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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的发展速度很快，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仍有很大的差距。
老实说，中国好多领域的设计与经济发达的国家的设计相比有很大差距。好多科技含量高 ，充满人文光
环的设计都主要集中在欧美，比如说工业设计，世界范围上来看，德国当之无愧是NO.1，无论是从工艺
上还是从概念上，无论是从性能上还是细节上 ，都做得无可挑剔。
截至**皮革及鞋类产品出口额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渐有好转，消费
需求有所提升；二是去年同期基数较低，部分新增消费需求推动了出口量的增长；三是国内综合成本上
升和汇率升高因素推高出口产品单价，导致整体出口额大幅提高。从产品结构看，非皮革类鞋及鞋零件
由于单价很低，具有较大的提价空间，提价后表现出的价格增幅较大。单价最高的毛皮服装的出口量增
长对于行业总体金额的提升影响较大。毛皮服装和非皮革类鞋及鞋零件是推动皮革及制鞋行业出口额大
幅增长的主力。截至**，皮革及制鞋行业出口额位居轻工行业首位，但企业盈利能力却处于轻工行业平
均水平之下。现阶段，皮革出口企业由**年**半年的订单不足，过渡到“有订单而少盈利”的阶段。“保
住市场份额，争取调整时间”是出口企业不得已的选择。因此，虽然出口有所好转，但对于皮革行业的
运行还不宜过于乐观。尤其是中小型皮革企业，仍处于运营较为困难的时期。
中国の靴業界の市場調査や発展予測レポート（ 2014年版）
第一章 2017-2018年皮鞋全球市场规模与特点
一、2017-2018年皮鞋市场规模与增长
二、特点
第二节 2017-2018年全球主要国家与地区皮鞋行业分析
一、欧洲
二、美国
三、日本
四、东南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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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地区
第三节 2018-2025年皮鞋全球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二章 中国皮鞋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中国皮鞋行业发展经济环境
第二节 中国皮鞋行业发展政策环境
第三节 中国皮鞋行业发展技术环境
第三章 中国皮鞋市场供需分析
第一节 中国皮鞋市场现状分析
第二节 中国皮鞋产量分析
一、产业总体产能规模
二、生产区域分布
三、2017-2018年产量
四、2017-2018年消费情况
第三节 中国市场需求分析
第四节 中国皮鞋消费状况分析
第五节 中国皮鞋价格趋势分析
一、中国2013-2018年皮鞋价格走势
二、影响皮鞋价格因素分析
三、2018-2025年中国皮鞋价格走势预测
第四章 中国皮鞋行业进出口分析
第一节 2017-2018年行业进口数据分析
第二节 2017-2018年行业出口数据分析
第三节 2018-2025年行业进口数据预测
第四节 2018-2025年行业出口数据预测
第五章 2017-2018年中国皮鞋行业的市场需求分析
第一节 2017-2018年中国的需求量分析
第二节 2017-2018年我国各地区的需求结构分析
一、我国行业分地区产业结构分析
二、我国华东地区需求量分析
三、我国华北地区需求量分析
四、我国华中地区需求量分析
五、我国华南地区需求量分析
六、我国东北地区需求量分析
七、我国西部地区需求量分析
第六章 2017-2018年中国皮鞋行业主要指标监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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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2017-2018年中国皮鞋行业规模情况分析
一、行业单位规模情况分析
二、行业人员规模状况分析
三、行业资产规模状况分析
四、行业收入规模状况分析
五、行业利润规模状况分析
第二节 2017-2018年中国皮鞋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一、行业生产情况分析
二、行业销售情况分析
三、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第三节 2017-2018年中国皮鞋行业财务能力分析
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四、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七章 2017-2018年皮鞋行业特性分析
第一节 行业swot分析
一、行业优势
二、行业劣势
三、行业机会
四、行业风险
第二节 行业上下游及相关行业竞争分析
一、上游行业竞争分析
二、下游行业竞争分析
三、相关产业竞争分析
第八章 2017-2018年中国皮鞋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17-2018年中国整体竞争格局分析
一、现有厂商间竞争
二、潜在进入者与替代产品
三、价格竞争分析
第二节 2017-2018年中国皮鞋行业技术竞争分析
第三节 2017-2018年中国皮鞋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市场集中度分析
二、区域集中度分析
三、企业集中度分析
第四节 2018-2025年中国皮鞋行业竞争走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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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皮鞋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皮鞋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皮鞋市场集中度分析
二、皮鞋企业集中度分析
三、皮鞋区域集中度分析
第二节 皮鞋行业主要企业竞争力分析
一、重点企业资产总计对比分析
二、重点企业从业人员对比分析
三、重点企业全年营业收入对比分析
四、重点企业利润总额对比分析
五、重点企业综合竞争力对比分析
第三节 皮鞋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一、2018年皮鞋行业竞争分析
二、2018年中外皮鞋产品竞争分析
三、2017-2018年国内外皮鞋竞争分析
四、2017-2018年我国皮鞋市场竞争分析
五、2017-2018年我国皮鞋市场集中度分析
六、2018-2025年国内主要皮鞋企业动向
第十章 国内皮鞋行业重点企业分析
第一节 美丽宝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2017-2018年经营状况
zhōngguó píxié hángyè shìchǎng tiáo chá yánjiū jí fāzhǎn qiánjǐng
yùcè bàogào (2014 niánbǎn)
三、2017-2018年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五、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二节 百丽国际
一、企业概况
二、2017-2018年经营状况
三、2017-2018年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五、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三节 九兴控股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2017-2018年经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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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7-2018年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五、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四节 达芙妮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2017-2018年经营状况
三、2017-2018年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五、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五节 盈进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2017-2018年经营状况
三、2017-2018年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五、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六节 创信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2017-2018年经营状况
三、2017-2018年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五、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七节 信达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2017-2018年经营状况
