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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版中国高尔夫球鞋行业深度调研及市场前景分析报告》针对当前高尔夫球鞋行业发展面临
的机遇与威胁，提出高尔夫球鞋行业发展投资及战略建议。
《2018年版中国高尔夫球鞋行业深度调研及市场前景分析报告》以严谨的内容、翔实的分析、权威
的数据、直观的图表等，帮助高尔夫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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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中国高尔夫球鞋行业深度调研及市场前景分析报告》是高尔夫球鞋业内企业、相关投资
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高尔夫球鞋行业发展趋势，洞悉高尔夫球鞋行业竞争格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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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制鞋业发展形势分析
第一节 世界制鞋业发展情况分析
一、世界十大品牌制鞋厂发展情况分析
二、世界制鞋产业发展规模分析
三、世界制鞋产业发展特点分析
2016年版中國高爾夫球鞋行業深度調研及市場前景分析報告
四、全球鞋业市场消费结构分析
第二节 世界各国制鞋产业发展格局分析
一、意大利
二、美国
三、俄罗斯
第三节 2018-2025年世界制鞋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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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世界高尔夫球鞋市场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世界高尔夫球鞋市场动态
一、高尔夫女性时代即将到来
二、阿迪达斯品牌推出创新科技高尔夫球鞋
第二节 世界高尔夫球鞋市场发展情况分析
一、世界高尔夫球鞋市场发展成熟度分析
二、品牌竞争格局分析
三、世界高尔夫球鞋市场发展特征分析
第三节 世界高尔夫球鞋市场调查分析
一、世界高尔夫球鞋流行款式分析
二、消费者需求调查分析
三、世界主要品牌在中国投资调查分析
第四节 2018-2025年世界高尔夫球鞋市场运行趋势分析
第三章 中国制鞋业运行动态分析
第一节 中国制鞋业相关标准分析
一、制鞋工业标准
二、鞋面用皮革标准
三、皮鞋验收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四、制革用软皮白油（QB/T1330-91）
第二节 中国制鞋产业运行总况
一、中国鞋业成为世界鞋业转移地
二、中国鞋业进入新一轮调整期
三、行业分散度高，陷入过度竞争
四、地区分布不平衡
五、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较强
第三节 2013-2018年中国鞋的制造行业数据监测分析
一、2013-2018年中国鞋的制造行业规模分析
二、中国鞋的制造行业结构分析
三、2013-2018年中国鞋的制造行业产值分析
四、2013-2018年中国鞋的制造行业成本费用分析
五、2013-2018年中国鞋的制造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四节 2013-2018年中国皮革鞋产量统计分析
一、2013-2018年全国皮革鞋产量分析
二、全国及主要省份皮革鞋产量分析
三、皮革鞋产量集中度分析
第五节 中国制鞋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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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低价竞销现象严重
二、设计能力低下，科技含量较低
三、鞋类产品质量问题突出
四、人才培养的落后
五、产品档次低，缺乏名牌产品
第四章 中国高尔夫球鞋产业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中国高尔夫球鞋产业动态分析
一、中国高尔夫球鞋规模发展分析
二、外国品牌充斥中国市场
三、中国高尔夫球鞋产业发展特点分析
第二节 中国高尔夫球鞋市场运行分析
一、市场需求结构分析
二、高尔夫球鞋设计与款式分析
三、高尔夫球鞋生产与设备分析
第三节 中国高尔夫球鞋市场热点问题探讨
第五章 中国高尔夫球鞋进出口状况统计分析
第一节 中国高尔夫球鞋市场进出口贸易综述
一、进出口规模及产品结构分析
二、中国高尔夫球鞋行业面临“反倾销”调查
三、产品质量标准同国际接轨情况
四、中国高尔夫球鞋进出口面临的问题
第二节 2013-2018年中国高尔夫球鞋细分产品进出口数据分析
一、含濒危动物毛皮制运动鞋靴
二、皮革制鞋面的运动鞋靴
三、纺织材料制鞋面的运动鞋靴
第六章 中国高尔夫球鞋市场营销模式与战略分析
第一节 主要营销模式分析
一、直营模式
二、代理经销商模式
三、大型综合连锁卖场模式
四、网络营销
第二节 营销策略分析
一、从生产导向转向市场导向
二、从产品竞争转向多要素全方位竞争
三、从产品营销到品牌营销和文化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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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单一的产品结构到以鞋、服装、配件的产品系列化
第三节 高尔夫球鞋企业营销模式建议分析
一、高尔夫球鞋企业的国内营销模式建议
1、高尔夫球鞋企业的渠道建设
2、高尔夫球鞋企业的品牌建设
二、高尔夫球鞋企业海外营销模式建议
1、高尔夫球鞋企业的海外细分市场选择
2016年版中国のゴルフシューズ業界の深さの研究と市場分析レポート
2、高尔夫球鞋企业的海外经销商选择
第七章 中国高尔夫球鞋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中国高尔夫球鞋市场竞争现状分析
一、品牌竞争分析
二、价格竞争分析
三、经营模式竞争分析
第二节 中国高尔夫球鞋市场集中度分析
一、市场集中度分析
二、区域集中度分析
三、企业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2018-2025年中国高尔夫球鞋市场竞争趋势分析
第八章 中国高尔夫球鞋市场主要品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第一节 阿迪达斯（苏州）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二节 安踏（中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三节 泉州匹克鞋业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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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四节 耐克（苏州）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2016 edition Chinese golf shoe industry depth research and market analysis report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五节 广东李宁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六节 福州宝凯运动用品实业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_订.购.电.话:.0.1.0.-.６6.1.8.2.0.9.9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九章 中国高尔夫球鞋主要上下游相关行业发展概况分析
第一节 皮革
第二节 橡胶
第三节 纺织印染行业
第十章 中国高尔夫产业运行形势分析
第一节 中国高尔夫产业运行现状综述
一、起步较晚，发展迅速
二、球场建设追求大规模，缺乏本土设计师
三、高尔夫用品产量巨大，自主开发的产品少.

