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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消防"即是消除隐患，预防灾患(即预防和解决人们在生活、工作、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人为
与自然、偶然灾害的总称)，当然狭义的意思在人们认识初期是:(扑灭)火灾的意思。
智研咨询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消防行业市场发展模式及投资策略研究报告》共七章
。首先介绍了消防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消防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消防行业市场运行
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消防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消防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
后分析了消防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消防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消防
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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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目录：
第1章 ：中国消防行业发展综述
1.1 中国消防行业定义
1.2 中国消防产业链
1.3 中国消防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1.3.1 行业发展政策环境分析
（1）行业监管体系
（2）行业政策汇总
（3）重要政策解读
1.3.2 行业发展经济环境分析
1.3.3 行业发展需求环境分析
1.3.4 消防行业发展环境综合评述
第2章 ：中国消防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
2.1 中国消防行业发展存在问题梳理
2.1.1 行业集中度偏低
2.1.2 消防投入比例还较低
2.1.3 行业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
2.1.4 行业企业总体研发创新力有待提升
2.2 中国消防行业经营分析
2.2.1 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2.2.2 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2.2.3 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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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国消防行业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2.3.1 智能化趋势
2.3.2 网络化趋势
2.3.3 绿色化趋势
2.3.4 规模化趋势
2.3.5 专业化趋势
第3章 ：中国消防工程服务行业发展分析
3.1 消防工程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3.1.1 消防工程行业发展历程分析
3.1.2 消防工程行业市场容量分析
3.1.3 消防工程行业发展特征分析
（1）消防工程企业规模较小
（2）低端产品多专业化较少
（3）发达地区采购比例较高
3.2 消防工程行业市场竞争强度分析
3.2.1 消防工程行业现有企业竞争
3.2.2 消防工程行业潜在进入者威胁
3.2.3 消防工程行业供应商议价能力
3.2.4 消防工程行业下游业主议价能力
3.2.5 消防工程行业替代品威胁分析
3.2.6 消防工程行业竞争强度总结
3.3 消防工程企业市场营销分析
3.3.1 消防工程施工市场营销现状
（1）消防工程企业市场营销的发展历程
（2）消防工程企业在营销上存在的问题
3.3.2 消防工程与服务营销关系辨析
（1）消防工程与服务营销的关系
（2）消防产品营销的特点
3.3.3 消防工程产品营销策略
（1）消防工程公司产品营销策略定位
（2）消防产品层次分析以及相应策略
（3）承接消防工程的招投标及价格制定分析
3.4 消防工程企业招投标市场拓展策略
3.4.1 消防工程投标业务市场拓展策略分析
（1）消防工程投标业务的市场拓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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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防工程业务决策支撑系统概述
（3）消防工程投标程序
3.4.2 消防工程施工招标市场分析
（1）消防工程项目施工招标的工作特点
（2）消防工程项目施工招标的主要环节
（3）消防工程施工招投标中存在的问题
（4）消防工程施工招投标合理化建议和对策
（5）消防工程施工招标市场发展趋势
3.4.3 消防工程监理招标市场分析
（1）消防工程项目监理招标的工作特点
（2）消防工程项目监理招标的主要环节
（3）消防工程监理招投标中存在的问题
（4）消防监理招投标合理化建议和对策
（5）消防工程监理招标市场发展趋势
第4章 ：中国消防产品行业发展分析
4.1 中国消防产品市场结构分析
4.2 中国消防产品行业发展特点
4.2.1 缺乏大型企业
4.2.2 行业利润水平较低
4.2.3 防火和灭火系统占比较大
4.3 灭火设备产品市场分析
4.3.1 主要产品类别
4.3.2 主要生产企业
4.3.3 市场需求规模
4.3.4 最新产品及技术进展
4.4 火灾报警产品市场分析
4.4.1 主要产品类别
4.4.2 主要生产企业
4.4.3 市场需求规模
4.4.4 最新产品及技术进展
4.5 火灾防护产品市场分析
4.5.1 主要产品类别
4.5.2 主要生产企业
4.5.3 市场需求规模
4.5.4 最新产品及技术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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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消防装备市场分析
4.6.1 主要产品类别
4.6.2 主要生产企业
4.6.3 市场需求规模
4.6.4 最新产品及技术进展
第5章 ：中国消防行业主要需求市场分析
5.1 中国消防行业下游需求市场分布
5.2 民用建筑领域消防工程服务及产品市场需求分析
5.2.1 住宅建筑市场运行态势分析
5.2.2 民用建筑领域消防设备购置及安装现状
5.2.3 民用建筑领域消防工程服务及产品市场需求测算
5.3 教育、卫生、文体建筑消防市场需求分析
5.3.1 教育、卫生、文体建设市场运行态势分析
5.3.2 教育、卫生、文体消防设备购置及安装现状
5.3.3 教育、卫生、文体消防工程服务及产品市场政策环境分析
5.3.4 教育、卫生、文体消防工程服务及产品市场需求测算
5.4 工业领域消防工程服务及产品市场需求分析
5.4.1 石化行业消防工程服务及产品市场需求分析
5.4.2 冶金行业消防工程服务及产品市场需求分析
5.4.3 电力行业消防工程服务及产品市场需求分析
5.4.4 通讯行业消防工程服务及产品市场需求分析
