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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化苗木 调查报告
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海关总署、国家商务部、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以及国内外相关报刊杂志的基础信息等公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着
重对我国绿化苗木行业的发展态势，包括市场供给与需求情况、进出口
情况、市场需求特点、行业竞争态势以及世界市场发展状况等进行了分
析，对绿化苗木行业的市场需求及技术发展趋势进行了研判。报告数据
丰富及时、图文并茂，还对国家相关产业政策进行了介绍和趋向研判，
是绿化苗木生产企业、科研单位、经销企业等单位准确了解当前中国绿
化苗木市场发展动态，把握企业定位和发展战略方向不可多得的决策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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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资料，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本绿化苗木研究报告，对绿化苗木进行了详细的绿化苗木分析
研究，内容包括行业国内市场分析，国外市场分析，市场供需分析、竞
争对手分析，行业前景分析，市场风险分析。最后绿化苗木研究报告对
绿化苗木行业前景做出了研究预测。

【绿色通道】尊敬的客户，如果该报告目录不能满足你的需要，请您跟
我们的客服及时联系，我们会根据您的需要做出调整，以满足你的需求
。当您定购该报告之后，公司会进行市场最新的内容更新，确保信息与
市场同步。

正文目录

第一章 世界绿化苗木行业整体运营状况分析
第一节 世界绿化苗木行业市场发展格局
一、世界绿化苗木市场特征分析
二、世界绿化苗木品种综述
三、世界绿化苗木市场动态分析
第二节 世界绿化苗木品牌主要国家分析
一、美国俄勒冈州城镇绿化和苗木业动态分析
二、韩国花卉业在激烈竞争中迅速发展
三、实用技术 为以色列花卉业增添竞争力
第三节 2012-2016年世界绿化苗木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二章 中国绿化苗木行业发展环境分析及展望
第一节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一、国民生产总值（GDP）
二、工业生产与效益情况
三、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四、财政与金融
五、对外贸易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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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消费物价指数情况
第二节 绿化苗木技术分析
一、柚木育苗密度与苗木产量和质量的关系
二、平邑花卉专业合作社嫁接“洋花”获成功
第三节 绿化苗木政策分析
一、苗木从业者需积极关注国家宏观政策
二、《云南省花卉产业发展条例（草案）》
三、深圳发布并实施《屋顶绿化设计规范》
四、天智九韬权威专家行业政策解读
第四节 中国绿化苗木市场社会环境分析
一、环境污染严重
二、人们绿化环保意识加强
三、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
第五节 2012年最新经济运行分析
一、投资分析
二、出口分析
三、消费分析

 

第三章 中国绿化苗木行业市场运行态势剖析
第一节 中国绿化苗木产业现状综述
一、我国花卉产业规模居世界第一
二、区域特征明显，产品结构地区差异较大
三、苗木种植面积均在快速增长
四、绿化苗木产业已成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柱产业
五、生产规模持续扩大，产品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
六、苗木合作社引导苗木产业健康发展
七、非公有制苗圃迅速发展，生产经营主体多元化
八、绿化苗木行业转变发展方式
第二节 中国绿化苗木重点区域市场动态分析
一、北京新城绿化率提5个百分点
二、福建“四绿”工程绿化苗木基地建设座谈会召开
三、昌邑:精心打造北方绿化苗木品牌 优化结构抢占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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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川:以全新模式适应现代苗木业发展需求
五、威海:6500亩绿化苗木产值可达1.4亿
第三节 中国绿化苗木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一、首先是品种结构
二、其次是产品类型
三、苗木行业的基础信息问题亟待解决
四、我国园林绿化苗木生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过分依赖进口苗木民族种业基础脆弱
2、无序生产产品结构不合理

 

