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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说明

中商产业研究院全新发布的《2015-

2020年中国燃气热水器市场调查及前景预测咨询报告》主要依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

、商务部、中国海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协会、工商、税务、海关、国内外相关

刊物的基础信息以及行业研究单位等公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结合深入的市场调研资料，

由中商产业研究院的资深专家和研究人员的分析。首先，报告对本行业的特征及国内外市

场环境进行描述，其次，对本行业的上下游产业链，市场供需状况及竞争格局等进行了细

致的详尽剖析，接着报告中列出数家该行业的重点企业，并分析相关经营财务数据。最后

，对该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投资风险及投资策略给出科学的建议。本报告是行业生产、

贸易、经销等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洞察市场先机，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经营策略，

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了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

科学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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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本报告由中商产业研究院出品，报告版权归中商产业研究院所有。本报告是中商产业研究院的研究与统

计成果，报告为有偿提供给购买报告的客户使用。未获得中商产业研究院书面授权，任何网站或媒体不

得转载或引用，否则中商产业研究院有权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如需订阅研究报告，请直接联系本网站

，以便获得全程优质完善服务。中商产业研究院是中国拥有研究人员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

强的咨询研究机构，公司每天都会接受媒体采访及发布大量产业经济研究成果。在此，我们诚意向您推

荐一种“鉴别咨询公司实力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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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报告目录

第一章2013-2014年燃气热水器行业发展概况

第一节燃气热水器基本介绍

 (一)燃气热水器的种类和特性

 (二)燃气热水器功能解析

 (三)燃气热水器工作原理

 (四)燃气热水器的优势

 (五)燃气热水器四大安全隐患

第二节2013-2014年中国燃气热水器行业概况

 (一)中国燃气热水器行业发展概况

 (二)中国燃气热水器行业掀起革新潮

第三节2013-2014年中国燃气热水器行业经济环境发展分析

第四节2013-2014年中国燃气热水器行业政策环境发展分析

 (一)国内首个冷凝式燃气热水器标准

 (二)燃气热水器新标准实施

第二章2013-2014年中国燃气热水器市场发展分析

第一节2013-2014年中国燃气热水器市场规模分析

 (一)中国热水器的市场规模分析

 (二)中国燃气热水器市场规模分析

第二节2013-2014年中国热水器市场发展分析

 (一)中国燃气热水器市场分析

 (二)热水器下乡情况

 (三)中国燃气热水器下乡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第三节2013-2014年中国燃气热水器市场发展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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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燃气热水器下乡粤企占大半

 (二)深圳燃气热水器合格率

 (三)重庆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质量监测合格率

第三章2013-2014年中国燃气热水器竞争结构分析

第一节2013-2014年中国燃气热水器市场结构分析

 (一)中国燃气热水器市场竞争结构总体情况

 (二)度中国燃气热水器品牌结构分析

第二节2013-2014年中国燃气热水器品牌区域市场分析

 (一)中国燃气热水器区域市场占有率

 (二)中国重点城市燃气热水器品牌格局

第四章2013-2014年燃气热水器产品供需分析

第一节2013-2014年燃气热水器生产供给总体分析

第二节2013-2014年燃气热水器区域供给分析

 (一)中国燃气热水器区域格局

 (二)中国燃气热水器省市格局

第三节2013-2014年主要省市燃气热水器产量统计

 (一)广东省燃气热水器产量情况

 (二)江苏省燃气热水器产量情况

 (三)上海市燃气热水器产量情况

 (四)重庆市燃气热水器产量情况

 (五)四川省燃气热水器产量情况

 (六)湖南省燃气热水器产量情况

 (七)天津市燃气热水器产量情况

 (八)山西省燃气热水器产量情况

 (九)其它省市燃气热水器产量情况

第四节2013-2014年中国燃气快速热水器进出口分析

 (一)中国燃气快速热水器进出口总体情况

 (二)中国主要省市燃气快速热水器进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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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燃气快速热水器进出口流向情况

 (四)中国燃气快速热水器进出口均价分析

第五章2013-2014年中国主要燃气热水器经营状况分析

第一节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

 (三)企业经营情况

 (四)企业财务情况

 (五)万家乐入选中国品牌百强榜

 (六)万家乐推出低碳节能热水器

 (七)企业发展战略

第二节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发展历程

 (三)企业经营情况

 (四)企业经营情况

 (五)企业财务情况

 (六)海尔热水器发展情况

 (七)企业发展战略

第三节广东万和电器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分析

 (五)万和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第四节上海林内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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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分析

第五节上海能率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分析

第六节中山市百得燃气用具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分析

第七节樱花卫厨（中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分析

 (五)年初樱花再成立七家分公司

 (六)樱花节能热水器获能效大奖

第八节成都前锋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分析

第九节中山樱雪电器燃具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分析



 (五)樱雪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第十节A.O.史密斯热水器（中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分析

第六章2015-2020年中国燃气热水器市场发展趋势

第一节2015-2020年中国燃气热水器市场发展趋势

 (一)中国热水器总体发展趋势

 (二)中国家用快速燃气热水器的分类和发展前景

 (三)中国燃气热水器的节能技术

第二节2015-2020年中国燃气热水器市场规模预测

访问中商产业研究院：http://www.askci.com

报告在线阅读：http://www.askci1.com/reports/2014/12/25/14644ziz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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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机构

公司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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