三、2017-2018年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五、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八节 耐力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2017-2018年经营状况
三、2017-2018年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五、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十一章 中国皮鞋行业未来发展预测及投资前景分析
第一节 未来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未来行业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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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来行业技术开发方向
三、总体行业“十三五”整体规划及预测
第二节 2018-2025年行业运行状况预测
China shoes industry marke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recast report ( 2014 edition )
一、2018-2025年行业工业总产值预测
二、2018-2025年行业销售收入预测
三、2018-2025年行业总资产预测
第十二章 皮鞋行业热点事件研普华专家分析
第十三章 专家对皮鞋行业投资的建议及观点
第一节 皮鞋行业投资机遇
一、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率对行业的支撑
二、企业在当前经济形势的竞争优势
三、当前经济形势的投资方向
第二节 皮鞋行业投资风险
一、同业竞争风险
二、市场贸易风险
三、行业金融信贷市场风险
四、产业政策变动的影响
第三节 皮鞋行业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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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济′研′咨询:皮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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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目录
图表 2017-2018年中国皮鞋行业市场规模
图表 2017-2018年全球皮鞋产业市场规模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重要数据指标比较
图表 2017-2018年中国皮鞋行业销售情况分析
图表 2017-2018年中国皮鞋行业利润情况分析
图表 2017-2018年中国皮鞋行业资产情况分析
图表 2017-2018年中国皮鞋竞争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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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8-2025年中国皮鞋市场前景预测
图表 2018-2025年中国皮鞋市场价格走势预测
图表 2018-2025年中国皮鞋发展前景预测
图表 2017-2018年美国皮鞋市场销售规模
图表 2018-2025年美国皮鞋市场销售规模预测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2014-02/PiXieHangYeYanJiuBaoGao.html
图表 2017-2018年英国皮鞋市场规模
图表 2017-2018年英国皮鞋市场占全球和欧洲份额比较
图表 2018-2025年英国皮鞋市场规模预测
图表 2018-2025年英国皮鞋市场规模及其预测趋势图
图表 2017-2018年德国皮鞋市场规模
图表 2017-2018年德国皮鞋市场占全球和欧洲份额比较
图表 2018-2025年德国皮鞋市场规模预测
图表 2018-2025年德国皮鞋市场规模及其预测趋势图 咨询,电,话:,40,0,６,12,8,6,68
图表 2017-2018年日本皮鞋市场规模
图表 2017-2018年日本皮鞋市场占全球和亚洲份额比较
图表 2018-2025年日本皮鞋市场规模预测
图表 2018-2025年日本皮鞋市场规模趋预测势图
图表 2017-2018年中国皮鞋市场规模
图表 2017-2018年中国皮鞋市场占全球和亚洲份额比较
图表 2018-2025年中国皮鞋市场规模预测
图表 2018-2025年中国皮鞋市场规模趋预测势图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行业销售成本分析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行业销售费用分析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行业管理费用分析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行业财务费用分析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行业销售及利润分析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行业销售毛利率分析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行业销售利润率分析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行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分析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行业总资产利润率分析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行业资产分析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行业负债分析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图表 2017-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7-2018年居民消费价格涨跌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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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8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涨跌幅度
图表 2017-2018年年末国家外汇储备
图表 2017-2018年税收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7-2018年粮食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7-2018年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8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7-2018年建筑业增加值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7-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8年分行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新增主要生产能力
图表 2018年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图表 2017-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8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8年主要商品出口数量、金额及其增长速度
……
图表 2018年对主要国家和地区货物进出口额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7-2018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8年分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8年各种运输方式完成货物运输量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8年各种运输方式完成旅客运输量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8年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7-2018年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8年人口数及其构成
