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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危房改造行业现状深度研究与发展前景分析报告（2022-2029年）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
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
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
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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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危房是指年久失修，损坏严重对人们构成危险的宅基地，居住不能保证居住使用安全，是属
危险构件。根据当前国家政策规定，我国危房判别标准主要有以下六点：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除了判别标准之外，根据我国《危险房屋鉴定标准》划分鉴定结果又可将危房等级分为4级
，具体如下：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1、经济环境：宏观经济利好，补助资金使用效益逐步提高
宏观经济环境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五年来我国财政收入整体得到提高，201
7年我国财政收入约为172593亿元；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财政收入较2019年出
现下滑；2021年随着疫情形势的好转好转，国内财政收入便增长至246322亿元。财政支出
方面，从2017年到2021年其呈现逐年递增态势，即使在2020年全国财政收入下滑，国内财
政支出也未减少。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财政收入本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危房改造更是关系到民生的重大项目，所以，我
国财政收增长也意味着我国危房改造的宏观经济环境利好。
早在2008年，中央便花费了2亿元资金支持贵州省级危房改造试点。2008到2010年，中央
财政三年共安排117亿元补助资金，帮助试点地区完成约204万农村困难家庭的危房改造，
目前农村危房改造运动已经遍及全国各地。
然而，早期危房改造投资过度，补助资金使用效率不高，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一方面，由
于建设标准控制不严，使得政府对于危房改造的建设标准失控。而对于危房改造超出建设标
准的，或缺乏必要的惩罚措施，或事实给予了默许，从而间接导致危房改造政策变相成为鼓
励农民农房建设的补贴政策，诱发了一些非困难家庭获得救助资格，危房改造甚至演化成为
建房竞赛。
另一方面，某种意义上，其反而使得农村社会更加分裂，进而危房改造引发的社会矛盾。困
难家庭危房改造是按照“民建公助”的模式推进的，户主自主改造、修缮和建设住房，政府配
套基础设施或给予资金补助。但是，由于政府补助资金没有根据困难程度进行细分或细分程
度不够，因此有一定的自有资金的相对困难的农户最终成为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政策的最
大得益者和主要得益者，而最困难农户（主要是因残、因病、因灾致困致贫,自身经济入低
）家庭开支大，甚至负债累累,很难拿出资金实施危房改造，没有能力实施危房改造。针对
此现象，我国进一步完善了农村危房改造补贴标准，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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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危房改造补贴标准情况 类型 一级危房改造补贴 二级危房改造补贴
三级危房改造补贴 五保户 2万元 0.3万元 0.2万元 低保户 2万元 0.3万元 0.2万元 困难户
1万元 / / 一般户 0.5万元 / /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根据去年5月中旬我国财政部官网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各省市均得到一定的金额的农村危
房改造补助资金。横向对比来看，其中本次下达资金中以农村占比高达43.2%的四川省最多
，约为80245万元；其次便是农村占比约为49.9%的云南省，本次下达资金约为39274万元
。
2021年我国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分配表（单位：万元） 地区 补助资金总额
已下达资金 本次下达资金 北京 2772 434 2338 天津 2857 1427 1430 河北 49826 18246
31580 山西 11989 25711 -13722 内蒙古 6469 22584 -16115 辽宁 18165 17885 280 吉林
11230 12861 -1631 黑龙江 32397 29999 2398 江苏 6054 3219 2835 安徽 14083 27794
-13711 福建 2188 4077 -1889 江西 13362 18578 -5216 山东 48619 32536 16083 河南
53458 38208 15250 湖北 18261 43654 -25393 湖南 50850 65535 -14685 广东 4393 3966
427 广西 25852 45454 -19602 海南 944 5948 -5004 重庆 6132 14056 -7924 四川 165752
85507 80245 贵州 63688 42288 21400 云南 200941 161667 39274 西藏 22538 20902
1636 陕西 27549 27131 418 甘肃 75923 64273 11650 青海 4209 8813 -4604 宁夏 12949
19060 -6111 新疆 34116 60695 -26579
资料来源：财政部官网（本次下达资金=补助资金总额+已下达资金）
另外，从2021年我国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分配表中，有多地本次下达资金是负
数，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出于加强对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使用管理，加快预算执行进度，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避免闲置浪费的目的，需要收回这些地区前两年的补助资金。以2021
年内蒙古自治区补助资金为例，2021年其应补助金额约为18903万元，收回2019年的补助
资金12434万元之后，其补助金额约为6469万元，因此，2021年其下达的补助资金约为-16
115万元。
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补助资金情况表（单位：万元） 地区 2021年应补助金额
收回2019年补助资金 补助资金总额 已下达资金 本次下达资金 内蒙古 18903 12434 6469
22584 -16115
资料来源：财政部官网
纵向对比来看，近三年来，我国中央财政部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呈现下降态势。2019年
农村危房改造改造补助资金约为2985000万元，到2021年便下降至987566万元。我国中央
财政部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减少主要是因为我国农村住房改造补助资金的使用效益得到
了逐步提高。

