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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胶鞋产量居世界第一位。据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5年中国胶鞋行业现状调研分析
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显示，胶鞋按其制造方法和结构特点一般可分为布面胶鞋、胶面胶鞋、皮面胶鞋
（包括合成革面）和凉鞋；按使用要求可分为一般穿用类、文体旅游类、少数民族用鞋类、工矿类、农
林类等。各种胶鞋广泛用于日常生活、文体活动和劳动保护。
《2018-2025年中国胶鞋行业现状调研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主要研究分析了胶鞋行业市场运
行态势并对胶鞋行业发展趋势作出预测。报告首先介绍了胶鞋行业的相关知识及国内外发展环境，并对
胶鞋行业运行数据进行了剖析，同时对胶鞋产业链进行了梳理，进而详细分析了胶鞋市场竞争格局及胶
鞋行业标杆企业，最后对胶鞋行业发展前景作出预测，给出针对胶鞋行业发展的独家建议和策略。中国
市场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5年中国胶鞋行业现状调研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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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25年中国胶鞋行业现状调研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的整个研究工作是在系统总结前
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是相关胶鞋企业、研究单位、政府等准确、全面、迅速了解胶鞋行业发展动向、
制定发展战略不可或缺的专业性报告。
第一章 2017年世界胶鞋行业整体运营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17年世界制鞋业运行环境分析
第二节 2017年世界胶鞋行业市场运行格局
一、世界胶鞋市场特征分析
二、国外胶鞋行业主要地区发展回顾
三、国外胶鞋行业技术进展情况
四、世界鞋类消费情况分析
第三节 2017年世界主要国家胶鞋市场运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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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
二、日本
三、欧洲
在线阅读
：http://www.360Baogao.com/List_FuZhuangFangZhiBaoGao/68/JiaoXieWeiLaiFaZhanQuShi
YuCe.html
第四节 2018-2025年世界胶鞋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二章 2017年中国胶鞋行业市场发展环境解析
第一节 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中国GDP分析
二、消费价格指数分析
三、城乡居民收入分析
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六、进出口总额及增长率分析
第二节 2017年中国胶鞋市场政策环境分析
一、《轻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皮革行业的突破与亮点
二、七大措施搞活流通扩大消费政策解析（快速消费品）
三、胶鞋新标准修订
四、中国内地鞋类市场的贸易法规
第三节 2017年中国胶鞋市场社会环境分析
一、人口环境分析
二、教育环境分析
三、文化环境分析
四、生态环境分析
第三章 2017年中国胶鞋行业市场运行态势剖析
第一节 2017年中国制鞋业发展总况
一、制鞋业的生产管理特点
二、中国鞋业的四大产业集群
三、中国制鞋行业终端存在的危机
第二节 2017年中国胶鞋产业运行分析
一、胶鞋生产注重产业结构提升
二、中国胶鞋技术水平与国外的差距
三、荣光鞋业十年成为布胶鞋行业翘首
第三节 2017年中国胶鞋市场典型营销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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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2013-2017年中国橡胶靴鞋制造行业主要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13-2017年中国橡胶靴鞋制造行业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增长分析
二、从业人数增长分析
三、资产规模增长分析
第二节 2017年中国橡胶靴鞋制造行业结构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1、不同类型分析
2、不同所有制分析
二、销售收入结构分析
1、不同类型分析
2、不同所有制分析
第三节 2013-2017年中国橡胶靴鞋制造行业产值分析
一、产成品增长分析
二、工业销售产值分析
三、出货值分析
第四节 2013-2017年中国橡胶靴鞋制造行业成本费用分析
一、销售成本分析
二、费用分析
第五节 2013-2017年中国橡胶靴鞋制造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一、主要盈利指标分析
二、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第五章 2013-2017年中国胶鞋产量统计分析
第一节 2013-2017年全国胶鞋产量分析
第二节 2017年全国及主要省份胶鞋产量分析
第三节 2017年全国胶鞋产量集中度分析
第六章 2017年中国胶鞋市场运营走势分析
第一节 2017年中国胶鞋市场运行特点分析
第二节 2017年中国胶鞋市场运行动态分析
一、“新一代胶鞋”登陆引领时尚潮流
二、胶鞋质量抽检情况分析
第三节 2017年中国胶鞋市场需求消费情况分析
一、胶鞋内销市场总体分析
二、胶鞋市场需求分析
第四节 2017年中国胶鞋市场价格分析
一、胶鞋市场价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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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鞋用橡胶价格对胶鞋的影响
第七章 2013-2017年中国胶鞋进出口贸易形势探析
第一节 2013-2017年中国鞋类出口情况解析
一、中国鞋类出口贸易格局
二、制约中国扩大鞋类出口的因素
第二节 2013-2017年中国胶鞋进出口贸易动态分析
一、季度杭州鞋出口量分析
二、彭水胶鞋走红国际市场 销往印度西非
三、常州胶鞋出口逆势上扬
四、加拿大欲对华防水胶鞋进行反倾销调查
第三节 2013-2017年中国胶鞋重点省份出口贸易形态
一、川鞋出口破亿美元集聚效应初现
二、福建橡胶鞋 塑料鞋出口量最大
三、广东鞋出口东盟非洲市场增长
第八章 2013-2017年中国橡胶或塑料制外底及鞋面的其他鞋靴进出口数据监测（6402）
第一节 2013-2017年中国橡胶或塑料制外底及鞋面的其他鞋靴进出口数据监测
一、橡胶或塑料制外底及鞋面的其他鞋靴进口数据分析
二、橡胶或塑料制外底及鞋面的其他鞋靴出口数据分析
三、橡胶或塑料制外底及鞋面的其他鞋靴进出口单价分析
第二节 橡胶或塑料制外底及鞋面的其他鞋靴进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一、橡胶或塑料制外底及鞋面的其他鞋靴进口来源国家及地区
二、橡胶或塑料制外底及鞋面的其他鞋靴出口国家及地区
第三节 橡胶或塑料制外底及鞋面的其他鞋靴进出口省市分析
一、橡胶或塑料制外底及鞋面的其他鞋靴主要进口省市分析
二、橡胶或塑料制外底及鞋面的其他鞋靴主要出口省市分析
第九章 2017年中国胶鞋市场竞争格局透析
第一节 2013-2017年国内外制鞋业竞争分析
一、巴西抢夺中国在美国的鞋市场
二、中国在世界鞋业竞争中求发展
第二节 2017年中国胶鞋产量集中度分析_订 阅 电 话 01 0 -6 6 １8 1 0 9 9
第三节 中国重点省市鞋业竞争分析
一、成都鞋业竞争优势及对策简析
二、泉州鞋将向错位竞争过渡
三、北京鞋业市场竞争趋势
第四节 2017年中国胶鞋市场竞争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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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2017年中国胶鞋优势生产企业竞争力及关键性数据分析
2015--2020 China's shoes industry status quo and development trend forecasting research
and analysis report
第一节 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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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江市巨安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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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资阳市征峰鞋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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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广州协大橡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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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际华三五三七制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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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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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六节 荣光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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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2020 nián zhōngguó jiāoxié hángyè xiànzhuàng diàoyán fēnxī yǔ