图表 2017-2018年农村居民村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7-2018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8年工业生产主要指标
图表 2017-2018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图表 2017-2018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图表 2018年我国皮鞋产品进口数据
……
……
……
图表 2018年中国皮鞋行业国有企业工业数据
图表 2018年中国皮鞋行业集体企业工业数据
图表 2018年中国皮鞋行业股份合作制企业工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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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8年中国皮鞋行业股份制企业工业数据
图表 2018年中国皮鞋行业私营企业工业数据
图表 2018年中国皮鞋行业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工业数据
图表 2018年中国皮鞋行业其他类型企业工业数据
图表 2018年中国不同所有制皮鞋企业累计工业总产值对比
图表 2018年中国不同所有制皮鞋企业累计产品销售收入对比
图表 2018年中国不同所有制皮鞋企业累计资产总计对比
图表 2018年中国不同所有制皮鞋企业累计利润总额对比
图表 2018年中国不同所有制皮鞋企业累计工业总产值增长对比
图表 2018年中国不同所有制皮鞋企业累计产品销售收入增长对比
图表 2018年中国不同所有制皮鞋企业累计利润总额增长对比
图表 2018年中国不同所有制皮鞋企业产销率对比
图表 2018年中国不同所有制皮鞋企业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对比
图表 2018年中国不同所有制皮鞋企业人均销售率对比
图表 2018年中国不同所有制皮鞋企业亏损面对比
图表 2018年中国不同所有制皮鞋企业销售利润率对比
图表 2018年中国不同所有制皮鞋企业资金利税率对比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产品产量北京市统计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产品产量天津市统计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产品产量河北省统计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产品产量内蒙古统计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产品产量辽宁省统计
中國皮鞋行業市場調查研究及發展前景預測報告（2014年版）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产品产量吉林省统计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产品产量黑龙江统计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产品产量上海市统计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产品产量江苏省统计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产品产量浙江省统计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产品产量安徽省统计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产品产量福建省统计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产品产量江西省统计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产品产量山东省统计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产品产量河南省统计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产品产量湖北省统计
……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产品产量广东省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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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7-2018年皮鞋产品产量广西区统计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产品产量海南省统计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产品产量四川省统计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产品产量云南省统计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产品产量陕西省统计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产品产量甘肃省统计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产品产量青海省统计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产品产量宁夏区统计
图表 2017-2018年皮鞋产品产量新疆区统计
略……
订购《中国皮鞋行业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8年版）》，报告编号：1356796，
请拨打：400 612 8668、010-66181099、010-66182099
Email：kf@360baogao.com，传真：010-66183099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2014-02/PiXieHangYeYanJiuBaoGa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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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
※ 中国皮鞋制造行业现状调查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年版）
※ 中国童皮鞋市场现状调研及投资前景分析报告（2018-2025年）
※ 2018年版中国皮鞋市场现状调研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
※ 2018年中国皮鞋行业现状调研及发展趋势预测报告
※ 2018-2025年中国皮鞋制造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前景趋势分析报告
※ 中国皮鞋行业现状调研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年版）
※ 中国休闲皮鞋产业发展调研及投资前景评估报告（2018-2025年）
※ 中国皮鞋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前景研究报告（2018年版）
※ 2018年版中国塑胶皮鞋行业深度调研及发展前景分析报告
※ 2018年中国真皮鞋行业发展研究报告
※ 2018-2025年中国帆布鞋行业发展现状调研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
※ 2018-2025年中国高跟鞋行业现状调研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
※ 2018年溜冰鞋行业深度研究分析及未来发展前景预测报告
※ 2018-2025年中国提包行业调研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
※ 中国布面凉鞋行业分析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5年）
※ 2018-2025年中国高尔夫球鞋市场现状研究分析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
※ 2018-2025年中国童鞋行业现状研究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
※ 2018-2025年中国男鞋市场运行态势及发展前景分析报告
※ 2018-2025年中国丝兔绒纱市场剖析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
※ 2018年版中国胶鞋行业调查研究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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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讯
2014年3月4日
改变人民陪审员“皮鞋”“草鞋”结构
但现在人民陪审员中,“穿皮鞋”的多了,“穿草鞋”的少了,大部分是党员干部,农民工兄弟等基层群
众少。 要扩大人民陪审员选任范围,不断提高基层群众选取的比例。……

