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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随著改革开放的流潮，中国承接国际制鞋业的转移，一跃成为全球最
大鞋业生产中心和销售中心，形成了十分完善的产业链和产业发展平台，并且已基本占据了全球中低端
的鞋产品市场，而使传统的制鞋大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已放弃中低端市场，全部转向高端市场
，南美巴西的制鞋业也开始转向高端市场。
2018年中国女鞋行业现状研究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有率的品类。截至**的女鞋市场已经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女鞋已经成为鞋类市场的重要部分，尤其是随着女性经济能力的提升以及对时尚需求的多
变性，女性对鞋子的要求不断加大，中国市场上女鞋品牌也不断增多，达芙妮、他她女鞋 、天意美等品
牌成为市场的主流品偶。
由于欧美市场受金融海啸影响进口数量下降，而中国消费者对品牌的需求也日益旺盛，所以在未来
的**年里，中国女鞋市场仍将呈现迅猛上升的趋势。耐克官网、阿迪达斯官网上的女鞋的占比不断上升
。与自**年开始，中国女鞋市场已经连续**年以12%的速度迅速增长，女鞋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商机，以
运动鞋为主的361度、安踏等品牌已经将女性运动鞋的研发生产作为重要部分，在阿迪王专卖店里，女
性商品的陈列甚至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在国外，女鞋一直是经销商热抢的“蛋糕”之一，不过在中国却坐不起，尤其是中国昂贵的生产成
本，品牌缺乏精细化的管理，产品的附加值难以提升，像热风女鞋之类的女鞋发展一直受到局限。为了
突破发展，不少针对加盟商设定了扶持政策。妙丽女鞋从产品设计、生产、营销一条龙自主完成，产品
最后直接一步到达加盟商手中。而百思图从店面选址、开业指导、形象管理、销售培训、广告支持、联
动出校等防伪协助经销商打开发展困境。
《2018年中国女鞋行业现状研究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主要研究分析了女鞋行业市场运行态势
并对女鞋行业发展趋势作出预测。报告首先介绍了女鞋行业的相关知识及国内外发展环境，并对女鞋行
业运行数据进行了剖析，同时对女鞋产业链进行了梳理，进而详细分析了女鞋市场竞争格局及女鞋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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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杆企业，最后对女鞋行业发展前景作出预测，给出针对女鞋行业发展的独家建议和策略。中国市场报
告网发布的《2018年中国女鞋行业现状研究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给客户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具有借
鉴意义的发展建议，使其能以更强的能力去参与市场竞争。
《2018年中国女鞋行业现状研究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的整个研究工作是在系统总结前人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是相关女鞋企业、研究单位、政府等准确、全面、迅速了解女鞋行业发展动向、制定发
展战略不可或缺的专业性报告。
第一章 世界制鞋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世界制鞋发展分析
一、世界鞋业发展历程
二、世界制鞋格局
三、品牌格局——两类品牌经历不同的历史演变过程
四、世界三大休闲鞋品牌ClARKS、ECCO和GEOX的品牌经验
第二节 2017年俄罗斯鞋子市场概况
第三节 中国鞋出口俄罗斯市场分析
一、2017年温州鞋出口俄罗斯情况分析
二、俄罗斯入世后鞣制加工皮草进口税下降
三、2017年成都女鞋出口到俄罗斯再添一条新捷径
第二章 我国制鞋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我国制鞋行业发展历程及四大产业集群
一、我国制鞋行业发展历程
二、我国四大制鞋产业集群
第二节 我国鞋类消费情况分析
一、我国鞋类消费情况
二、消费者对鞋的认知
第三节 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
第四节 国内鞋品牌发展现状
一、品牌格局
二、男女鞋市场占有率
三、国内品牌的时代机遇
（一）市场容量、增速及渠道规模
2015 nián zhōngguó nǚ xié hángyè xiànzhuàng yánjiū fēnxī yǔ
shìchǎng qiánjǐng yùcè bàogào
（二）网购成为行业增长亮点
四、品牌经营的关键因素
第三章 皮鞋制造行业发展分析

