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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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配式建筑是指把传统建造方式中的大量现场作业工作转移到工厂进行，在工厂加工制作好
建筑用构件和配件（如楼板、墙板、楼梯、阳台等），运输到建筑施工现场，通过可靠的连
接方式在现场装配安装而成的建筑。
近年来，我国积极探索发展装配式建筑，推出了一系列政策进行规范和扶持，如2020年8月
发布的《关于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加强系统化集成设计、优化构件
和部品部件生产、推广精益化施工、加快信息技术融含发展、创新组织管理模式、强化科技
支撑。
2017-2021年5月我国装配式建筑行业相关政策汇总
发布时间
政策名称
重点内容
2021年5月
《关于加强县城绿色低碳建设的意见》
县城新建建筑要落实基本级绿色建筑要求，鼓励发展星级绿色建筑。加快推行绿色建筑和建
筑节能节水标准，加强设计、施工和运行管理，不断提高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的比例。推广
应用绿色建材，发展装配式钢结构等新型建造方式，全面推行绿色施工。提升县城能源使用
效率，大力发展适应当地资源禀赋和需求的可再生能源。
2021年4月
《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建设（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方向）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
加快推进生态环境系统保护修复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进一步规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长江
经济带绿色发展有关项目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引导带动地方和社会资金。
2021年2月
《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
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流通体系和消费体系，加快基础设施绿色升级，构建市
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完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认真抓好组织实施。
2021年1月
《国家高新区绿色发展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到2025年，国家高新区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降至0.4吨标准煤/万元以下，其中50%的国
家高新区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低于0.3吨标准煤/万元；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
年均削减率4%以上，部分高新区实现碳达峰。鼓励各国家高新区加快推进智能交通基础设
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鼓励高新区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和全面节能降耗，引导企业
积极践行绿色生产方式，探索建设“碳中和”示范园区。�
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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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若干意见》
以新型建筑工业化带动建筑业全面转型升级。提出加强系统化集成设计、优化构件和部品部
件生产、推广精益化施工、加快信息技术融含发展、创新组织管理模式、强化科技支撑。加
快专业人才培育、开展新型建筑工业化项目评价。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等意见
2020年4月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 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增强土地管理灵活性，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土地
要素保障
2018年6月
《国务院关于印发打高益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8]22号)
加强扬尘综合治理。严格施工扬尘监管。2018年底前，各地建立施工工地管理清单。因地
制宜稳步发展装配式建筑
2017年3月
《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科[2017]77号)
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是指具有明确的发展目标，较好的产业基础。技术先进成熟，研发创新
能力强、产业关联度大、注重装配式建筑相关人才培养培训、能够发挥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
的装配式建筑相关企业，主要包括装配式建筑设计、部品邮件生产。施工、装备制造，科技
研发等企业。产业基地优先享受住房城乡建设部和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门的相关支持
政策
2017年3月
《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科[2017]77号)
在装配式建筑发展过程中，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并在装配式建筑发展目标。支持政策技术
标准。项目实施。发展机制等方面能够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城市，认定为装配式建筑示范城
市。各地在制定实施相关优惠支持政策时，应向示范城市倾料
2017年3月
《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科[2017]77号)
到2020年，全国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15以上，其中重点推进地区达到20元以
上，积极推进地区达到15%以上，鼓励推进地区达到10NG上。到2020年，培育50个以上装
配式建筑示范城市，200个以上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500个以上装配式建筑示范工程，建
设30个以上装配式建筑科技创新基地，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
2017年2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气
候[2017]343号)
积极应对热岛效应和城市内涝，发展被动式超低能耗綠色建筑,实施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综
合改造，加快装配式建筑的产业化推广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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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
《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促进对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号)
推广智能和装配式建筑。坚持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一体化装修、信息化
管理。智能化应用，推动建造方式创新，不断提高装配式建筑在新建建筑中的比例中力争用
10年左右的时间，使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到30%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2021年各省市装配式建筑相关政策
地区
政策名称
重点内容
绍兴
《关于加快推进绿色建筑和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实施意见》
意见指出，市、县中心城区出让或划拨士地上的新建住宅，全部实行全装修和成品交付:其
他区域新建的商品住宅,鼓励实施全装修和成品交付，全市全装修覆盖率逐年提高。
山西
《关于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实施意见》
提出了推动新型建筑工业化、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的任务和措施，明确提出大力发展装配式
建筑，推行成品交房，倡导菜单式全装修，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建造方式工业化
。
内蒙古
《关于促进新型建筑工业化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
要加快推动装配式建筑发展，大幅提升装配式全装修比例，并且要求2023年起，新建装配
式建筑要全面实行装配式全装修。
广西
《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大力推广装配式建造方式，推广装配式装修，逐年提高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中的全装修比例
，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
河北
《关于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实施意见》
推进建筑全装修，装配式建筑.星级绿色建筑工程项目应全装修交付，积极发展成品住宅，
倡导菜单式全装修，推动装配化装修方式在商品住房项目中的应用，推广管线分离、一体化
装修技术，推广干式工法楼(地)面、集成厨房、集成卫生间等集成化模块化建筑部品，提高
装修品质，降低运行维护成本。
青海
《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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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指出，推进建筑全装修。装配式建筑。星级绿色建筑工程项目应推广^全装修，积极发
展成品住宅,倡导菜单式全装修，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推进装配化装修方式在商品住房
项目中的应用，推广管线分离，一体化装修技术，推广集成化模块化建筑部品，提高装修品
质，降低运行维护成本。到2025年全省住宅全装修比例达30%。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Y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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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装配式建筑行业经营模式
1、生产模式
2、采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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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链模型原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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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解决问题的策略分析
第五节 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钻石模型分析
一、生产要素
二、需求条件
三、支援与相关产业
四、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状态
五、政府的作用
 
