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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5年中国福建省运动鞋市场现状研究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针对当前福建省运动鞋
行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威胁，提出福建省运动鞋行业发展投资及战略建议。
《2018-2025年中国福建省运动鞋市场现状研究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以严谨的内容、翔实的
分析、权威的数据、直观的图表等，帮助福建省运动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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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現状スポーツシューズ市場調査?分析し、中国の福建省の開発動向を予測
《2018-2025年中国福建省运动鞋市场现状研究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是福建省运动鞋业内企
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福建省运动鞋行业发展趋势，洞悉福建省运动鞋行业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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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运动鞋行业定义及外部影响因素分析
1.1 运动鞋行业界定和分类
1.1.1 行业界定
1.1.2 行业分类
（1）按行业生命周期分类
（2）按对经济周期的反应分类
1.2 运动鞋行业产业链分析
1.2.1 行业产业链结构及价值环节
（1）行业产业链结构
（2）行业产业链价值环节
1.2.2 行业上游供应分析
（1）帮面材料
（2）大底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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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鞋辅料
1.2.3 行业下游需求分析
（1）人口总量及结构
（2）城镇居民消费支出
（3）居民消费行为特征分析
1.3 运动鞋行业外部影响因素分析
1.3.1 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1）行业主管部门与监管体制
（2）行业相关政策动向
（3）行业发展规划
1.3.2 国内外宏观经济走势分析
（1）国外宏观经济走势分析
（2）国内宏观经济走势分析
1.3.3 行业贸易环境分析
（1）行业贸易环境发展现状
（2）行业贸易环境发展趋势
1.3.4 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1）新《劳动合同法》对行业发展的影响
（2）行业发展面临的产业升级与转移问题
1.3.5 行业消费环境分析
（1）运动鞋消费特征分析
（2）运动鞋消费趋势分析
1.3.6 行业产品技术环境分析
（1）主要技术研究成果
（2）国际知名品牌技术现
（3）国内技术研究动态
（4）行业技术趋势
1.4 报告研究单位与研究方法
1.4.1 研究单位介绍
1.4.2 研究方法概述
第二章 运动鞋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预测
2.1 运动鞋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2.1.1 运动鞋行业发展总体概况
2.1.2 运动鞋行业发展主要特点
2.1.3 运动鞋行业规模及财务指标分析
（1）运动鞋行业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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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动鞋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3）运动鞋行业运营能力分析
（4）运动鞋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5）运动鞋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2.2 运动鞋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2.2.1 运动鞋行业主要经济效益影响因素
2.2.2 运动鞋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2.2.3 不同规模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比重变化情况分析
2.2.4 不同性质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比重变化情况分析
2.2.5 不同地区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2.3 运动鞋行业供需平衡分析
2.3.1 全国运动鞋行业供给情况分析
（1）全国运动鞋行业总产值分析
（2）全国运动鞋行业产成品分析
2.3.2 全国运动鞋行业需求情况分析
（1）全国运动鞋行业销售产值分析
（2）全国运动鞋行业销售收入分析
2.3.3 全国运动鞋行业产销率分析
2.4 运动鞋行业进出口市场分析
2.4.1 运动鞋行业进出口状况综述
2.4.2 运动鞋行业出口市场分析
（1）行业出口整体情况
（2）行业出口产品结构分析
（3）行业内外销比例分析
2.4.3 运动鞋行业进口市场分析
（1）行业进口整体情况
（2）行业进口产品结构
（3）国内市场内外供应比例分析
2.4.4 运动鞋行业进出口前景及建议
（1）运动鞋行业出口前景及建议
（2）运动鞋行业进口前景及建议
2.5 2018-2025年中国运动鞋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2.5.1 运动鞋行业发展的驱动因素分析
2.5.2 运动鞋行业发展的障碍因素分析
2.5.3 运动鞋行业发展趋势
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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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2018-2025年运动鞋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1）行业规模预测
（2）行业经营情况预测
（3）行业进出口情况预测
第三章 福建省运动鞋行业市场发展情况分析
3.1 行业总体区域结构特征分析
3.1.1 行业区域结构总体特征
3.1.2 行业区域集中度分析
3.1.3 行业区域分布特点分析
3.1.4 行业规模指标区域分布分析
3.1.5 行业效益指标区域分布分析
3.1.6 行业企业数的区域分布分析
3.2 福建省运动鞋行业市场发展分析
3.2.1 福建省运动鞋行业总体发展分析
（1）福建省运动鞋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2）福建省运动鞋行业规模分析
（3）福建省运动鞋行业品牌建设情况
（4）福建省运动鞋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3.2.2 晋江市运动鞋行业发展分析
（1）晋江市运动鞋上市情况分析
（2）晋江市运动鞋企业渠道竞争分析
（3）晋江市运动鞋产业创新情况分析
（4）晋江市运动鞋产业营销策略分析
（5）晋江市运动鞋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3.2.3 泉州市运动鞋行业发展分析
（1）泉州市运动鞋产业集聚情况分析
（2）泉州市运动鞋企业渠道竞争分析
（3）泉州市运动鞋产业营销策略分析
（4）泉州市运动鞋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四章 (北京′济′研)福建省运动鞋行业领先制造商生产经营分析
4.1 运动鞋行业制造商排名分析
4.1.1 运动鞋行业制造商工业总产值排名
4.1.2 运动鞋行业制造商销售收入排名
4.1.3 运动鞋行业制造商利润总额排名
4.2 福建省运动鞋行业领先制造商生产经营分析

福建省运动鞋行业现状与发展前景

-5-

2018-2025年中国福建省运动鞋市场现状研究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4.2.1 福建乔丹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2.2 福建金莱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2018-2025年中國福建省運動鞋市場現狀研究分析與發展趨勢預測報告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2.3 福建喜得龙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2.4 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2.5 特步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2.6 匹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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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2.7 三六一度国际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2.8 鸿星尔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2.9 美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2.10 飞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2.11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2.12 德尔惠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订 阅电 话: 4 0 0 6 １ 2 86 6 8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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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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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s Fujian Province
图表 2：运动鞋行业规模分析（单位：家，人，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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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6：中国运动鞋行业制造商销售收入排名前十位（单位：万元）
图表 57：中国运动鞋行业制造商利润总额排名前十位（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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