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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分析与投资前景分析报告》共十

三章。首先介绍了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油气勘探及设备整体运行态势等，接

着分析了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油气勘探及设备市场竞争格局。

随后，报告对油气勘探及设备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

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油气勘探及设备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油气勘探及

设备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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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 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发展环境

第.一章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概述

第.一节 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介绍

一、行业概念及定义

二、行业主要产品大类

第二节 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技术水平和周期性

一、行业技术水平分析

二、行业周期性、区域性和季节 性分析

第三节 油气勘探及设备价值链研究分析

一、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内部价值链分析

二、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价值链分析

三、油气勘探及设备产业链研究分析

 

第二章 2014-2019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产业经济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4-2019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产业经济运行环境分析

一、2014-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

二、2014-2019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三、2014-2019年全国居民收入情况分析



四、2014-2019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五、2014-2019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六、2014-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七、2014-2019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第二节 2014-2019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产业政策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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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主要政策

三、国家&ldquo;十二五&rdquo;产业政策

第三节 2014-2019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产业社会环境分析

一、2019年全国大陆总人口

二、2014-2019年教育环境分析

三、2014-2019年文化环境分析

四、2014-2019年生态环境分析

五、2014-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

第四节 2014-2019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产业技术环境分析

 

第二部分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发展现状研究

第三章 2014-2019年世界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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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日本Japex削减国内油气勘探投资

第二节 2014-2019年世界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主要国家和地区分析

一、美国

二、亚太地区

三、中东地区

四、非洲中部



五、拉丁美洲

第三节 2021-2027年世界油气勘探及设备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第四章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市场运行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14-2019年我国油气勘探及设备发展情况

一、2014-2019年我国石油天然气探明储量

二、2014-2019年石油勘探业发展状况分析

三、中国海洋石油进入大规模勘探开发阶段

四、中国西部石油勘探剑指隐蔽油气藏

五、中国油气勘探投资情况分析

六、未来油气勘查值得重视的领域

第二节 2014-2019年我国海上油气勘探市场分析

一、中国海上石油勘探业运行新形势透析

二、2014-2019年中国海上石油勘探行业竞争现状

三、中国海上石油勘探市场投资机会分析

四、南海石油勘探争取在海域油气勘探上有新突破

第三节 中国海上石油勘探产业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2014-2019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发展存在问题分析

二、2014-2019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发展应对策略分析

 

第五章 2014-2019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所在行业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第.一节 2014-2019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资产和负债情况分析

一、2014-2019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资产变化情况分析

二、2014-2019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负债变化情况分析

三、2014-2019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负债率情况分析

第二节 2014-2019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数量、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分析

一、2014-2019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数量分析

二、2014-2019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销售收入分析

三、2014-2019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利润总额分析

第三节 2014-2019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所属行业成本费用分析

一、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销售成本分析

二、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费用情况分析



第四节 2014-2019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经营效率分析

一、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所属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四、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六章 2014-2019年油气勘探技术发展情况分析

第.一节 国际油气勘探技术发展情况

一、地震数据采集技术有所突破

二、软件技术保障数据精准

三、大位移钻井技术创新突出

四、前沿钻井技术显优势

第二节 我国油气勘探技术发展情况分析

一、我国深层石油储层的勘探钻井技术

二、石油勘探技术方法浅析

第三节 几种技术在石油勘探开发中的应用

一、数据挖掘方法

二、地震重力挖掘方法

三、连续电磁剖面法

四、快速气相色谱法

第四节 未来中国油气勘探技术发展方向分析

 

第七章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竞争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14-2019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竞争力分析

一、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要素成本分析

二、品牌竞争分析

三、技术竞争分析

第二节 2014-2019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市场区域格局分析

一、重点生产区域竞争力分析

二、市场销售集中分布

三、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相对竞争力

第三节 2014-2019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一、行业集中度分析

二、企业集中度分析

第四节 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五力竞争分析

一、&ldquo;波特五力模型&rdquo;介绍

二、油气勘探及设备&ldquo;波特五力模型&rdquo;分析

（1）行业内竞争

（2）潜在进入者威胁

（3）替代品威胁

（4）供应商议价能力分析

（5）买方侃价能力分析

第五节 2014-2019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竞争的因素分析

 