-6-

高尔夫球鞋市场调研分析报告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2018年版中国高尔夫球鞋行业深度调研及市场前景分析报告

四、与房地产联姻
五、国家政策不支持，媒体重视不够
六、贵族化运动，消费观念偏离高尔夫运动本身
第二节 中国高尔夫市场供需分析
一、我国高尔夫球市场特点分析
二、我国高尔夫市场供需求状况分析
三、高尔夫市场供需与球会外部顾客需求
四、中国高尔夫球运动平民化分析
五、中国高尔夫源何如此昂贵
第三节 中国部分地区高尔夫运动市场透析
一、高尔夫市场增长
二、球龄与打球频率
三、消费群体消费能力
四、消费者卡与打球费用
五、消费者最看重的因素
六、消费者评价
第四节 未来中国高尔夫产业前景预测及对相关用品的影响分析
第十一章 2018-2025年中国高尔夫球鞋市场运行趋势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18-2025年中国制鞋技术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分析
一、环保立法
二、高性能材料
三、信息科技
四、工艺与设备
第二节 2018-2025年中国高尔夫球鞋新趋势探析
一、高尔夫球鞋设计与流行趋势
二、高尔夫球鞋技术趋势分析
第三节 2018-2025年中国高尔夫球鞋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市场供需预测
二、成本预测分析
三、进出口贸易预测
第十二章 2018-2025年中国高尔夫球鞋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分析
第一节 2018年中国高尔夫球鞋行业投资概况
一、高尔夫球鞋投资特点
二、高尔夫球鞋投资价值
第二节 2018-2025年中国高尔夫球鞋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高尔夫球鞋投资吸引力分析

高尔夫球鞋发展现状分析前景预测

-7-

2018年版中国高尔夫球鞋行业深度调研及市场前景分析报告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二、高尔夫球鞋投资潜力分析
三、与产业链相关的投资机会分析
第三节 2018-2025年中国高尔夫球鞋行业投资风险预警分析
一、竞争风险
二、进退入风险
三、市场运营风险
第四节 济研咨询专家投资建议
图表目录
2016 niánbǎn zhōngguó gāo'ěrfū qiúxié hángyè shēndù tiáo yán jí shìchǎng
qiánjǐng fēnxī bàogào
图表 制鞋工业品种规格规定
图表 制鞋工业检验项目、数量及合格率规定
图表 制鞋工业鞋面用皮革产品分类
图表 制鞋工业鞋面用皮革理化指标要求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鞋的制造行业企业数量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鞋的制造行业亏损企业数量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鞋的制造行业从业人数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鞋的制造行业资产规模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8年我国鞋的制造行业不同类型企业数量分布图
图表 2018年我国鞋的制造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量分布图
图表 2018年我国鞋的制造行业不同类型企业销售收入分布图
图表 2018年我国鞋的制造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销售收入分布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鞋的制造行业产成品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鞋的制造行业工业销售产值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鞋的制造行业出口交货值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鞋的制造行业销售成本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鞋的制造行业费用使用统计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鞋的制造行业主要盈利指标统计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鞋的制造行业主要盈利指标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皮革鞋产量变化图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皮革鞋重点省市产量对比图
图表 2018年中国皮革鞋产量和2018年同期对比图
图表 2018年中国皮革鞋产量前5位省市对比图
图表 2018年中国皮革鞋前5位省市产量比例图
图表 2018年中国皮革鞋重点省市产量及增长率统计表单位：吨
图表 2018年中国皮革鞋产量增长率排名前5位省市对比图 单位：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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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8年中国皮革鞋主要省份产量比重统计表
图表 2018年中国皮革鞋市场集中度和2018年同期对比图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含濒危动物毛皮制运动鞋靴进口数量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含濒危动物毛皮制运动鞋靴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含濒危动物毛皮制运动鞋靴出口数量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含濒危动物毛皮制运动鞋靴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含濒危动物毛皮制运动鞋靴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含濒危动物毛皮制运动鞋靴进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皮革制鞋面的运动鞋靴进口数量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皮革制鞋面的运动鞋靴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皮革制鞋面的运动鞋靴出口数量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皮革制鞋面的运动鞋靴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皮革制鞋面的运动鞋靴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皮革制鞋面的运动鞋靴进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纺织材料制鞋面的运动鞋靴进口数量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纺织材料制鞋面的运动鞋靴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纺织材料制鞋面的运动鞋靴出口数量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纺织材料制鞋面的运动鞋靴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纺织材料制鞋面的运动鞋靴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纺织材料制鞋面的运动鞋靴进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
图表 阿迪达斯（苏州）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阿迪达斯（苏州）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阿迪达斯（苏州）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阿迪达斯（苏州）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阿迪达斯（苏州）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阿迪达斯（苏州）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阿迪达斯（苏州）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安踏（中国）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安踏（中国）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安踏（中国）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安踏（中国）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安踏（中国）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安踏（中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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