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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2.1.1 行业相关政策动向

（1）《内河船舶能效设计指数（EEDI）评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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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行业可持续化发展要求

（1）设计要求



（2）生产要求

（3）管理要求

2.3.2 行业地域发展不平衡

 

第3章：中国船舶制造行业发展分析

3.1 全球航运市场发展概况

3.1.1 国际集装箱运输市场分析

（1）运量增幅放缓

（2）闲置运力增加

（3）运价位于高位

3.1.2 国际干散货运输市场分析

3.1.3 国际原油运输市场分析

3.2 中国航运市场发展概况

3.2.1 中国航运市场运行情况

（1）水路运输总体情况分析

（2）沿海液货危险品运输市场分析

（3）沿海集装箱航运市场分析

（4）沿海干散货航运市场分析

3.2.2 中国长江航运市场行情

（1）长江航运景气情况分析

（2）干散货航运市场运价情况

（3）集装箱航运市场运价情况

3.2.3 中国珠江航运市场行情

（1）客货运输量运行态势及特点

（2）客货运输指标预测

3.3 全球船舶制造行业发展状况

3.3.1 全球造船运行指标分析

（1）全球造船业总体情况

（2）全球造船完工量情况

（3）全球新船接单量情

（4）全球手持订单量情况

3.3.2 散货船市场需求分析



（1）干散货船运力

（2）散货船船龄分布

（3）干散货船需求前景

3.3.3 油船市场需求分析

（1）油运市场需求

（2）油轮运力情况

（3）油轮运输供需比较分析

（4）油船需求前景

3.3.4 集装箱船市场需求分析

（1）集装箱运输需求

（2）集装箱船运力

（3）市场需求趋势

3.3.5 三大船型价格趋势分析

3.3.6 海洋工程设备市场需求分析

（1）海上钻井平台利用率分析

（2）海洋工程设备市场分析

3.4 中国船舶制造行业发展状况

3.4.1 中国造船运行指标分析

（1）造船三大指标分析

（2）工业总产值情况分析

（3）船舶出口情况分析

（4）行业经济效益分析

（5）船舶价格走势分析

3.4.2 中国造船业运行特点分析

（1）结构调整成效分析

（2）自主研发情况分析

3.4.3 中国造船业发展形势分析

3.4.4 中国造船业发展预测分析

 

第4章：金属船舶制造行业市场运营分析

4.1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总体运营状况分析

4.1.1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发展总体运营情况



（1）行业经营效益分析

（2）行业资产回报分析

4.1.2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主要财务指标分析

（1）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2）行业运营能力分析

（3）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4）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4.2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4.2.1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主要经济效益影响因素

（1）军工业发展有力支持金属船舶制造行业

（2）政府产业政策的扶持

（3）船舶市场的周期性影响

4.2.2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4.2.3 不同规模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1）大型企业

（2）中型企业

（3）小型企业

（4）不同规模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历年的比重情况分析

4.2.4 不同性质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1）国有企业

（2）集体企业

（3）股份合作企业

（4）股份制企业

（5）私营企业

（6）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

（7）其他性质企业

（8）不同性质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历年的比重变化情况分析

4.2.5 不同地区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1）销售收入排名居前的10个地区分析

（2）资产总额排名居前的10个地区分析

（3）负债总额排名居前的10个地区分析

（4）销售利润排名居前的10个地区分析



（5）利润总额排名居前的10个地区分析

（6）产成品排名居前的10个地区分析

（7）企业单位数排名居前的10个地区分析

（8）企业亏损额排名居前的10个地区分析

4.3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供需平衡分析

4.3.1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供给情况分析

（1）行业总产值分析

（2）行业产成品分析

4.3.2 各地区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供给情况分析

（1）总产值排名前10家地区分析

（2）产成品排名前10家地区分析

4.3.3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需求情况分析

（1）行业销售产值分析

（2）行业销售收入分析

4.3.4 各地区船舶制造行业销售地区分析

（1）销售产值排名前10家地区分析

（2）销售收入排名前10家地区分析

4.3.5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产销率分析

 

第5章：金属船舶制造行业市场竞争状况分析

5.1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国际市场竞争状况分析

5.1.1 国际金属船舶制造市场发展状况

5.1.2 国际金属船舶制造市场竞争状况

（1）总体竞争格局

（2）中日韩竞争状况

（3）未来竞争格局预测

5.1.3 国际金属船舶制造市场发展趋势

（1）欧洲市场发展趋势

（2）日本市场发展趋势

（3）韩国市场发展趋势

5.1.4 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布局

5.2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国内市场竞争状况分析



5.2.1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1）两大集团主导

（2）地方船企是生力军

5.2.2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五力分析

（1）金属船舶现有竞争者分析

（2）上游供应商议价能力分析

（3）下游购买者的议价能力

（4）金属船舶制替代品威胁

（5）潜在进入者威胁分析

5.3 行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5.3.1 海外金属船舶制造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