资料来源：财政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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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危房改造标准进行严格规定后，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使用管理加强，早期危房改造投资
过度局面日益改善，使得危房改造补助资金使用效益逐步提高，促进了我国危房改造行业经
济环境的绿色健康发展。
2、政策环境：支持性政策持续落地，危房改造取得积极成效
危房改造工作是党和国家保障民生的一项重要工作，而农村危房改建补贴政策更是是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解决困难群众住房安全问题的重大举措。
自2008年底开展农村危房改造试点以来，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多方筹措危房改造资金，规范补助对象审核审批程序，创新改造建
设模式，科学制定并严格执行危房改造的相关政策。
从近几年的相关政策来看，可以看出国家层面对外我国危房改造项目的相关政策主要是以支
持类型为主，并多提强调要继续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改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20
21年的《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中，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既要鼓励与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抗震加固等同步实施，同时还要推进既有建筑的绿色化改造。
因此预测，在当前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危房改造的积极推进或将带动装配
式建筑、建筑节能材料的等行业市场需求的增长。
2020-2022年我国危房改造部分相关政策情况 时间 印发部门 政策名称 相关内容
2022年1月6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十四五”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城乡建设行动方案 实施农房
质量安全提升工程，实施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危房改造和抗震改造，深入开展农村房
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2022年1月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 实施农房质量安全提升工程，继续实施农
村危房改造和抗震改造，完善农村房屋建设标准规范。加强对用作经营的农村自建房安全隐
患整治。 2021年10月2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 规范绿色
建筑设计、施工、运行、管理，鼓励建设绿色农房。推进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鼓励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抗震加固等同步实施。 2021年6月24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关于2021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
做好农村危房改造等历史资料的整理和主动公开工作。 2021年4月14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民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
关于做好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 继续实施农村危房改造
和地震高烈度设防地区农房抗震改造，“十四五”期间，在保持政策稳定性、延续性的基础上
调整优化，逐步建立健全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2020年8月2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 对符合规定标准的住房困难的低保家庭、分散供养的特
困人员等实施住房救助。对农村住房救助对象优先实施危房改造，对城镇住房救助对象优先
实施公租房保障。探索建立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保障长效机制，稳定、持久保障农村低
收入家庭住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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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在我国多方部分政策推动下，全国地方各级政府积极引导和服务、大力帮扶，同时基层干部
群众切实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使得我国危房改造取得显著的成效。
我国部分省市危房改造成效情况 省市 成效 广西省 2021年计划改造农村危房8876户；2022
年将改造5502户农村危房和2572户边境农村老旧住房，尽早实现农村危房动态清零。
山西省 截止至2021年上半年山西省已经累计完成农村危房改造98.85万户，解决了约297万
农村人口的住房安全问题。 山东省 截至2020年底，已经累计实施农村危房改造51.7万户，
其中完成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15.9万户。 贵州省 2020年，贵州省因灾新增实施危房改
造2959户（含建档立卡贫困户1261户），已于2020年11月底前全部改造完成，因灾受损群
众住房安全得到全面保障；自2008年启动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工作以来，该省12年来累计实
施农村危房改造约330万户。 天津市 截止至2020年完成农村困难群众危房改造4.1万户，涉
及119个街镇（乡）、2600多个村庄，涵盖五保户、低保户、困难残疾人户、因灾倒损户、
其他贫困户等五类困难人群；按照房屋危险等级划分，2.2万户C级危房得到有效维修加固，
1.9万户D级危房得以拆危重建。 河南省
截止至2020年，河南已完成农村危房改造57.8万户，已实现存量危房全部清零。 河北省 20
22年河北计划改造农村危房3077户1001个村将建宜居示范农村住房，并将符合条件的动态
新增危房户及时纳入危房改造范围，落实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确保改造质量。加强对农房
抗震改造技术指导，改造后的农房满足抗震设防要求。 湖北省
截止至2020年6月底，全省已累计改造农村危房110多万户，存量危房动态清零。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当前我国多地危房改造项目仍在积极进行，例如广西省政府计划2022年将改造5502户农村
危房和2572户边境农村老旧住房；2022年河北计划改造农村危房3077户1001个村将建宜居
示范农村住房，并将符合条件的动态新增危房户及时纳入危房改造范围。但值得注意的是，
国内已有多地危房改造已经实现动态清零。因此，预计未来几年我国危房改造行业规模将继
续增长，但其增速或将逐步放缓。
3、社会环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危房改造助力乡村振兴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农村的扶贫脱贫之路上，从“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
攻坚纲要”，国内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先后脱贫；再到“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我们不仅使55
75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同时还构建起了行之有效的返贫防范长效机制；与此同时，中
共十九大期间，为决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
我国更是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在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又迈出了坚
实的一步。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实施危旧房改造是解决困难群众住房问题，改善市民居住条件，提升城市形象，改善城市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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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重要抓手；是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现实需要；也是脱贫攻坚“两不愁三
保障”总目标中的重点工作，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如今，我国已经已经全面步入小康
社会，行之有效的返贫防范长效机制已经构建，脱贫攻坚成果显著，国内危房改造社会环境
不断改善。而且，我国已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时期，这将对我国
危房改造起到促进作用，而实施危房改造在一定程度上又可以促进当地农村人口的就业，带
动当地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总体来说，当前我国危房改造行业环境整体向好，其中经济环境正在逐步向着健康发展。实
施危房改造社会意义重大，因此未来危房改造行业的政策环境仍然将持续利好。（LQM）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危房改造行业现状深度研究与发展前景分析报告（2022-2029年）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
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
威数据，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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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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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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报告采用的行业分析方法包括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法
、SWOT分析法、PEST分析法，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同时通过资深分析师
对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发展趋势和当前行业热点分析，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方
向、新兴热点、市场空间、技术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

