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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工程设计，是根据建设工程的要求，对建设工程所需的技术、经济、资源、环境等条件进行

综合分析、论证，编制建设工程设计文件的活动。工程设计是人们运用科技知识和方法，有

目标地创造工程产品构思和计划的过程，几乎涉及到人类活动的全部领域。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工程设计行业前景展望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共十六章

。首先介绍了工程设计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工程设计规模及消费需求，然

后对中国工程设计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工程设计面临的机遇及发

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工程设计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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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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利工程设计市场分析

三、水利工程设计市场客户

四、水利行业投资规划及机会分析

（一）行业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行业新建工程项目

（三）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十节通信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通信工程行业发展背景分析

（一）行业发展需求背景

（二）通信工程投资情况

二、通信工程设计市场分析

三、通信工程设计市场客户

四、通信行业投资规划及机会分析

（一）行业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十一节机械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机械工程行业发展概述

（一）行业发展需求背景

（二）机械建设投资情况

二、机械工程设计市场分析



三、机械工程设计市场客户

四、机械行业投资规划及机会分析

（一）行业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行业新建工程项目

（三）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十二节钢铁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钢铁工程行业发展背景分析

（一）钢铁工程建设情况

（二）钢铁工程投资情况

二、钢铁工程设计市场分析

三、钢铁工程设计市场客户

四、钢铁行业投资规划及机会分析

（一）行业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行业新建工程项目

（三）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十三节冶金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冶金工程行业发展背景分析

（一）冶金工程行业发展现状

（二）冶金工程建设投资情况

（三）中国冶金工程行业特点

二、冶金工程设计市场分析

三、冶金工程设计市场客户

四、冶金行业投资规划及机会分析

（一）行业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行业新建工程项目

（三）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十四节煤炭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煤炭工程行业发展背景分析

（一）行业发展需求背景

（二）煤炭工程建设情况

（三）煤炭工程投资情况

二、煤炭工程设计市场分析



三、煤炭工程设计市场客户

四、煤炭行业投资规划及机会分析

（一）行业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行业新建工程项目

（三）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十五节石化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石化工程行业发展背景分析

（一）行业发展需求背景

（二）石化工程投资情况

二、石化工程设计市场分析

三、石化工程设计市场客户

四、石化行业投资规划及机会分析

（一）行业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行业新建工程项目

（三）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十六节纺织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纺织工程行业发展背景分析

（一）行业发展需求背景

（二）国内纺织建设投资情况

二、纺织工程设计市场分析

三、纺织工程设计市场客户

四、纺织行业投资规划及机会分析

（一）行业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行业新建工程项目

（三）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十七节生态环境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生态环境工程行业发展背景分析

二、生态环境工程设计市场分析

三、生态环境工程设计市场客户

四、生态环境行业投资规划及机会分析

（一）行业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行业新建工程项目



（三）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十八节地质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地质工程行业发展背景分析

（一）行业发展需求背景

（二）地质工程建设情况

（三）地质工程投资情况

二、地质工程设计市场分析

三、地质工程设计市场客户

四、地质行业投资规划及机会分析

（一）行业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十九节新能源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新能源工程行业发展背景分析

（一）新能源工程行业发展现状

（二）全国新能源工程建设情况

（三）全国新能源工程投资情况

二、新能源工程设计市场分析

三、新能源工程设计市场客户

四、新能源行业投资规划及机会分析

（一）行业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行业新建工程项目

（三）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二十节医药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医药工程行业发展背景分析

（一）行业发展需求背景

（二）医药建设投资情况

二、医药工程设计市场分析

三、医药工程设计市场客户

四、医药行业投资规划及机会分析

（一）行业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行业新建工程项目

（三）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二十一节农业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农业工程行业发展背景分析

（一）行业发展需求背景

（二）农业工程建设情况

（三）农业工程投资情况

二、农业工程设计市场分析

三、农业工程设计市场客户

四、农业行业投资规划及机会分析

（一）行业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行业新建工程项目

（三）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二十二节林业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林业工程行业发展背景分析

