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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童鞋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福建、浙江等沿海区域。福建地区潮流资讯集中、产业链完善，在休
闲运动鞋的设计、研发与生产方面处在前沿，以上优势使得该地区童鞋企业迅速发展壮大，形成了明显
的规模效益。浙江是皮鞋等时尚鞋品的聚集地，儿童皮鞋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温州及其周边地区，由于
温州及其周边地区传统皮革产业发达，是国内较大的皮鞋生产基地，国内不少儿童皮鞋品牌都在温州及
其周边地区设立工厂或寻找皮革产品企业代加工。
据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中国童鞋行业发展监测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7-2022年）显示
，童鞋市场是我国制鞋产业极具潜力的市场，国外童鞋品牌的不断进入加剧了国内童鞋市场的竞争，也
使得童鞋的消费趋势从 无品牌消费向品牌消费转型。近年来，安踏、361°等众多国内知名运动品牌纷
纷把产品线延伸到童鞋领域，推出了主打运动风格的童鞋系列，同时，国内也相继诞生了一些专业的童
鞋品牌等，丰富了童鞋市场的品类。我国的自主童鞋品牌不仅成为童鞋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而且促进了
童鞋品牌化的进程和行业的健康发展。
中国童鞋行业发展监测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7-2022年）态，知名品牌较少。尽管国内童鞋市
场已经吸引了 NIKE KIDS、ADIDAS KIDS 等国际 品牌的进入，并诞生了 ABC KIDS、ANTA
KIDS、361°KIDS 等国内知名度较高 的自主品牌，但我国童鞋市场集中度仍较低。根据 Euromonitor
Passport 数据库 （2016 版）的统计，**年我国童鞋市场前10 大品牌的合计市场占有率仅为
20.1%，大部分童鞋产品仍为小品牌、杂牌或无品牌状态。
中国童鞋行业发展监测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7-2022年）对我国童鞋行业现状、发展变化
、竞争格局等情况进行深入的调研分析，并对未来童鞋市场发展动向作了详尽阐述，还根据童鞋行 业的
发展轨迹对童鞋行业未来发展前景作了审慎的判断，为童鞋产业投资者寻找新的投资亮点。
中国童鞋行业发展监测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7-2022年）最后阐明童鞋行业的投资空间
，指明投资方向，提出研究者的战略建议，以供投资决策者参考。
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中国童鞋行业发展监测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7-2022年）》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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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童鞋企业、研究单位、政府等准确、全面、迅速了解童鞋行业发展动向、制定发展战略不可或缺的专
业性报告。
第一大章 2016-2017年童鞋行业发展综述
第一节 童鞋行业界定
第二节 童鞋行业发展成熟度分析
一、行业发展周期分析
二、行业中外市场成熟度对比
三、行业及其主要子行业成熟度分析
第二大章 2016-2017年中国童鞋企业pest环境分析
China shoes industry development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trend forecast
report (2017-2022 years)
第一节 经济环境分析
第二节 政策环境分析
一、行业政策影响分析
二、相关行业标准分析
第三节 社会环境分析
一、人口环境分析
二、中国城镇化率
三、消费观念分析
四、中国人生活品质的提高
第四节 技术环境分析
第三大章 童鞋行业生产技术分析
第一节 童鞋行业生产技术发展现状
第二节 童鞋行业产品生产工艺特点或流程
第三节 童鞋行业生产技术发展趋势分析
第四大章 2016-2017年中国童鞋企业发展情况分析
第一节 中国童鞋企业发展分析
一、2016-2017年童鞋企业运行情况及特点分析
二、中国童鞋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三、中国童鞋企业与宏观经济相关性分析
中國童鞋行業發展監測分析與發展趨勢預測報告（2017-2022年）
第二节 中国企业区域发展分析
一、企业重点区域分布特点及变化
二、华北地区市场分析
三、华东市场市场分析_订 阅 电 话 0 1 0 -6 6 １8 1 09 9
四、东北市场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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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南市场市场分析
六、西部市场市场分析