fāzhǎn qūshì yùcè bàogào
第七节 河南荣光鞋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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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节 际华三五一七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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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九节 佛山市南海区南宝鞋厂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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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节 河北三五五四鞋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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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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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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2018-2025年中国胶鞋行业发展趋势与前景展望
第一节 2018-2025年中国胶鞋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一、中国制鞋产业前景展望
二、胶鞋市场前景分析
第二节 2018-2025年中国胶鞋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中国制鞋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二、中国鞋业终端的五大发展趋势
三、中国胶鞋工业技术发展方向
第三节 2018-2025年中国胶鞋行业市场预测分析
一、胶鞋产量预测分析
二、胶鞋市场消费情况分析
三、胶鞋进出口贸易预测分析
第四节 2018-2025年中国胶鞋市场盈利预测分析
第十二章 2018-2025年中国胶鞋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规避指引
第一节 2018-2025年中国胶鞋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中国制鞋产业投资区域投资潜力分析
二、制鞋产业投资热点分析
第二节 2018-2025年中国胶鞋行业投资风险预警
一、宏观调控政策风险
二、市场竞争风险
三、原料供给风险
四、市场运营机制风险
第三节 (济研′咨询)2018-2025年中国胶鞋行业投资规划指引
图表目录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GDP总量及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7年中国三产业增加值结构图
2015--2020中国の靴業界の現状と開発動向予測調査と分析レポート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CPI、PPI月度走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对比表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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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分季度增速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全社会固定投资额走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城乡固定资产投资额对比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财政收入支出走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
图表 2017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对照表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货币供应量统计表 单位：亿元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货币供应量月度增速走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外汇储备走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外汇储备及增速变化图
图表 2014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币利率调整表
图表 我国历年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情况统计表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走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货物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走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就业人数走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城镇就业人数走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及自然增长率走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总人口数量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7年人口数量及其构成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及普通高中招生人数走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广播和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走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城镇化率走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走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橡胶靴鞋制造行业企业数量及增长率分析 单位：个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橡胶靴鞋制造行业亏损企业数量及增长率分析 单位：个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橡胶靴鞋制造行业从业人数及同比增长分析 单位：个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橡胶靴鞋制造企业总资产分析 单位：亿元
图表 2017年中国橡胶靴鞋制造行业不同类型企业数量 单位：个
图表 2017年中国橡胶靴鞋制造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量 单位：个
图表 2017年中国橡胶靴鞋制造行业不同类型销售收入 单位：千元
图表 2017年中国橡胶靴鞋制造行业不同所有制销售收入 单位：千元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橡胶靴鞋制造产成品及增长分析 单位：亿元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橡胶靴鞋制造工业销售产值分析 单位：亿元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橡胶靴鞋制造出货值分析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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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3-2017年中国橡胶靴鞋制造行业销售成本分析 单位：亿元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橡胶靴鞋制造行业费用分析 单位：亿元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橡胶靴鞋制造行业主要盈利指标分析 单位：亿元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橡胶靴鞋制造行业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全国胶鞋产量分析