女鞋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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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皮鞋行业相关知识
一、皮鞋相关概述
二、皮鞋消费者群体及其特征
三、影响人们对皮鞋的选择的因素
第二节 皮鞋制造业发展综述
一、2017年全国及重点省市皮鞋产量分析
二、2017年国内皮鞋行业经济运行状况
三、2017年皮鞋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四、2017年全国及重点省市皮革鞋靴产量分析
第三节 皮鞋市场发展综合分析
一、中国皮鞋市场现状分析
二、2017年度奥康男皮鞋全国同类销量第一
三、2017年中国鞋业市场发展前景
第四节 温州皮鞋市场研究
一、温州皮鞋的力量
二、渠道
三、品牌推广
四、未来前景
第五节 中国皮鞋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品牌皮鞋需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二、品牌皮鞋时尚营销策略分析
三、中国皮鞋国际名牌战略
第四章 皮鞋经营模式的比较分析与借鉴
第一节 皮鞋品牌化消费发展相比服装较晚
第二节 皮鞋行业经营模式演进晚于服装行业
第三节 品牌皮鞋竞争充分程度小于服装
第四节 皮鞋行业数量扩张仍是主流
第五节 男鞋与女鞋的区别
一、男鞋消费受经济波动影响较小
二、男鞋行业精细管理水平要求较低
第六节 我国制鞋企业转型之路的问题与应对之策
一、我国制鞋企业面临的问题
二、奥康鞋业成功转型的主要经验
三、我国鞋业转型的应对之策
第五章 女鞋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国内本土女鞋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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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现状
二、产业分布情况
三、女鞋行业发展前景
第二节 女鞋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一、女鞋已经成为鞋类市场的重要部分
二、女鞋为中国市场增长最快鞋类产品
第三节 2017年女鞋行业发展态势分析
一、2017年特步撤销分公司进军女鞋市场
二、2017年女鞋品牌半年报业绩预警
二、2017年女鞋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2017年秋季女鞋市场流行趋势探析
第四节 女鞋市场存在的问题与策略分析
一、创意设计同步世界
二、女鞋质量不容忽视
三、高端品牌依然缺失
四、抓准女性消费者的消费需求
五、扩张女鞋品类
第六章 中国女鞋行业区域市场分析
第一节 女鞋行业主要产地分析
一、龙岗女鞋市场分析
二、温州鞋业分析
三、广东惠东女鞋市场分析
China shoes industry Present Situation Analysis and Market Forecast Report 2015
四、成都女鞋市场分析
第二节 浙江温台地区制鞋业发展及融资问题分析
一、温台地区制鞋业概况_订阅热线′0′1′0′-′66′1′8′１′0′99
二、温台地区制鞋业融资难的原因分析
三、对策与建议
四、研究结论和展望
第三节 惠东制鞋业竞争力分析
一、惠东制鞋业竞争力的一般分析
二、提升惠东制鞋业竞争力的措施
第四节 成都市制鞋产业集群问题分析
一、成都市制鞋产业集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二、对策建议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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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百丽公司
第一节 2017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第二节 公司领先优势分析
一、公司持续增长引领行业发展
二、成功实施多品牌，提升外延扩张空间
三、主打自营控制终端，定位渠道商志在长远
四、实施纵向一体化，强化快速反应供应链
第三节 百丽优势明显，但高成长性的特点在明显弱化
一、百丽供应链能力远胜其它女鞋品牌
二、多品牌难度加大百丽独领风骚但高成长特性明显弱化
三、百丽高成长性的特性明显弱化
第四节 百丽优购网分析
一、优购网：“鞋王”百丽电商新局
二、优购的优势
三、两种商业模式
四、营销：八仙过海
第八章 奥康国际
第一节 公司领先优势分析
一、品牌变革：多品牌外延扩张潜力大
二、渠道变革：增强外延和内涵增长动力
三、纵向一体化打造供应链管理优势
第二节 公司企业经营情况分析与展望
一、2017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二、2017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2013-2017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四、2017年公司发展展望及策略
第九章 达芙妮
第一节 公司发展概况
一、公司简介
二、公司核心管理层介绍
三、公司股权结构
第二节 公司领先优势分析
一、公司核心竞争力
二、实行多品牌策略，满足细分市场需求
三、销售渠道深而广
第三节 公司企业经营情况分析与展望