第三部分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产业链分析

第八章 2014-2019年我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上游发展情况分析

第.一节 2014-2019年我国油气勘探及设备主要原料市场分析

一、2014-2019年我国油气勘探及设备主要原料市场状况分析

二、2014-2019年主要原材料供应情况分析

第二节 2019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上游原材料生产商情况

第三节 2021-2027年我国油气勘探及设备上游原材料发展趋势分析

 

第九章 2014-2019年我国油气勘探及设备下游所属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2014-2019年石油天然气行业对油气勘探及设备的需求分析

一、我国石油天然气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二、我国石油天然气行业供需分析

三、中国原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投资分析

四、民营企业涉足石油天然气开采浅析

五、中国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的前景和趋势

第二节 2014-2019年我国页岩气市场发展分析

一、我国页岩气发展基础

二、我国页岩气资源潜力调查评价

三、我国开发页岩气技术发展

四、我国页岩气勘探开发布局



五、&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我国页岩气发展形势分析

六、我国&ldquo;十三五&rdquo;页岩气发展目标

七、我国开发页岩气实施的措施分析

八、我国开发页岩气的社会效益与环保评估

第三节 2014-2019年我国煤层气市场发展分析

一、煤层气的勘探

二、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

三、煤层气（煤矿瓦斯）输送与利用

四、&ldquo;十二五 &rdquo; 期间煤层气发展回顾

五、煤层气（煤矿瓦斯）科技攻关

六、&ldquo;十三五&rdquo;煤层气发展目标

七、&ldquo;十三五&rdquo;煤层气发展目标的保障措施

 

第四部分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企业竞争力分析

第十章 2014-2019年世界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主要企业分析

第.一节 埃克森-美孚石油（EXXON MOBIL）

一、企业概述

二、在华发展情况

三、经营情况

四、企业发展战略

第二节 英国石油公司（BP）

一、企业概述

二、在华发展情况

三、经营情况

四、企业发展战略

第三节 荷兰皇家壳牌石油集团（ROYAL DUTCH/SHELL GROUP）

一、企业概述

二、在华发展情况

三、经营情况

四、企业发展战略

第四节 康菲石油公司

一、企业概述



二、在华发展情况

三、经营情况

四、企业发展战略

第五节 埃尼集团

一、企业概述

二、在华发展情况

三、经营情况

四、企业发展战略

 

第十一章 2014-2019年我国油气勘探及设备主要企业分析

第.一节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述

二、销售渠道与网络

三、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二节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述

二、销售渠道与网络

三、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三节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述

二、销售渠道与网络

三、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四节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述

二、销售渠道与网络

三、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五节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述



二、销售渠道与网络

三、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六节 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述

二、销售渠道与网络

三、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七节 恒泰艾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述

二、销售渠道与网络

三、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八节 中国石化集团中原石油勘探局

一、企业概述

二、销售渠道与网络

三、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九节 中国石油集团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述

二、销售渠道与网络

三、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十节 长庆石油勘探局

一、企业概述

二、销售渠道与网络

三、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五部分油气勘探及设备未来市场前景展望、投资策略研究

第十二章 2021-2027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的前景趋势分析

第.一节 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的市场深度调查与趋势



一、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的未来发展展望

二、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的发展趋势

三、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市场将进一步加强整合

第二节 2021-2027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的市场深度调查与趋势

一、未来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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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1-2027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市场价格预测

第四节 2021-2027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盈利能力预测

 

第十三章 2021-2027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制造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分析（）

第.一节 2021-2027年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二节 2021-2027年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一、2021-2027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进入壁垒

二、2021-2027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盈利模式

三、2021-2027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盈利因素

第三节 2021-2027年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2021-2027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政策风险

二、2021-2027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技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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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1-2027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其它风险

第四节 2021-2027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投资机会（）

一、2021-2027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最新投资动向

二、2021-2027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第五节 2021-2027年中国油气勘探及设备行业主要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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