2014年3月5日
肯迪凯尼手工皮鞋加盟引领私人定制风潮
【 中国鞋网 -品牌动态】皮鞋、衣服、礼品、旅游……你私人定制过吗?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在物质选购方面有了更极致的要求,如今“个性化”已经成为中国消费……

2014年3月3日
皮鞋划破后如何修复
【中国鞋网-鞋与生活】我们平常走路时,皮鞋常会不小心被路上的石子或别的东西划破。鞋面破损
后,会影响皮鞋的美观。有人用鞋油去填补破损处,但效果并不理想。这里……

2014年3月5日
卡琪屋一款儿童皮鞋不合格
3月5日消息,近日,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对本市生产领域童鞋产品质量进行了监督抽查。抽查结果
显示,卡琪屋服饰有限公司生产的儿童皮鞋不合格。

2014年3月5日
石基大伟一款儿童皮鞋不合格
3月5日消息,近日,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对本市生产领域童鞋产品质量进行了监督抽查。抽查结果
显示,石基大伟制鞋厂生产的儿童皮鞋不合格。

2014年3月3日
“擦皮鞋”扎堆火车站广场
3月1日上午10时许,在鹰潭火车站广场上,5名擦皮鞋的妇女在记者的劝说下,陆续离开广场,刚刚还有
些混乱的秩序明显好转。 现场一名市民说,春运结束后,有关部门的……

2014年3月4日
南京路女贼增多 从高档女装皮鞋偷到肉酥、黄泥螺
除上述女性犯罪案外,一些犯罪女性还往往把目光盯上“开门七件事”的高档生活用品,盗窃皮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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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甚至价值不菲的不锈钢汤锅等物件。如80后女贼刘某在马莎百货公司一……

2014年3月3日
突发险情如何逃生? 皮带皮鞋可防身
突发险情如何逃生? 皮带皮鞋可防身2014-03-03 09:25:31 来源:阳光报 古城热线短信手机报,新闻
资讯随时掌握!天翼用户发送DXW到10659777订阅,3元/月 3月1日21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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