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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形成了国际著名的领带设计、制作、生产、销售基地和产业集群，许多世界顶级品牌在中
国均有加工生产。在国内市场上，实力最强的领带品牌有毕加索、瓦尔德龙、巴贝/皮尔卡丹、金利来等
。
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2018年中国领带行业现状研究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认为，中国领带生产
基地集中在浙江嵊州，有“中国领带名城”之称，还有很多家庭作坊。**年**月，嵊州领带被浙江省政府
确定为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示范区20个试点单位之一。截至**年，嵊州市共有领带企业1900多家，从业人
员逾5万多人，年产领带近3亿条，占全国的90%、世界的40%。
2018年中国领带行业现状研究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服了外贸形势不乐观、原材料与工资成本上涨、
汇率上升等不利因素影响，整个产业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全市领带外贸出口额2.88亿美元，同比下降
5.06%；出口量1.37亿条，下降6.8%。
中国领带企业要高速发展必须抓住新的发展形势，加快产业升级，不断推出名牌产品，打造价值链
营销，实现文化与工艺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在新形势下立于不败之地。
《2018年中国领带行业现状研究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针对当前领带行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威
胁，提出领带行业发展投资及战略建议。
《2018年中国领带行业现状研究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以严谨的内容、翔实的分析、权威的数
据、直观的图表等，帮助领带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
《2018年中国领带行业现状研究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是领带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
部门准确把握领带行业发展趋势，洞悉领带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
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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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领带相关概述
1.1 领带的定义及分类
1.1.1 领带的定义
1.1.2 领带的分类
1.1.3 领带的面料
1.1.4 领带的形态
1.2 领带的工艺及识别
1.2.1 领带的主要工艺
1.2.2 领带面料工艺流程
1.2.3 领带的制作过程
1.2.4 领带的识别
第二章 2013-2017年纺织行业的发展
2015年中國領帶行業現狀研究分析與市場前景預測報告
2.1 2013-2017年中国纺织行业的运行
2.1.1 2017年我国纺织行业经济运行状况
2.1.2 2017年中国纺织工业发展简况
2.1.3 2017年我国纺织行业运行现状
2.2 2013-2017年中国纺织专业市场分析
2.2.1 中国纺织市场走向专业化
2.2.2 纺织专业市场形成投资热潮原因
2.2.3 中国纺织专业市场开始改革
2.2.4 中国纺织专业市场成长方程式
2.3 2013-2017年中国纺织行业存在的问题
2.3.1 我国纺织工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3.2 纺织行业发展中需关注的五大问题
2.3.3 制约中国纺织行业发展的主要瓶颈
2.3.4 中国纺织行业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
2.4 2013-2017年中国纺织行业的发展对策
2.4.1 中国纺织行业的主要发展策略
2.4.2 促进纺织行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2.4.3 纺织行业应对升值影响的对策
2.4.4 中国纺织行业企业的发展对策
2.4.5 纺织行业应对环境问题的对策
第三章 2013-2017年领带行业分析
3.1 2013-2017年领带行业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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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世界领带发展历史
3.1.2 浙江领带出口增长影响因素
3.1.3 中国十大领带品牌
3.2 2013-2017年浙江嵊州领带业分析
中国ネクタイ業界と市場予測レポート2015年の現状分析
3.2.1 嵊州领带创新产业升级模式分析
3.2.2 嵊州领带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3.2.3 嵊州领带产业前景忧虑隐现
3.2.4 嵊州创立国际性领带都市的策略
3.3 2013-2017年中国领带业的发展对策
3.3.1 中国领带业需加快产业升级
3.3.2 中国领带业需推出名牌产品
3.3.3 中国领带业需文化与工艺相结合
第四章 2013-2017年领带原材料行业分析
4.1 真丝行业分析
4.1.1 真丝定义及鉴别
4.1.2 真丝分类及特点
4.1.3 我国真丝行业发展综述
4.1.4 中国真丝行业经济运行现状分析
4.1.5 发展真丝织品的策略
4.2 涤丝行业分析
4.2.1 涤丝定义及特性
4.2.2 我国涤丝市场走势简析
第五章 (济研 咨 询)领带行业重点企业竞争优势及财务状况分析
5.1 金利来（中国）有限公司
5.1.1 公司发展状况分析
5.1.2 公司总体规模与盈利状况
5.1.3 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5.1.4 公司营运能力分析
5.1.5 公司获利能力分析
5.1.6 公司成长能力分析
5.2 浙江巴贝领带有限公司
5.2.1 公司发展状况分析
5.2.2 公司总体规模与盈利状况
5.2.3 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5.2.4 公司营运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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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公司获利能力分析
5.2.6 公司成长能力分析
5.3 浙江雅士林集团有限公司
5.3.1 公司发展状况分析
5.3.2 公司总体规模与盈利状况
5.3.3 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5.3.4 公司营运能力分析
5.3.5 公司获利能力分析
5.3.6 公司成长能力分析
5.4 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
5.4.1 公司发展状况分析
5.4.2 公司总体规模与盈利状况
5.4.3 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5.4.4 公司营运能力分析
5.4.5 公司获利能力分析
5.4.6 公司成长能力分析
5.5 浙江嵊州达成服装领带有限公司
5.5.1 公司发展状况分析
5.5.2 公司总体规模与盈利状况
5.5.3 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在线阅读