5.5 消防部门消防工程服务及产品市场需求分析
5.5.1 消防部门消防工程服务及产品需求现状
5.5.2 消防部门消防工程服务及产品需求空间
5.5.3 消防部门消防工程服务及产品需求前景
第6章 ：中国消防行业领先企业经营分析
6.1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6.1.1 企业发展概况
6.1.2 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6.1.3 企业核心竞争力分析
6.1.4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6.1.5 企业营销网络分析
6.1.6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6.2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
6.2.1 企业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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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6.2.3 企业核心竞争力分析
6.2.4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6.2.5 企业营销网络分析
6.2.6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6.3 中国消防企业集团
6.3.1 企业发展概况
6.3.2 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6.3.3 企业核心竞争力分析
6.3.4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6.3.5 企业营销网络分析
6.3.6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6.4 上海青浦消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6.4.1 企业发展概况
6.4.2 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6.4.3 企业核心竞争力分析
6.4.4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6.4.5 企业营销网络分析
6.4.6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6.5 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6.5.1 企业发展概况
6.5.2 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6.5.3 企业核心竞争力分析
6.5.4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6.5.5 企业营销网络分析
6.5.6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6.6 陕西坚瑞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6.6.1 企业发展概况
6.6.2 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6.6.3 企业核心竞争力分析
6.6.4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6.6.5 企业营销网络分析
6.6.6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6.7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6.7.1 企业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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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6.7.3 企业核心竞争力分析
6.7.4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6.7.5 企业营销网络分析
6.7.6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6.8 海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6.8.1 企业发展概况
6.8.2 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6.8.3 企业核心竞争力分析
6.8.4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6.8.5 企业营销网络分析
6.8.6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6.9 天津津利堡消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6.9.1 企业发展概况
6.9.2 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6.9.3 企业核心竞争力分析
6.9.4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6.9.5 企业营销网络分析
6.9.6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6.10 北京城建天宁消防有限责任公司
6.10.1 企业发展概况
6.10.2 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6.10.3 企业核心竞争力分析
6.10.4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6.10.5 企业营销网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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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中国消防行业投资机会及策略分析
7.1 中国消防行业投资促进因素分析
7.1.1 城镇化提升消防需求
7.1.2 火灾事故频发
7.1.3 政府对消防行业发展关注度提升
7.1.4 行业规范化程度提升
7.1.5 消防产品结构优化
7.2 中国消防行业投资壁垒分析
7.2.1 资质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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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资金壁垒
7.2.3 政策壁垒
7.3 中国消防行业投资机会剖析
7.4 中国消防行业投资策略
7.4.1 规模发展投资策略
7.4.2 创新技术投资策略
7.4.3 产业链发展投资策略（ZY L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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