-6-

女鞋市场调研分析报告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2018年中国女鞋行业现状研究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

一、公司业务
二、公司收入构成
三、公司盈利情况
四、2017年达芙妮经营情况分析
五、2017年收入预测
第十章 星期六
一、公司概况
二、2017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2017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2013-2017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五、2017年公司发展展望及策略
第十一章 中国皮革行业整体发展分析
第一节 中国皮革业发展概况
一、中国皮革业发展历程
二、我国皮革行业发展产业集群
2015年中國女鞋行業現狀研究分析與市場前景預測報告
三、2017年中国皮革业的发展分析
四、我国皮革业制鞋业已进入转型期
五、环保治理对我国皮革行业发展影响调研
第二节 2013-2017年中国皮革业发展分析
一、2017年中国皮革行业发展综述
二、2017年中国皮革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三、2017年我国皮革行业运行情况
四、2017年全国皮革行业发展展望
五、2017年皮革及制鞋行业发展预测
第三节 区域皮革行业发展分析
一、2017年皮革特色区域产业集群概述
二、2017年广东省皮革行业运行情况
三、2017年山东省皮革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四、2017年河南省皮革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五、2017年浙江省皮革行业运行情况
六、2017年江苏省皮革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七、2017年湖北省皮革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八、2017年辛集市皮衣发展情况及特点
九、2017年海宁皮革产业谋求转型发展
十、2017年皮革企业向安徽宿州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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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十三五浙江省皮革行业将向集约集聚发展转变
第四节 中国皮革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2017年中国皮革企业面临严峻考验
二、2017年我国皮革行业打造全球品牌迫在眉睫
三、2017年受制“两头在外” 皮革业走到转型拐点
四、2017年环保部将推皮革业更严厉排污标准
五、全球产业分工下中国皮革发展面临重大考验
第五节 加快中国皮革业发展的措施及策略
一、我国皮革行业发展三大建议
二、皮革企业积极拓展内需市场
三、皮革专业市场须协力发展
四、2017年中国皮革业亟须创出品牌
五、2017年真皮标志牵手经销商国内皮革市场
六、我国皮革行业转型求发展探讨分析
七、推进生态制造皮革业描绘绿色蓝图
第六节 皮革行业“十三五”规划指导意见（2013-2015年）
一、“十一五”时期皮革行业取得的主要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二、“十三五”时期皮革行业面临的形势
三、“十三五”时期皮革行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四、“十三五”时期皮革行业的主要任务和政策建议
第七节 2018-2025年中国皮革行业发展趋势及前景
一、皮革行业未来发展趋势
二、2017年皮革产业向多样化、个性化发展
三、2018-2025年皮革行业发展方向及策略
第十二章 2018-2025年中国女鞋行业发展前景及趋势分析
第一节 “十三五”时期制鞋产业发展规划
一、产业布局
二、企业规模
三、产品结构
四、市场趋势
五、科技创新
六、主要问题
第二节 (济.研咨询)2016-2017年中国女鞋行业发展前景及趋势分析
一、中国经济稳健发展
二、消费行业发展空间大
三、2017年女鞋市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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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女士鞋履增长最快的原因
图表目录
图表 世界鞋业两次迁移及未来趋势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出口鞋类产品数量
图表 世界知名鞋品牌概况
图表 世界三大休闲鞋总结
图表 各品牌推出的代表科技产品及鞋款
图表 品牌收购兼并和海外扩张
图表 我国制鞋行业大事记
在线阅读
：http://www.360Baogao.com/List_FuZhuangFangZhiBaoGao/23/NvXieWeiLaiFaZhanQuShiY
uCe.html
图表 我国产鞋四大集群区优势分析
图表 2017年我国皮鞋产量按省份分布
图表 2013-2017年城镇及农村人均年消费鞋类
图表 2013-2017年全国大型零售企业皮鞋销售鞋类占比（%）
图表 2017年鞋类占比重皮鞋最高
图表 购买鞋数量超过七双的比例（按性别区分）
图表 中国消费者对新品牌态度开放
图表 愿意尝试新品牌的主要因素
图表 制鞋产业链价值图
图表 品牌鞋与普通鞋的差异
图表 鞋类产品市场定位及价格
图表 2017年我国男皮鞋市场占有率（%）
图表 2017年我国女皮鞋市场占有率（%）
图表 2018-2025年鞋类消费市场渠道结构变化、消费升级带来品牌认知及需求
图表 2017年体育用品行业、鞋业开店容量
图表 2017年我国网购市场情况
图表 2017年皮革鞋靴产量全国及各省市合计
图表 2017年皮革鞋靴产量全国及各省市合计
图表 消费需求特征升级对品牌类行业影响大
图表 品牌经营的运营模式演进不断进行
图表 国际知名皮鞋品牌的经营模式及经营特征
图表 不同鞋类子行业前六位市场集中度对比
图表 不同发展阶段皮鞋子行业的竞争焦点不同
图表 皮鞋行业仍重视渠道数量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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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国内女鞋零售商以多品牌运营为主
图表 女鞋与男鞋行业存在诸多差别
图表 女鞋行业部分重点企业
图表 2017年百丽公司各业务经营情况