第五大章 2016-2017年中国童鞋市场供需调查分析
第一节 2016-2017年中国童鞋市场供需分析
一、产品市场供给
二、产品市场需求
三、产品价格分析
四、主要渠道分析
第二节 2016-2017年中国童鞋市场特征分析
一、2016-2017年中国童鞋产品特征分析
二、2016-2017年中国童鞋价格特征分析
三、2016-2017年中国童鞋渠道特征
四、2016-2017年中国童鞋购买特征
第六大章 2016-2017年童鞋企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16-2017年中国童鞋企业集中度分析
第二节 2016-2017年中国童鞋企业规模经济情况分析
第三节 2016-2017年中国童鞋企业格局以及竞争态势分析
第四节 中国企业进入和退出壁垒分析
第五节 2016-2017年中国童鞋企业主要优势企业竞争力综合评价
第七大章 2016-2017年中国童鞋品牌消费者偏好深度调查
第一节 中国童鞋产品目标客户群体调查
一、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偏好调查
二、不同年龄的消费者偏好调查
三、不同地区的消费者偏好调查
第二节 中国童鞋产品的品牌市场调查
一、消费者对童鞋品牌认知度宏观调查
中国の靴産業の発展の監視および分析と開発動向予測レポート（2017年から2022年の年）
二、消费者对童鞋产品的品牌偏好调查
三、消费者对童鞋品牌的首要认知渠道
四、消费者经常购买的风格
五、童鞋品牌忠诚度调查
第三节 不同客户购买消费行为分析
第八大章 2016-2017年童鞋企业主要竞争对手分析
第一节 NIKE KIDS
一、企业基本情况概述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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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童鞋产品分析
第二节 ADIDAS KIDS
一、企业基本情况概述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童鞋产品分析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2/97/TongXieDeFaZhanQuShi.html
第三节 ABC KIDS
一、企业基本情况概述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童鞋产品分析
第四节 ANTA KIDS
一、企业基本情况概述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童鞋产品分析
第五节 361° KIDS、
一、企业基本情况概述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童鞋产品分析
第九大章 2017-2022年中国童鞋企业上下游产业链分析及其影响
第一节 2017-2022年中国童鞋企业上游企业发展及影响分析
第二节 2017-2022年中国童鞋企业下游企业发展及影响分析
第十大章 2017-2022年中国童鞋企业发展趋势预测
第一节 2017-2022年政策变化趋势预测
第二节 2017-2022年供求趋势预测
一、产品供给预测
二、产品需求预测
第三节 2017-2022年技术发展趋势
第四节 2017-2022年竞争趋势预测
第十一大章 2017-2022年童鞋企业投资潜力与价值分析
第一节 2017-2022年童鞋企业投资环境分析
zhōngguó tóngxié hángyè fāzhǎn jiāncè fēnxī yǔ fāzhǎn qūshì yùcè
bàogào (2017-2022 nián)
第二节 2017-2022年童鞋企业swot模型分析
一、优势
二、劣势
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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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威胁
第三节 2017-2022年我国童鞋企业投资策略分析
第四节 2017-2022年我国童鞋企业前景展望分析
第五节 2017-2022年我国童鞋企业盈利能力预测
第十二大章 2017-2022年童鞋企业投资风险预警
第一节 投资环境的分析与对策
第二节 投资机遇分析
第三节 投资风险分析
一、宏观经济风险
二、经营风险
三、技术风险
四、进入退出风险
第四节 投资策略与建议
第十三大章 2017-2022年童鞋产业投资机会及投资策略分析
第一节 2017-2022年童鞋企业区域投资机会
第二节 2017-2022年童鞋企业主要产品投资机会
第三节 2017-2022年童鞋企业出口市场投资机会
第四节 2017-2022年中国 童鞋企业投资策略分析
一、产品定位策略
二、产品开发策略
三、渠道销售策略
四、品牌经营策略
五、服务策略
第五节 北京′济′研:专家建议
略……
订购《中国童鞋行业发展监测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7-2022年）》，报告编号
：2105972，
请拨打：400 612 8668、010-66181099、010-66182099
Email：kf@360baogao.com，传真：010-66183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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