（一）行业发展需求背景

（二）林业工程投资情况

二、林业工程设计市场分析

三、林业工程设计市场客户

四、林业行业投资规划及机会分析

（一）行业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行业新建工程项目

（三）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十章中国工程设计细分业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第.一节房屋建筑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北京工程设计行业规模

二、北京工程设计企业格局

（一）企业数量及资质等级格局

（二）专业资质格局

三、北京工程设计市场机会

（一）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新建工程项目

（三）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二节上海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上海工程咨询行业规模

二、上海工程咨询企业格局

（一）企业数量及资质等级格局

（二）专业资质格局

三、上海工程咨询市场机会

（一）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新建工程项目

（三）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三节广东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广东工程设计行业规模

二、广东工程设计企业格局

（一）企业数量及资质等级格局

（二）专业资质格局

三、广东工程设计市场机会

（一）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新建工程项目

（三）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四节天津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天津工程设计行业规模

二、天津工程设计企业格局

（一）企业数量及资质等级格局

（二）专业资质格局

三、天津工程设计市场机会

（一）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新建工程项目

（三）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五节山东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山东工程设计行业规模

二、山东工程设计企业格局

（一）企业数量及资质等级格局

（二）专业资质格局



三、山东工程设计市场机会

（一）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新建工程项目

（三）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六节江苏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江苏工程设计行业规模

二、江苏工程设计企业格局

（一）企业数量及资质等级格局

（二）专业资质格局

三、江苏工程设计市场机会

（一）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新建工程项目

（三）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七节浙江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浙江工程设计行业规模

二、浙江工程设计企业格局

（一）企业数量及资质等级格局

（二）专业资质格局

三、浙江工程设计市场机会

（一）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新建工程项目

（三）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八节福建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福建工程设计行业规模

二、福建工程设计企业格局

（一）企业数量及资质等级格局

（二）专业资质格局

三、福建工程设计市场机会

（一）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新建工程项目

（三）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九节河北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河北工程设计行业规模

二、河北工程设计企业格局

（一）企业数量及资质等级格局

（二）专业资质格局

三、河北工程设计市场机会

（一）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新建工程项目

（三）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十节河南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河南工程设计行业规模

二、河南工程设计企业格局

（一）企业数量及资质等级格局

（二）专业资质格局

三、河南工程设计市场机会

（一）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新建工程项目

（三）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十一节安徽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安徽工程设计行业规模

二、安徽工程设计企业格局

（一）企业数量及资质等级格局

（二）专业资质格局

三、安徽工程设计市场机会

（一）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新建工程项目

（三）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十二节湖北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湖北工程设计行业规模

二、湖北工程设计企业格局

（一）企业数量及资质等级格局

（二）专业资质格局

三、湖北工程设计市场机会



（一）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新建工程项目

（三）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十三节湖南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湖南工程设计行业规模

二、湖南工程设计企业格局

（一）企业数量及资质等级格局

（二）专业资质格局

三、湖南工程设计市场机会

（一）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新建工程项目

（三）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十四节江西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江西工程设计行业规模

二、江西工程设计企业格局

（一）企业数量及资质等级格局

（二）专业资质格局

三、江西工程设计市场机会

（一）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新建工程项目

（三）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十五节广西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广西工程设计行业规模

二、广西工程设计企业格局

（一）企业数量及资质等级格局

（二）专业资质格局

三、广西工程设计市场机会

（一）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新建工程项目

（三）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十六节四川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四川工程设计行业规模



二、四川工程设计企业格局

（一）企业数量及资质等级格局

（二）专业资质格局

三、四川工程设计市场机会

（一）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新建工程项目

（三）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十七节重庆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重庆工程设计行业规模

二、重庆工程设计企业格局

（一）企业数量及资质等级格局

（二）专业资质格局

三、重庆工程设计市场机会

（一）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新建工程项目

（三）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十八节山西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山西工程设计行业规模