：http://www.360Baogao.com/List_FuZhuangFangZhiBaoGao/39/LingDaiShiChangXingQingFe
nXiYuQuShiYuCe.html
5.5.4 公司营运能力分析
5.5.5 公司获利能力分析
5.5.6 公司成长能力分析
5.6 宁波艾利特服饰有限公司
5.6.1 公司发展状况分析
5.6.2 公司总体规模与盈利状况
5.6.3 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5.6.4 公司营运能力分析
5.6.5 公司获利能力分析
5.6.6 公司成长能力分析
附录
附录一：纺织品出口管理办法（暂行）
附录二：领带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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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81项纺织品取消征收出口关税清单
图表目录
图表 主要纺织产品产量增长对比
图表 中国纺织行业亏损面动态变化图
图表 纺织行业主要经济指标
图表 中国纺织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及增长变化图
图表 中国棉纺厂车间噪声级实测值
图表 中国“十三五”期间纺织行业发展目标
图表 中国十大领带品牌
图表 真丝主要省市产量变化
图表 真丝行业生产经营和盈利状况
图表 真丝行业产销衔接和资产运转情况
图表 真丝行业短期偿债和变现能力变化
图表 真丝行业单位产品经济规模变化
图表 真丝行业单位产品成本构成变化
Present Situation Analysis of China tie industry and market forecast report 2015
图表 真丝行业单位产品经营状况变化
图表 2013-2017年金利来（中国）有限公司总体规模数据
图表 2013-2017年金利来（中国）有限公司产销规模数据
图表 2013-2017年金利来（中国）有限公司盈利状况
图表 2013-2017年金利来（中国）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关键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金利来（中国）有限公司营运能力关键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金利来（中国）有限公司获利能力关键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金利来（中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关键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浙江巴贝领带有限公司总体规模数据
图表 2013-2017年浙江巴贝领带有限公司产销规模数据
图表 2013-2017年浙江巴贝领带有限公司盈利状况
图表 2013-2017年浙江巴贝领带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关键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浙江巴贝领带有限公司营运能力关键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浙江巴贝领带有限公司获利能力关键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浙江巴贝领带有限公司成长能力关键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浙江雅士林集团有限公司总体规模数据
图表 2013-2017年浙江雅士林集团有限公司产销规模数据
图表 2013-2017年浙江雅士林集团有限公司盈利状况
图表 2013-2017年浙江雅士林集团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关键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浙江雅士林集团有限公司营运能力关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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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3-2017年浙江雅士林集团有限公司获利能力关键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浙江雅士林集团有限公司成长能力关键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总体规模数据
图表 2013-2017年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产销规模数据
图表 2013-2017年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盈利状况
图表 2013-2017年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关键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营运能力关键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获利能力关键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成长能力关键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浙江嵊州达成服装领带有限公司总体规模数据
图表 2013-2017年浙江嵊州达成服装领带有限公司产销规模数据
图表 2013-2017年浙江嵊州达成服装领带有限公司盈利状况
2015 nián zhōngguó lǐngdài hángyè xiànzhuàng yánjiū fēnxī yǔ shìchǎng
qiánjǐng yùcè bàogào
图表 2013-2017年浙江嵊州达成服装领带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关键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浙江嵊州达成服装领带有限公司营运能力关键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浙江嵊州达成服装领带有限公司获利能力关键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浙江嵊州达成服装领带有限公司成长能力关键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宁波艾利特服饰有限公司总体规模数据
图表 2013-2017年宁波艾利特服饰有限公司产销规模数据
图表 2013-2017年宁波艾利特服饰有限公司盈利状况
图表 2013-2017年宁波艾利特服饰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关键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宁波艾利特服饰有限公司营运能力关键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宁波艾利特服饰有限公司获利能力关键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宁波艾利特服饰有限公司成长能力关键指标
图表 领带的规格说明
图表 领带成品部位划分
图表 领带外观疵点规定
图表 领带成品主要部位规格极限偏差规定
图表 领带色牢度允许程度规定
图表 领带成品主要部位规格的测量方法
图表 领带质量缺陷判定
图表 单条领带（样本）判定
图表 81项纺织品取消征收出口关税清单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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