图表 2013-2017年百丽公司营收及净利润情况
图表 2013-2017年 年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零售额同比增速
图表 2013-2017年百丽国际鞋类收入由高速进入稳定增长阶段
图表 2013-2017年百丽国际净利润高速增长后稳定增长
图表 2017年女鞋行业前十名品牌百丽旗下四个
图表 2013-2017年百丽国际增速仍处于领先水平
图表 2013-2017年百丽国际鞋类中代理品牌业务占比上升
图表 百丽旗下多品牌覆盖不同消费群体
图表 2013-2017年百丽鞋类门店数量高速增长后进入稳定增长期
图表 百丽定位零售商，直营终端网络分布全国
图表 百丽鞋类业务实施纵向一体化经营模式
图表 百丽供应链管理打造快速反应能力
图表 百丽经营逻辑围绕核心竞争力和供应链控制
图表 纵向一体化的供应链管理模式
图表 百丽的供应链弹性是最强的
图表 百丽供应链的独特细节
图表 主要女鞋子品牌分布
图表 2013-2017年百丽的主要并购
图表 2017年女鞋品牌收入规模
图表 全球前五位市值的服装零售商以及鞋品上市公司
图表 奥康旗下多品牌覆盖不同消费人群
图表 奥康国际女鞋和皮具收入占比上升
图表 奥康国际女鞋及皮具增速高于男鞋
图表 2017年奥康全国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二
图表 2017年奥康华东地区市场占有率第一
图表 2013-2017年奥康国际不同类型门店数量情况
图表 2013-2017年奥康国际直营独立店数量占比上升
图表 奥康国际实施纵向一体化经营模式
图表 2017年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营构成数据分析表
图表 2017年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营构成数据分析表
图表 2013-2017年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分析表
图表 2013-2017年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利润构成与盈利能力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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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3-2017年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能力分析表
图表 2013-2017年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能力分析表
图表 2013-2017年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与负债分析表
图表 2017年大众女鞋市场份额
图表 达芙妮公司竞争者2017年主要财务指标对比
图表 达芙妮公司主要竞争者定位、价格一览表
图表 达芙妮主要品牌结构
图表 达芙妮公司竞争者旗下主要品牌
图表 2017年达芙妮和百丽各城市级别销售店数目占比对比图
图表 达芙妮公司核心品牌按城市级别划分销售店数目
图表 达芙妮公司核心品牌按销售渠道划分销售店数目
图表 女鞋公司存货周转天数与直营店占比
图表 2013-2017年达芙妮公司历年收入以及增长情况（单位：千港元）
图表 2013-2017年达芙妮按业务划分收入结构
图表 2013-2017年达芙妮公司近几年毛利率及净利率情况
图表 2013-2017年达芙妮公司近几年净利润情况
图表 2016-2017年财年达芙妮公司收入预测
图表 2017年财年-2015财年达芙妮公司费用结构预测
图表 2017年财年-2015财年达芙妮公司损益表预测
图表 2017年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营构成数据分析表
图表 2017年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营构成数据分析表
图表 2013-2017年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分析表
图表 2013-2017年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利润构成与盈利能力分析表
图表 2013-2017年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能力分析表
图表 2013-2017年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能力分析表
图表 2013-2017年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与负债分析表
中国の靴業界の現状分析と市場予測レポート2015
图表 2017年全国规上皮革、毛皮及制品和制鞋业产值和利润情况表
图表 2013-2017年中轻皮革景气指数
图表 按企业类型统计2017年规上企业盈利情况比例
图表 按区域分布统计2017年规上企业盈利情况
图表 2017年我国皮革、毛皮及制品和制鞋业进出口情况
图表 2017年中国皮革、毛皮及制品和制鞋业进口贸易方式
图表 2017年中国皮革、毛皮及制品和制鞋业出口贸易方式
图表 2017年中国皮革、毛皮及制品主要省份出口
图表 2017年中国皮革、毛皮及制品和鞋业进口主要国家及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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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7年中国皮革、毛皮及制品和鞋业主要省份进口
图表 2017年皮革制品业产品产量（分地区）表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消费品零售总额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女士鞋履零售总额及预测
图表 女鞋品牌金字塔
图表 2017年女鞋市场份额
略……
订购《2018年中国女鞋行业现状研究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报告编号：1509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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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_FuZhuangFangZhiBaoGao/23/NvXieWeiLaiFaZhanQuShiYuCe.html