第四章 中国绿化苗木行业市场运行态势剖析
第一节 中国绿化苗木产业发展动因分析
一、国家的宏观决策是园林绿化苗木产业发展的原动力
二、重大生态工程项目为园林绿化苗木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三、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是园林绿化苗木持续快速发展的保证
四、城市化进程加快和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是苗木产业的加速器
五、奥运、世博两会为园林绿化苗木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有利契机
六、旅游业的崛起和迅速发展刺激了园林绿化苗木产业的发展
七、小城镇和新农村的建设是园林绿化苗木产业发展的又一潜在市场
八、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有利于园林绿化苗木市场的拓展
第二节 我国园林绿化苗木产业中几种产业模式的比较分析
一、快速发展模式
二、平稳发展模式
三、动荡发展模式
四、滞后发展模式
第三节 我国园林绿化苗木产业各种生产类型的比较分析
一、家庭作坊式
二、民营企业
三、国营苗圃
四、公司+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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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国绿化苗木市场运行走势分析
第一节 中国绿化苗木市场运行特点分析
第二节 中国绿化苗木市场供给情况分析
一、绿化苗木种植种况
二、山东省苗木总产量近40亿株
三、丽水苗木产量可达3524.2万株
四、云南鲜切花产量连续十五年保持全国第一
五、四川花卉产量分析
第三节 中国绿化苗木市场消费情况分析
一、苗木销量剧增 价格走高
二、苗木市场“变脸”之机
三、兰花科技园建成后产量大目光瞄准全球
四、菏泽苗木市场遭遇倒春寒
五、温江红花继木热销
第四节 中国绿化苗木市场上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园林绿化苗木市场无序竞争
二、销售网络不健全
三、园林绿化苗木国际竞争能力差

 

第六章 中国七大市场热点花卉苗木种类市场运行动态分析
第一节 桂花
第二节 栾树
第三节 色叶柳类
第四节 香椿
第五节 香花槐
第六节 紫叶矮樱
第七节 无患子
第八节 绿化专用花木

 

第七章 06023010种用杜鹃行业进出口贸易分析(海关8位代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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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06023010种用杜鹃出口状况分析
一、出口金额规模分析
二、出口数量规模分析
三、出口价格分析
第二节 06023010种用杜鹃进口状况
一、进口金额规模分析
二、进口数量规模分析
三、进口价格分析

 

第八章 06023090其他杜鹃，不论是否嫁接行业进出口贸易分析(海关8位
代码分析)
第一节 06023090其他杜鹃，不论是否嫁接出口状况分析
一、出口金额规模分析
二、出口数量规模分析
三、出口价格分析
第二节 06023090其他杜鹃，不论是否嫁接进口状况
一、进口金额规模分析
二、进口数量规模分析
三、进口价格分析

 

第九章 06024010种用玫瑰行业进出口贸易分析(海关8位代码分析)
第一节 06024010种用玫瑰出口状况分析
一、出口金额规模分析
二、出口数量规模分析
三、出口价格分析
第二节 06024010种用玫瑰进口状况
一、进口金额规模分析
二、进口数量规模分析
三、进口价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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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06024090其他玫瑰，不论是否嫁接行业进出口贸易分析(海关8位
代码分析)
第一节 06024090其他玫瑰，不论是否嫁接出口状况分析
一、出口金额规模分析
二、出口数量规模分析
三、出口价格分析
第二节 06024090其他玫瑰，不论是否嫁接进口状况
一、进口金额规模分析
二、进口数量规模分析
三、进口价格分析

 

第十一章 中国花卉苗木种植基地发展形势透析
第一节 湖南花卉苗木基地
一、种植面积情况
二、花卉苗木品种分析
三、花卉苗木营销网络分析
四、该地区竞争力分析
第二节 云南花卉苗木基地
一、种植面积情况
二、花卉苗木品种分析
三、花卉苗木营销网络分析
四、该地区竞争力分析
第三节 江苏花卉苗木基地
一、种植面积情况
二、花卉苗木品种分析
三、花卉苗木营销网络分析
四、该地区竞争力分析
第四节 福建花卉苗木基地
一、种植面积情况
二、花卉苗木品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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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花卉苗木营销网络分析
四、该地区竞争力分析
第五节 广东花卉苗木基地
一、种植面积情况
二、花卉苗木品种分析
三、花卉苗木营销网络分析
四、该地区竞争力分析
第六节 山东花卉苗木基地
一、种植面积情况
二、花卉苗木品种分析
三、花卉苗木营销网络分析
四、该地区竞争力分析
第七节 北京花卉苗木基地
一、种植面积情况
二、花卉苗木品种分析
三、花卉苗木营销网络分析
四、该地区竞争力分析
第八节 上海花卉苗木基地
一、种植面积情况
二、花卉苗木品种分析
三、花卉苗木营销网络分析
四、该地区竞争力分析

 

第十二章 中国苗木花卉市场营销剖析
第一节 中国木花卉市场流通现状
一、竹马“三招”催生花卉销售热
二、新需求促苗木流通方式重新排序
第二节 中国木花卉市场营销模式探析
一、花卉连锁经营模式的催生
二、种植+经营+绿化工程 新模式
第三节 中山苗木产业启动营销案便解析
一、苗木超市展示“微观”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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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田间议价”转向市场竞价
三、与周边诸 “列强”形成合力
第四节 用超级市场方式经营花卉—首家园艺生活超市探秘