第七章2018-2022年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需求特点与动态分析
第一节 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消费市场动态情况
第二节 中国装配式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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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配式建筑行业成本结构分析
第四节 装配式建筑行业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一、供需因素
二、成本因素
三、渠道因素
四、其他因素
第五节 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价格现状分析
第六节 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平均价格走势预测
一、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价格影响因素
二、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平均价格走势预测
三、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平均价格增速预测
 
第八章2018-2022年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区域市场现状分析
第一节 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区域市场规模分布
第二节 中国华东地区装配式建筑市场分析
一、华东地区概述
二、华东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东地区装配式建筑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东地区装配式建筑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节 华中地区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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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中地区概述
二、华中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中地区装配式建筑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中地区装配式建筑市场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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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华南地区装配式建筑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南地区装配式建筑市场规模预测
第五节 华北地区装配式建筑市场分析
一、华北地区概述
二、华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北地区装配式建筑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北地区装配式建筑市场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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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装配式建筑市场规模分析
四、东北地区装配式建筑市场规模预测
第七节 西部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部地区概述
二、西部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部地区装配式建筑市场规模分析
四、西部地区装配式建筑市场规模预测
 
 
第九章2018-2022年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竞争情况
第一节 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竞争结构分析（波特五力模型）
一、现有企业间竞争
二、潜在进入者分析
三、替代品威胁分析
四、供应商议价能力
五、客户议价能力
第二节 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SCP分析
一、理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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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CP范式
三、SCP分析框架
第三节 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竞争环境分析（PEST）
一、政策环境
二、经济环境
三、社会环境
四、技术环境
 
第十章 装配式建筑行业企业分析（随数据更新有调整）
第一节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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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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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四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五节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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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十一章2022-2027年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发展前景分析与预测
第一节 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装配式建筑行业国内投资环境分析
二、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市场机会分析
三、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投资增速预测
第二节 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 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市场发展预测
一、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二、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市场规模增速预测
三、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产值规模预测
四、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产值增速预测
五、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供需情况预测
第四节 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盈利走势预测
一、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毛利润同比增速预测
二、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速预测
 
第十二章2022-2027年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投资风险与营销分析
第一节 装配式建筑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装配式建筑行业政策风险分析
二、装配式建筑行业技术风险分析
三、装配式建筑行业竞争风险分析
四、装配式建筑行业其他风险分析
第二节 装配式建筑行业应对策略
一、把握国家投资的契机
二、竞争性战略联盟的实施
三、企业自身应对策略
 
第十三章2022-2027年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发展战略及规划建议
第一节 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品牌战略分析
一、装配式建筑企业品牌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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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装配式建筑企业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三、装配式建筑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装配式建筑企业的品牌战略
五、装配式建筑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二节 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市场的重点客户战略实施
一、实施重点客户战略的必要性
二、合理确立重点客户
三、对重点客户的营销策略
四、强化重点客户的管理
五、实施重点客户战略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第三节 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战略综合规划分析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业务组合战略
四、区域战略规划
五、产业战略规划
六、营销品牌战略
七、竞争战略规划
 
第十四章2022-2027年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发展策略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 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产品策略分析
一、服务/产品开发策略
二、市场细分策略
三、目标市场的选择
第二节 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营销渠道策略
一、装配式建筑行业渠道选择策略
二、装配式建筑行业营销策略
第三节 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价格策略
第四节 观研天下行业分析师投资建议
一、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重点投资区域分析
二、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重点投资产品分析
图表详见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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