二、山西工程设计企业格局

（一）企业数量及资质等级格局

（二）专业资质格局

三、山西工程设计市场机会

（一）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新建工程项目

（三）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十九节吉林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吉林工程设计行业规模

二、吉林工程设计企业格局

（一）企业数量及资质等级格局

（二）专业资质格局

三、吉林工程设计市场机会

（一）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新建工程项目

（三）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二十节黑龙江工程设计市场及其投资机会

一、黑龙江工程设计行业规模

二、黑龙江工程设计企业格局

（一）企业数量及资质等级格局

（二）专业资质格局

三、黑龙江工程设计市场机会

（一）重大投资规划及专题

（二）新建工程项目

（三）工程设计项目招标

 

第十一章中国工程设计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中国工程设计行业企业格局

一、国有综合型勘察设计院

二、股份制中小型设计企业

三、专业勘察设计事务所

四、中外合资设计公司

第二节工程设计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

一、工程设计企业核心竞争力综述

二、工程设计企业核心竞争力要素

（一）项目管理能力

（二）知识管理能力

（三）风险管理能力

（四）市场营销及服务能力

三、提升工程设计企业核心竞争力对策

第三节工程设计企业的SWOT分析

一、工程设计企业的优势分析

二、工程设计企业的劣势分析

三、工程设计企业的机遇分析

四、工程设计企业的挑战分析

第四节工程设计企业波特五力分析



一、工程设计业潜在进入者

二、工程设计服务替代分析

三、服务购买者的议价能力

四、服务供应者的议价能力

五、内部现有竞争者的抗衡

第五节国际著名设计咨询企业在华布局

一、在华市场整体发展情况分析

二、美国设计公司在华分布格局

三、欧洲设计公司在华分布格局

四、澳大利亚设计公司在华格局

五、加拿大设计公司在华分布格局

六、香港设计公司在内陆分布格局

第六节工程设计企业竞争战略分析

一、企业总成本领先战略

二、企业差异化战略分析

三、企业集中化战略分析

四、企业的具体发展战略

（一）品牌差异战略

（二）构建战略联盟

（三）强化服务功能

（四）客户关系培育

 

第十二章中国工程设计重点企业竞争力分析

第.一节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二节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三节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四节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范围分析

三、企业资质水平分析

四、企业工程设计业绩

第五节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资质水平分析

三、企业经营范围分析

四、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第六节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资质水平分析

三、企业经营范围分析

四、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第十三章2021-2027年中国工程设计行业发展趋势及投资前景分析

第.一节2021-2027年工程设计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中国工程咨询业发展新趋势

二、勘察设计行业未来发展分析

三、建筑设计行业的新趋势分析

四、工程设计企业发展前景

第二节2021-2027年工程设计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一、国民经济发展形势预测

二、服务业发展重点分析

三、工程咨询业发展规划



四、工程勘察设计行业规划

第三节2021-2027年中国工程设计的市场规模预测

第四节2021-2027年工程设计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政府民生工程带来机会分析

二、节能环保加强带来机会分析

三、国际经济格局调整带来机遇

四、矿山工程设计机会分析

五、全球煤炭设计咨询机会分析

第五节2021-2027年工程设计行业进入壁垒及投资风险

一、工程设计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一）资质壁垒

（二）技术壁垒

（三）经验壁垒

二、工程设计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宏观经济风险

（二）政策风险分析

（三）项目管理风险

（四）质量控制风险

（五）合同管理风险

第六节2021-2027年中国工程设计行业投资建议

 