 

第十三章 中国绿化苗木市场竞争格局透析
第一节 中国绿化苗木行业竞争现状
一、我国花卉产业形成四大区域格局
二、中国花卉国际竞争力透析
三、福建特色花卉成“中流砥柱”
第二节 中国绿化苗木市场竞争格局
一、耐盐碱苗木逐渐占据北方及沿海地区绿化市场
二、金华花卉苗木块状集聚发展显优势
第三节 2012-2016年中国绿化苗木行业竞争策略—差异化和特色化

 

第十四章
中国绿化苗木优势生产企业竞争力及关键性数据分析（企业可自选）
第一节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02200）
一、企业介绍
二、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三、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四、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五、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二节 佛山金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三节 衢州醉根艺品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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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四节 大连神洲牧业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十五章 2010-2015年中国绿化苗木产业前景展望与趋势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12-2016年中国绿化苗木行业前景预测分析
一、绿化苗木产业将迎来下一步发展的“黄金时代”
二、浅谈绿化苗木市场前景
三、银杏和水杉绿化苗木发展前景看好
四、观赏型野生花卉组合前景发展被看好
第二节 2012-2016年中国绿化苗木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苗木行情呈现六大趋势
二、未来苗木生产发展趋势—双容器栽培系统探讨
三、高端苗木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浅析
四、苗木大规格化是主要的发展方向
第三节 2012-2016年中国绿化苗木产业发展战略分析
一、产学研联合大力发展民族园林绿化苗木种业
二、加强城镇园林植物规划调整优化产品结构
三、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强园林绿化苗木生产的标准化建设
四、规范园林绿化苗木市场完善行业协会职能
五、完善销售流通体系加强信息体系建设
六、提高园林绿化苗木出口能力为园林绿化苗木出口创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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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2012-2016年中国绿化苗木行业投资前景预测
第一节 中国绿化苗木产业投资概况
一、绿化苗木投资环境分析
二、绿化苗木产业投资与在建项目
1、5亿元园林绿化苗木产业化开发项目有望落户泸西
2、中国绿化苗木产业基地建设情况
第二节 2012-2016年中国绿化苗木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绿化苗木：产品与区域不平衡带来投资机会
二、消费升级 花卉产业蕴含巨大投资机会
三、专家解读未来绿化苗木需求区域的热点及特点

 

第十七章 绿化苗木行业市场企业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绿化苗木行业企业区域集中度分析
一、绿化苗木华北区域集中度分析
二、绿化苗木东北区域集中度分析
三、绿化苗木西北区域集中度分析
四、绿化苗木华东区域集中度分析
五、绿化苗木华南区域集中度分析
六、绿化苗木西南区域集中度分析
七、绿化苗木华中区域集中度分析
第二节 绿化苗木行业企业主要省市集中度分析
一、绿化苗木A省集中度分析
二、绿化苗木B省集中度分析
三、绿化苗木C省域集中度分析
 

 

第十八章 绿化苗木行业SWOT和市场供需分析
第一节 绿化苗木行业SWOT分析
一、绿化苗木行业优势分析
二、绿化苗木行业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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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绿化苗木行业机会分析
四、绿化苗木行业威胁分析
第二节 2012-2016年中国绿化苗木市场供需状况
一、绿化苗木市场供给预测分析
二、绿化苗木市场需求预测分析
三、行业进出口预测分析
第三节 2012-2016年绿化苗木行业影响供给关系因素分析
一、需求变化因素
二、厂商产能因素
三、原料供给状况
四、技术水平提高
五、政策变动因素

 

第十九章 2012-2016年绿化苗木行业投资前景和风险预警研究
第一节 绿化苗木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绿化苗木行业需求增长投资机会分析
二、绿化苗木行业区域市场投资机会分析
第二节 绿化苗木行业内部风险分析
一、绿化苗木行业市场竞争风险分析
二、绿化苗木行业技术水平风险分析
三、绿化苗木行业企业经营风险分析
四、绿化苗木行业企业出口风险分析
五、绿化苗木行业自身发展周期风险分析
第三节 绿化苗木行业外部风险分析
一、绿化苗木行业国际宏观经济环境风险分析
二、绿化苗木行业国内宏观经济环境风险分析
三、绿化苗木行业国内外行业政策风险分析
四、绿化苗木行业替代品行业发展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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