图表 2017年全国及主要省份胶鞋产量分析
图表 2017年胶鞋产量集中度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橡胶或塑料制外底及鞋面的其他鞋靴进口量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橡胶或塑料制外底及鞋面的其他鞋靴进口金额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橡胶或塑料制外底及鞋面的其他鞋靴出口量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橡胶或塑料制外底及鞋面的其他鞋靴出口金额增长趋势图
图表 中国橡胶或塑料制外底及鞋面的其他鞋靴进口来源地及量值统计表
图表 中国橡胶或塑料制外底及鞋面的其他鞋靴进口来源结构
图表 中国橡胶或塑料制外底及鞋面的其他鞋靴出口去向国家和地区统计表
图表 中国橡胶或塑料制外底及鞋面的其他鞋靴出口去向分布图
图表 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内江市巨安置业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内江市巨安置业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内江市巨安置业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内江市巨安置业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内江市巨安置业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内江市巨安置业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内江市巨安置业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四川省资阳市征峰鞋业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四川省资阳市征峰鞋业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四川省资阳市征峰鞋业有限责任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四川省资阳市征峰鞋业有限责任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四川省资阳市征峰鞋业有限责任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四川省资阳市征峰鞋业有限责任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四川省资阳市征峰鞋业有限责任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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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广州协大橡胶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广州协大橡胶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广州协大橡胶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2015-2020年中國膠鞋行業現狀調研分析與發展趨勢預測報告
图表 广州协大橡胶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广州协大橡胶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广州协大橡胶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广州协大橡胶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际华三五三七制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际华三五三七制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际华三五三七制鞋有限责任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际华三五三七制鞋有限责任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际华三五三七制鞋有限责任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际华三五三七制鞋有限责任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际华三五三七制鞋有限责任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荣光集团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荣光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荣光集团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荣光集团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荣光集团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荣光集团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荣光集团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河南荣光鞋业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河南荣光鞋业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河南荣光鞋业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河南荣光鞋业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河南荣光鞋业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河南荣光鞋业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河南荣光鞋业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际华三五一七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际华三五一七橡胶制品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际华三五一七橡胶制品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际华三五一七橡胶制品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际华三五一七橡胶制品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际华三五一七橡胶制品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际华三五一七橡胶制品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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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佛山市南海区南宝鞋厂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佛山市南海区南宝鞋厂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佛山市南海区南宝鞋厂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佛山市南海区南宝鞋厂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佛山市南海区南宝鞋厂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佛山市南海区南宝鞋厂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佛山市南海区南宝鞋厂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河北三五五四鞋业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河北三五五四鞋业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河北三五五四鞋业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河北三五五四鞋业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河北三五五四鞋业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河北三五五四鞋业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河北三五五四鞋业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2018-2025年中国胶鞋产量预测分析
图表 2018-2025年中国胶鞋市场消费情况分析
图表 2018-2025年中国胶鞋进出口贸易预测分析
图表 2018-2025年中国胶鞋市场盈利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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