团

一、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一、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四、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一、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五、朗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五部分发展前景展望

第十章2020-2026年绿色建筑行业前景及趋势预测

第.一节2020-2026年绿色建筑市场发展前景

一、2020-2026年绿色建筑市场发展潜力

二、2020-2026年绿色建筑市场发展前景展望

三、2020-2026年绿色建筑细分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第二节2020-2026年绿色建筑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一、2020-2026年绿色建筑行业发展趋势

二、2020-2026年绿色建筑市场规模预测

1、绿色建筑行业市场容量预测

2、绿色建筑行业营业收入预测

三、2020-2026年绿色建筑行业应用趋势预测

四、2020-2026年细分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2020-2026年中国绿色建筑行业供需预测

一、2020-2026年中国绿色建筑行业供给预测

二、2020-2026年中国绿色建筑市场规模预测

三、2020-2026年中国绿色建筑投资规模预测

四、2020-2026年中国绿色建筑行业需求预测

五、2020-2026年中国绿色建筑行业供需平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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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2020-2026年绿色建筑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防范

第.一节绿色建筑行业投融资情况

一、行业资金渠道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三、兼并重组情况分析

四、绿色建筑行业投资现状分析

第二节2020-2026年绿色建筑行业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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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行业投资机遇

第三节2020-2026年绿色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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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宏观经济政策风险及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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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中国绿色建筑行业投资建议

一、绿色建筑行业未来发展方向

二、绿色建筑行业主要投资建议

三、中国绿色建筑企业融资分析

 

第六部分发展战略研究



第十二章2020-2026年绿色建筑行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第.一节2019年绿色建筑行业面临的困境

第二节绿色建筑企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一、重点绿色建筑企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二、中小绿色建筑企业发展困境及策略分析

三、国内绿色建筑企业的出路分析

第三节中国绿色建筑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中国绿色建筑行业存在的问题

二、绿色建筑行业发展的建议对策

三、市场的重点客户战略实施

1、实施重点客户战略的必要性

2、合理确立重点客户

3、实施重点客户战略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4、重点客户管理功能

第四节中国绿色建筑市场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一、中国绿色建筑市场发展面临的挑战

二、中国绿色建筑市场发展对策分析

 

第十三章绿色建筑行业发展战略研究

第.一节绿色建筑行业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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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对我国绿色建筑品牌的战略思考

一、绿色建筑品牌的重要性

二、绿色建筑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三、我国绿色建筑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绿色建筑企业的品牌战略



五、绿色建筑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三节绿色建筑经营策略分析

一、绿色建筑市场细分策略

二、绿色建筑市场创新策略

三、品牌定位与品类规划

四、绿色建筑新产品差异化战略

第四节绿色建筑行业投资战略研究

一、2019年绿色建筑行业投资战略

二、2020-2026年绿色建筑行业投资战略

三、2020-2026年细分行业投资战略

 

第十四章研究结论及发展建议

第.一节绿色建筑行业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二节绿色建筑子行业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三节绿色建筑行业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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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图表目录：

图表：绿色建筑数量

图表：绿色建筑数量

图表：绿色建筑各类评价指标的权重

图表：居住建筑人均居住用地指标评分规则

图表：公共建筑容积率评分规则

图表：住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评分规则

图表：公共建筑绿地率评分规则

图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评分规则

图表：冷、热源机组能效指标比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的提高或降

低幅度

图表：供暖、通风与空调系统能耗降低幅度评分规则

图表：可再生能源利用评分规则



图表：非传统水源利用评分标准

图表：非传统水源利用率评分规则

图表：冷却水补水使用非传统水源的量占总用水量比例评分规则

图表：可重复使用隔断（墙）比例评分规则

图表：预制构件用量比例评分规则

图表：施工现场500KM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重量占建筑材料总重量比例评分规则

图表：400MPA级及以上受力普通钢筋的比例评分规则

图表：公共建筑主要功能房间采光系数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50033要求

的面积比例评分规则

图表：地下空间平均采光系数不小于0.5%的面积与首层地下室面积的比例评分规则

图表：公共建筑过渡季典型工况下主要功能房间平均自然通风换气次数不小于2次/H的数量比

例评分规则

图表：每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施工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评分规则

图表：现场加工钢筋损耗率评分规则

更多图表见正文&hellip;&hellip;

  详细请访问：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003/1578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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