5.3.2 国内金属船舶制造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

5.3.3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动向

（1）外高桥造船拟转让长兴造船51%的股权

（2）ST中远项目公司出售资产

（3）扬子江船业收购上海恒高和扬子鑫福股权

（4）中航国际收购芬兰著名船舶设计公司

 

第6章：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产品市场分析

6.1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主要产品结构特征

6.1.1 行业产品结构特征分析

（1）干散货船

（2）油船

（3）集装箱船

（4）特种船

6.1.2 行业产品市场发展概况

6.2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主要产品市场分析

6.2.1 油船产品市场分析

（1）巨型/超大型油轮市场分析

（2）阿芙拉型油轮市场分析

（3）巴拿马船型油轮市场分析

6.2.2 散货船产品市场分析



（1）好望角型船市场分析

（2）海岬型船市场分析

（3）巴拿马型船市场分析

（4）大灵便型船市场分析

6.2.3 集装箱船产品市场分析

（1）集装箱船订单情况

（2）集装箱船价格分析

（3）集装箱船出口情况

6.2.4 海洋工程设备产品市场分析

（1）市场总体情况分析

（2）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7章：金属船舶制造行业重点区域发展分析

7.1 行业总体区域结构特征分析

7.1.1 行业区域结构总体特征

（1）行业企业数区域分布

（2）行业销售收入区域分布

（3）行业资产规模区域分布

7.1.2 行业区域的集中度分析

7.2 行业重点区域产销情况分析

7.2.1 华北地区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1）天津市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2）内蒙古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7.2.2 东北地区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1）辽宁省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2）吉林省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3）黑龙江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7.2.3 华南地区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1）广东省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2）广西省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7.2.4 华东地区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1）上海市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2）江苏省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3）浙江省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4）山东省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5）福建省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6）江西省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7）安徽省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7.2.5 华中地区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1）湖南省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2）湖北省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3）河南省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7.2.6 西南地区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1）四川省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2）重庆市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第8章：中国金属船舶制造行业进出口市场分析

8.1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进出口状况综述

8.2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出口市场分析

8.2.1 2019年行业出口分析

（1）行业出口整体情况

（2）行业出口产品结构

8.2.2 2019年行业出口分析

（1）行业出口整体情况

（2）行业出口产品结构

8.3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进口市场分析

8.3.1 2019年行业进口分析

（1）行业进口整体情况

（2）行业进口产品结构

8.3.2 2019年行业进口分析

（1）行业进口整体情况

（2）行业进口产品结构

8.4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进出口前景及建议

8.4.1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出口前景及建议



8.4.2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进口前景及建议

 

第9章：金属船舶制造行业领先企业个案分析

9.1 金属船舶企业发展总体状况分析

9.1.1 金属船舶企业整体排名

9.1.2 金属船舶行业销售收入状况

9.1.3 金属船舶行业资产总额状况

9.1.4 金属船舶行业利润总额状况

9.2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领先企业个案分析

9.2.1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分析及新产品动向

（5）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6）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7）企业最 新发展动向分析

9.2.2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 新发展动向分析

9.2.3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 新发展动向分析

9.2.4 江苏新世纪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5）企业营销渠道与网络分析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 新发展动向分析

9.2.5 渤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 新发展动向分析

9.2.6 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业务能力分析

（3）企业股权结构分析

（4）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5）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6）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7）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9.2.7 江苏扬子江船厂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5）企业生产能力分析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7）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9.2.8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3）企业业务能力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7）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9.2.9 南通中远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业务能力分析

（3）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产品结构分析及新产品动向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 新发展动向分析

9.2.10 上海船厂船舶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3）企业业务能力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技术研发分析

（6）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7）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8）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9）企业最 新发展动向分析

9.2.11 武昌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3）企业业务能力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产品结构分析及新产品动向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 新发展动向分析

9.2.12 浙江造船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业务能力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分析及新产品动向

（5）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 新发展动向分析

 

第.10章：中国金属船舶行业发展前景及投资预测

10.1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市场发展前景预测

10.1.1 金属船舶制造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1）政策支持船舶种类扩大

（2）船舶产业结构联盟趋势明显

10.1.2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10.2 中国金属船舶制造行业投资风险

10.2.1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政策风险

10.2.2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技术风险

10.2.3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供求风险

10.2.4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关联产业风险

10.2.5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产品结构风险

10.2.6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其他风险

10.3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投融资分析

10.3.1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投资特性

（1）金属船舶制造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2）金属船舶制造行业退出壁垒分析

（3）金属船舶制造行业盈利模式分析

（4）金属船舶制造行业盈利因素分析

10.3.2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投资分析

（1）金属船舶制造行业投资动向



（2）金属船舶制造行业投资机会

（3）金属船舶制造行业投资建议

10.3.3 金属船舶制造行业融资分析

（1）金属船舶制造行业融资动向

（2）船舶融资租赁发展现状分析

（3）金属船舶制造行业融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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