第十四章中国工程设计行业的&ldquo;走出去&rdquo;战略

第.一节中国工程设计行业&ldquo;走出去&rdquo;战略

一、中国&ldquo;走出去&rdquo;战略的地位及意义

二、中国对外投资战略分析

（一）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分析

（二）中国对外投资阶段分析

（三）中国对外投资风险分析

（四）中国对外投资前景分析

（五）中国对外投资战略分析

三、中国服务贸易总体情况分析

（一）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二）服务贸易结构渐趋优化

（三）重点领域服务出口取得显著成效

（四）服务贸易区域发展不平衡，国际市场结构较集中

四、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分析

（一）亚洲地区承包工程分析

（二）非洲地区承包工程分析

（三）欧洲地区承包工程分析

（四）美洲地区承包工程分析

（五）大洋洲地区承包工程分析

五、中国对外劳务合作情况分析

（一）亚洲地区劳务合作情况分析

（二）非洲地区劳务合作情况分析

（三）欧洲地区劳务合作情况分析

（四）美洲地区劳务合作情况分析

（五）大洋洲地区劳务合作情况分析

第二节中国工程设计国际化水平

一、中国对外工程设计业务整体情况

（一）业务规模

（二）服务领域

（三）业务结构

二、国际工程设计市场中的中国企业

三、中国参与国际工程设计项目机遇分析

四、中国参与国际工程设计项目面临挑战

五、中国对外工程设计发展问题分析

六、中国对外工程设计发展对策建议

第三节工程计行业海外新兴市场投资机会

一、中东市场投资机会

（一）投资环境分析

（二）准入门槛分析

（三）国际贸易现状

（四）市场投资机遇

二、亚洲市场投资机会



（一）投资环境分析

（二）准入门槛分析

（三）国际贸易现状

（四）市场投资机遇

三、拉美市场投资机会

（一）投资环境分析

（二）准入门槛分析

（三）国际贸易现状

（四）市场投资机遇

四、欧洲市场投资机会

（一）投资环境分析

（二）准入门槛分析

（三）国际贸易现状

（四）市场投资机遇

五、非洲市场投资机会

（一）投资环境分析

（二）准入门槛分析

（三）国际贸易现状

（四）市场投资机遇

 

第十五章中国工程设计企业改制及资本运作研究

第.一节中国工程设计企业改制分析

一、工程设计企业改制政策背景

二、工程设计企业改制特点

三、工程设计企业改制目标

四、工程设计企业改制特征

五、工程设计企业改制上市研究

六、工程设计企业改制存在问题

七、工程设计企业改制对策建议

第二节工程设计企业融资困境分析

一、工程设计企业的融资需求分析

二、工程设计企业融资困境分析



三、工程设计企业融资渠道分析

（一）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

（二）股权和债券融资渠道

（三）金融创新型融资渠道

第三节工程设计企业资本运作研究

一、工程设计企业资本运作分析

二、工程设计企业资本运作的作用

三、工程设计企业资本运作的途径

（一）重组（产权转让）

（二）上市（IPO或借壳）

（三）引入战略投资

（四）产业投资

四、工程设计企业资本运作的挑战

第四节工程设计企业资本市场运作建议

一、工程设计企业兼并及收购建议

二、工程设计企业融资方式选择建议

三、中国工程设计企业海外并购案例

四、工程设计企业海外市场运作建议

 

第十六章中国工程设计企业IPO上市策略指导

第.一节工程设计企业境内IPO上市目的及条件

一、工程设计企业境内上市主要目的

二、工程设计企业上市需满足的条件

（一）企业境内主板IPO主要条件

（二）企业境内中小板IPO主要条件

（三）企业境内创业板IPO主要条件

三、企业改制上市中的关键问题

第二节工程设计企业IPO上市的相关准备

一、企业该不该上市

二、企业应何时上市

三、企业应何地上市

四、企业上市前准备



（一）企业上市前综合评估

（二）企业的内部规范重组

（三）选择并配合中介机构

（四）应如何选择中介机构

第三节工程设计企业IPO上市的规划实施

一、上市费用规划和团队组建

二、尽职调查及问题解决方案

三、改制重组需关注重点问题

四、企业上市辅导及注意事项

五、上市申报材料制作及要求

六、网上路演推介及询价发行

第四节工程设计企业IPO上市审核工作流程

一、企业IPO上市基本审核流程

二、企业IPO上市具体审核环节

三、与发行审核流程相关的事项

第五节工程设计企业上市的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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