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7年中国浮式太阳能市场评估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

 

 

 

 

 

 

 

 

 

 

中国市场研究网

www.hjbaogao.com.cn

 

                              1 / 18

http://www.hjbaogao.com.cn


 

报告目录

第一章 全球浮式太阳能行业发展概述

第一节 浮式太阳能行业界定及发展概述

一、浮式太阳能行业界定及特征分析

二、浮式太阳能行业发展历程分析

第二节、我国浮式太阳能行业发展与GDP相关性分析

第三节、我国浮式太阳能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第四节 我国浮式太阳能行业增长性与波动性分析

第五节 全球主要区域浮式太阳能行业发展分析

一、浮式太阳能美国分析

二、浮式太阳能日本分析

三、浮式太阳能欧盟分析

第六节 全球浮式太阳能行业动向及发展趋势

一、浮式太阳能发展现状分析

二、浮式太阳能发展趋势分析

                              2 / 18



 

 

第二章 2019年浮式太阳能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9年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分析

一、中国GDP增长情况分析

二、工业经济发展形势分析

三、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四、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五、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分析

2019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比上年增长8.9%，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5.8%。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26523元，增长
9.0%。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59元，比上年增长7.9%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9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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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比上年增长8.6%，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5.5%。其中，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9886元，比上年增长12.6%，
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5.9%。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28063元，增长7.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6%；农村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13328元，增长9.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全国居民恩
格尔系数为28.2%，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其中城镇为27.6%，农村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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