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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0-2015年中国城市供热产业市场调研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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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网地址：http://baogao.chinabaogao.com/qitanengyuan/86749867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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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摘要
城市供热管道长度： 
指热电厂、热力公司和达到标准的集中采暖锅炉房管理的集中供热热源到用户之间的全部供
气、供热水的管道长度。
城市供热能力: 
指热电厂、热力公司和达到标准的集中采暖锅炉房向城市输送的供热源的设计能力，即每小
时向城市输送蒸汽、热水的能力。 
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城市燃气和集中供热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城市燃气和供热企业资质按供气、供热能力实行分级审批。 
供气能力在20万户以上(含20万户)的燃气企业和供热能力在500万平方米以上(含500万平方
米)的供热企业的资质审查，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和部门负责。 
供气能力的在20万户以下的燃气企业和供热能力在500万平方米以下的供热企业的资质审查
，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目录
第一章 2009-2010年中国城市供热产业运行环境解析
第一节 2009-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GDP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三、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第二节2009-2010年中国城市供热市场政策环境分析
一、城市集中供热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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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照热量单位计算销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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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行征费体制存在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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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2009-2010年中国城市供热市场技术环境分析
一、矸石电厂低真空供热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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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供热技术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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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热行业总量年度比较分析
二、我国城市集中供热地区间比较分析
三、需求状况预测
1、市场份额的扩大
2、需求波动分析
第三节2009-2010年中国城市供热产业供给状况分析
一、我国城市供热行业供给变化趋势
二、我国城市供热行业供给结构分析
1、规模结构分析
2、所有制结构
第五章 2009-2010年中国城市供热产业改革新态势分析
第一节 城镇供热体制改革
一、改革的内容
二、供热体制改革的趋势
第二节 城市供热特许经营制度
第三节 城市供热按量计量收费实施方案
第四节 价格改革
一、现行的价格管理体制
1、管理的内容、依据和权限
2、基本方法
3、确定价格的程序和具体方法
二、改革、完善供热价格体制
1、确定合理的分类价格水平
2、采取两部制价格和峰谷价格
3、按照热量单位计算销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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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东方热电 （000958）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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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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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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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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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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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七章 2009-2010年中国城市供热产业重点区域市场运行分析
第一节 2009-2010年辽宁省城市供热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供热技术
二、供热管理
三、供热改革
四、节能减排
五、供热问题
六、本市供热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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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热技术
二、供热管理
三、供热改革
四、节能减排
五、供热问题
六、本市供热动态
1、2万西城平房户 “煤改电”将竣工、
2、提前供暖首日“家中不热”成为投诉焦点、
3、北京供暖今起全面启
4、燃煤自采暖救助金 标准提高至300元
5、大雪袭京 供暖首次大规模提前
第四节 2009-2010年安徽省城市供热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供热技术
二、供热管理
三、供热改革
四、节能减排
五、供热问题
六、本市供热动态
第八章 2009-2010年中国煤炭行业市场运行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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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划煤与市场煤并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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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未来煤炭供应能力预测研究
第二节 2009-2010年煤炭业运行状况
一、煤炭业运行状况分析
二、煤炭行业价格
第三节2010-2015年中国煤炭行业发展形势展望
第九章 2010-2015年中国城市供热行业前景预测与投资战略分析
第一节 2010-2015年中国城市供热产业前景预测分析
一、城市低温核供热前景广阔
二、关于城市电力供暖中心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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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一、城市供热产业投资特性分析
二、城市供热产业投资优惠政策解读—热电联产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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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05-2010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走势图
图表：2005-2010年中国货物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走势图
图表：2005-2009年中国就业人数走势图
图表：2005-2009年中国城镇就业人数走势图
图表：1978-2009年我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及自然增长率走势图
图表：1978-2009年我国总人口数量增长趋势图
图表：2009年人口数量及其构成
图表：1978-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走势图
图表：2005-2009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走势图
图表：2006-2010年5月份中国热力生产和供应行业企业数量及增长率分析 单位：个
图表：2006-2010年5月份中国热力生产和供应行业亏损企业数量及增长率分析 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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