【目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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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2018-2022年中国危房改造行业发展概述
第一节危房改造行业发展情况概述
一、危房改造行业相关定义
二、危房改造特点分析
三、危房改造行业基本情况介绍
四、危房改造行业经营模式
1、生产模式
2、采购模式
3、销售/服务模式
五、危房改造行业需求主体分析 
第二节中国危房改造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一、危房改造行业生命周期理论概述
二、危房改造行业所属的生命周期分析
第三节危房改造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一、危房改造行业的赢利性分析
二、危房改造行业的经济周期分析
三、危房改造行业附加值的提升空间分析

第二章 2018-2022年全球危房改造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全球危房改造行业发展历程回顾
第二节全球危房改造行业市场规模与区域分布情况
第三节亚洲危房改造行业地区市场分析
一、亚洲危房改造行业市场现状分析
二、亚洲危房改造行业市场规模与市场需求分析
三、亚洲危房改造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第四节北美危房改造行业地区市场分析
一、北美危房改造行业市场现状分析
二、北美危房改造行业市场规模与市场需求分析
三、北美危房改造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第五节欧洲危房改造行业地区市场分析
一、欧洲危房改造行业市场现状分析
二、欧洲危房改造行业市场规模与市场需求分析
三、欧洲危房改造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第六节 2022-2029年世界危房改造行业分布走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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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2022-2029年全球危房改造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章 中国危房改造行业产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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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居民消费价格变化分析
七、对外贸易发展形势分析
第二节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对危房改造行业的影响分析
第三节中国危房改造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行业监管体制现状
二、行业主要政策法规
三、主要行业标准
第四节政策环境对危房改造行业的影响分析
第五节中国危房改造行业产业社会环境分析 

第四章 中国危房改造行业运行情况
第一节中国危房改造行业发展状况情况介绍
一、行业发展历程回顾
二、行业创新情况分析
三、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第二节中国危房改造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一、影响中国危房改造行业市场规模的因素
二、中国危房改造行业市场规模
三、中国危房改造行业市场规模解析
第三节中国危房改造行业供应情况分析
一、中国危房改造行业供应规模
二、中国危房改造行业供应特点
第四节中国危房改造行业需求情况分析
一、中国危房改造行业需求规模
二、中国危房改造行业需求特点
第五节中国危房改造行业供需平衡分析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第五章 中国危房改造行业产业链和细分市场分析
第一节中国危房改造行业产业链综述
一、产业链模型原理介绍
二、产业链运行机制
三、危房改造行业产业链图解
第二节中国危房改造行业产业链环节分析
一、上游产业发展现状
二、上游产业对危房改造行业的影响分析
三、下游产业发展现状
四、下游产业对危房改造行业的影响分析
第三节我国危房改造行业细分市场分析
一、细分市场一
二、细分市场二

第六章 2018-2022年中国危房改造行业市场竞争分析
第一节中国危房改造行业竞争现状分析
一、中国危房改造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二、中国危房改造行业主要品牌分析
第二节中国危房改造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中国危房改造行业市场集中度影响因素分析
二、中国危房改造行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中国危房改造行业竞争特征分析
一、企业区域分布特征
二、企业规模分布特征
三、企业所有制分布特征