-12-

女鞋市场调研分析报告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2018年中国女鞋行业现状研究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

相关报告
※ 2018-2025年中国女鞋行业专题研究分析预测报告
※ 中国女鞋行业现状调查分析及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年版）
※ 2018年版中国女鞋市场调研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
※ 2018年中国女鞋市场调查分析与发展前景研究报告
※ 中国女鞋市场调查研究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2025年）
※ 2018-2025年中国女鞋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前景趋势分析报告
※ 2018-2025年中国女鞋市场现状研究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
※ 2018版女鞋行业发展现状调研及投资前景分析报告
※ 中国女鞋行业现状调研与未来前景趋势报告（2018年）
※ 中国女鞋市场调查研究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2025年）
※ 2018-2025年中国女鞋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前景趋势分析报告
※ 2018-2025年箱包制造市场现状调研分析及发展前景报告
※ 2018-2025年中国箱包行业现状研究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
※ 2018版中国内增高鞋市场现状调研与发展前景趋势分析报告
※ 中国制鞋市场现状调查及未来走势预测报告（2018-2025年）
※ 中国箱包行业现状调查研究及市场前景分析预测报告（2018版）
※ 2018-2025年帽子市场现状调研分析及发展前景报告
※ 中国鞋楦行业市场现状研究与未来前景趋势报告（2018年）
※ 中国制鞋市场调查研究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5年）
※ 中国皮革市场调研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8年）

在线阅读：
http://www.360Baogao.com/List_FuZhuangFangZhiBaoGao/23/NvXieWeiLaiFaZhanQuShiYuCe.html

女鞋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