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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光辉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鹤壁市英华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上海云泰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温州新乐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杭州博阳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上海雷磁创益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开封迪尔空分实业有限公司 

 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 

 山西欧莱麦特工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仪达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上海存真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南宁市精密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无锡市胡埭仪表厂 

 浙江正泰仪器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济南精密科学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西安百川仪器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珠峰仪器仪表设备有限公司 

 兰州科庆仪器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国泰现代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重庆世壮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迈特科技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常州金牛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上海君达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上海瑞胜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包头市永华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长沙平凡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杭州诺普泰克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上海申光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沈阳宝新科技仪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飞跃联合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兴大通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滁州市金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上海涵今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鞍山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东莞市嘉腾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昆明特普瑞仪表有限公司 

 上海光家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江苏高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沈阳中钞信达金融设备有限公司 

 西安亮丽仪器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省林口县林口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重庆宇通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深圳市山创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鹤壁市华源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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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市鑫天鹤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上海信东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青岛华宇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大连正大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菏泽华强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深圳市宏茂仪器仪表制造厂 

 温州泰发电气有限公司 

 长野福田(天津)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深圳华清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上海创冠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成都市容特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鹤壁市凯盛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浙江普赛迅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武汉多利达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长沙高新开发区湘仪贝克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济南创远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北京市长风仪器仪表公司 

 上海海青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上海赛途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南京乐润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辽阳仪器仪表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大连博思曼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重庆博格仪器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铁岭经济开发区华能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沈阳沈拓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南京凯曼仪器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卓越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浙江省余姚市华达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鹤壁市恒博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河北科瑞达仪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永旺达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北京海洋兴业科技有限公司 

 淮安亚光电子有限公司 

 温州市金马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余丰协仪器仪表公司 

 德力西集团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上海电仪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北京添瑞祥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杭州西子集团有限公司 

 贵阳仪器仪表工业公司永胜电表厂 

 广州市先进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稳恩佳力佳(北京)石油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阜新精达仪器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厦门泰胜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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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中市亚泰仪器仪表配件厂 

 无锡市杭富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珠海拓普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鹤壁市华泰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重庆布莱迪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徐州鸿业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宜兴市晶科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主要图表目录 

 2011 年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企业数量区域分布 

 2011 年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各类型企业分布情况 

 2011 年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企业规模分布 

 2011 年聚光科技（杭州）有限公司经营情况 

 2009～2011 年上海自动化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分产品经营情况 

 2009～2011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 

 2011 年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分行业结构 

 2011 年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结构 

 2011～2012 年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经营情况 

 2009～2011 年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 

 2009～2011 年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分产品经营情况 

 2013 年仪器仪表制造业产销值预测 

 2012 年仪器仪表制造业进出口状况 

 2007～2011 年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生产情况 

 2007～2011 年中国仪器仪表制造行业销售情况 

 2011 年 1-12 月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各地区市场占有率分布 

 2011 年 1-12 月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各地区市场占有率分布 

 2012 年 1-11 月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进口产品结构特征 

 2012 年 1-11 月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进口产品结构特征 

 2012 年 1-11 月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进口地区特征 

 2012 年 1-11 月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进口贸易方式特征 

 2012 年 1-11 月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进口国别特征 

 2012 年 1-11 月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出口产品结构特征 

 2012 年 1-11 月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出口企业类型特征 

 2012 年 1-11 月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出口地区特征 

 2012 年 1-11 月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出口贸易方式特征 

 2012 年 1-11 月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出口国别特征 

 2007 年～2011 年中国仪器仪表制造行业资产情况 

 2007 年～2011 年中国仪器仪表制造行业负债情况 

 2010～2013 年世界经济增长趋势 

 2012 年 1-11 月仪器仪表子行业产值情况 

 2011 年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主要产品产量 

 2012 年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主要产品产量 

 2012 年 1-11 月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主要子行业销售情况 

 2011 年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排名前十位省市 

 2012 年 1-11 月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进口产品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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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11 月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进口企业类型特征 

 2012 年 1-11 月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进口地区特征 

 2012 年 1-11 月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进口贸易方式特征 

 2012 年 1-11 月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进口国别特征 

 2012 年 1-11 月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出口产品结构特征 

 2012 年 1-11 月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出口企业类型特征 

 2012 年 1-11 月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出口地区特征 

 2012 年 1-11 月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出口贸易方式特征 

 2012 年 1-11 月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出口国别特征 

 2007～2011 年中国仪器仪表制造行业规模 

 2012 年 1-10 月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盈利能力 

 2012 年 1-10 月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运营能力 

 2012 年 1-10 月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偿债能力 

 2012 年 1-10 月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发展能力 

 

 

（以上仅为简单目录，欲了解包含页码的详尽目录和摘录，请与我们联系。另外，如需要在以上内容之外新增调研内容，

我公司亦可订做，订做费用根据内容多少定价，一般不会超过报告原价，内容较少免费，完成订做项目的时间一般为

3-5 个工作日） 

 

声明:本《(原创)2011 年版中国安全气囊产品与市场研究报告》是由深圳市兴信行咨询有限公司原创（非代理或经销，

同时也敬请客户进行甄别）。未经我公司书面授权和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代理或经销该报告，也不得将该报告目

录与介绍在任何媒体发布，否则，我们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但是，我们欢迎用于非商业用途的转载和推介活动。 

 

 

价格：6500 元/套(含电子版、彩色纸制版本以及发票) 

规格：PDF 格式电子版、A4 大小彩色印刷纸质版本 

 

销售电话：010-86453172、86453173（北京 全国客户服务中心） 

电子邮件/MSN:cccic@hotmail.com 总部电话：0755-26873472（深圳）  

 

购买报告流程  

1、选择报告 

 按本网站首页(左侧中部)报告检索或者本站检索 查询  

 按本网站首页行业分类 查询  

2、咨询或定购报告(欢迎来电获取报告详细目录、内容简介、报告摘录和报价单)  

请致电全国客户服务中心(北京)：010-86453172、86453173 或致电深圳总部：0755-26873472 

3、付款方式/银行电汇 

开户行：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梅林一村支行 

帐号：4000028219200034795 

开户名：深圳市兴信行咨询有限公司 

4、发货时间  



中企情报 版权所有                            本报告目录授权中企情报 http://www.cccic.com 使用 

中企情报 http://www.cccic.com 独家销售电话 010-86453172、86453173 7

1-2 天(定制报告除外)  

5、送货方式  

电子版报告（Adobe PDF 格式）： 

  Email 发送 

纸介版报告（彩色精美印刷版本）： 

  国内—中国邮政 EMS 特快专递 

  国外—UPS 快递 

更多产品、市场研究报告请见本站首页搜索栏 http://www.ccci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