第七章 2018-2022年中国危房改造行业模型分析
第一节中国危房改造行业竞争结构分析（波特五力模型）
一、波特五力模型原理
二、供应商议价能力
三、购买者议价能力
四、新进入者威胁
五、替代品威胁
六、同业竞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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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波特五力模型分析结论
第二节中国危房改造行业SWOT分析
一、SOWT模型概述
二、行业优势分析
三、行业劣势
四、行业机会
五、行业威胁
六、中国危房改造行业SWOT分析结论
第三节中国危房改造行业竞争环境分析（PEST）
一、PEST模型概述
二、政策因素
三、经济因素
四、社会因素
五、技术因素
六、PEST模型分析结论

第八章 2018-2022年中国危房改造行业需求特点与动态分析
第一节中国危房改造行业市场动态情况
第二节中国危房改造行业消费市场特点分析
一、需求偏好
二、价格偏好
三、品牌偏好
四、其他偏好
第三节危房改造行业成本结构分析
第四节危房改造行业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一、供需因素
二、成本因素
三、其他因素
第五节中国危房改造行业价格现状分析
第六节中国危房改造行业平均价格走势预测
一、中国危房改造行业平均价格趋势分析
二、中国危房改造行业平均价格变动的影响因素

第九章 中国危房改造行业所属行业运行数据监测
第一节中国危房改造行业所属行业总体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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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二、行业资产规模分析
第二节中国危房改造行业所属行业产销与费用分析
一、流动资产
二、销售收入分析
三、负债分析
四、利润规模分析
五、产值分析
第三节中国危房改造行业所属行业财务指标分析
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四、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十章 2018-2022年中国危房改造行业区域市场现状分析
第一节中国危房改造行业区域市场规模分析
一、影响危房改造行业区域市场分布的因素
二、中国危房改造行业区域市场分布
第二节中国华东地区危房改造行业市场分析
一、华东地区概述
二、华东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东地区危房改造行业市场分析
（1）华东地区危房改造行业市场规模
（2）华南地区危房改造行业市场现状
（3）华东地区危房改造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节华中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中地区概述
二、华中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中地区危房改造行业市场分析
（1）华中地区危房改造行业市场规模
（2）华中地区危房改造行业市场现状
（3）华中地区危房改造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四节华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南地区概述
二、华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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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南地区危房改造行业市场分析
（1）华南地区危房改造行业市场规模
（2）华南地区危房改造行业市场现状
（3）华南地区危房改造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五节华北地区危房改造行业市场分析
一、华北地区概述
二、华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北地区危房改造行业市场分析
（1）华北地区危房改造行业市场规模
（2）华北地区危房改造行业市场现状
（3）华北地区危房改造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六节东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东北地区概述
二、东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东北地区危房改造行业市场分析
（1）东北地区危房改造行业市场规模
（2）东北地区危房改造行业市场现状
（3）东北地区危房改造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七节西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南地区概述
二、西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南地区危房改造行业市场分析
（1）西南地区危房改造行业市场规模
（2）西南地区危房改造行业市场现状
（3）西南地区危房改造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八节西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北地区概述
二、西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北地区危房改造行业市场分析
（1）西北地区危房改造行业市场规模
（2）西北地区危房改造行业市场现状
（3）西北地区危房改造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十一章 危房改造行业企业分析（随数据更新有调整）
第一节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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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二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四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五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六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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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2022-2029年中国危房改造行业发展前景分析与预测
第一节中国危房改造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危房改造行业国内投资环境分析
二、中国危房改造行业市场机会分析
三、中国危房改造行业投资增速预测
第二节中国危房改造行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中国危房改造行业规模发展预测
一、中国危房改造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二、中国危房改造行业市场规模增速预测
三、中国危房改造行业产值规模预测
四、中国危房改造行业产值增速预测
五、中国危房改造行业供需情况预测
第四节中国危房改造行业盈利走势预测

第十三章 2022-2029年中国危房改造行业进入壁垒与投资风险分析
第一节中国危房改造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一、危房改造行业资金壁垒分析
二、危房改造行业技术壁垒分析
三、危房改造行业人才壁垒分析
四、危房改造行业品牌壁垒分析
五、危房改造行业其他壁垒分析
第二节危房改造行业风险分析
一、危房改造行业宏观环境风险
二、危房改造行业技术风险
三、危房改造行业竞争风险
四、危房改造行业其他风险
第三节中国危房改造行业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中国危房改造行业解决问题的策略分析
 
第十四章 2022-2029年中国危房改造行业研究结论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观研天下中国危房改造行业研究综述
一、行业投资价值
二、行业风险评估
第二节中国危房改造行业进入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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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标客户群体
二、细分市场选择
三、区域市场的选择
第三节 危房改造行业营销策略分析
一、危房改造行业产品策略
二、危房改造行业定价策略
三、危房改造行业渠道策略
四、危房改造行业促销策略
第四节观研天下分析师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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