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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皮鞋制造行业始于上海，开始于**年。第一双现代皮鞋，从不分左右脚的“直脚”鞋子，演变
为分左右脚的鞋子，这是中国制鞋技术的一大。从此，中国现代皮鞋生产逐步得到了发展，国内皮鞋生
产技术和产品质量已达国际中档以上水平。
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5年中国皮鞋行业现状调研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认为，皮鞋业
是中国轻工业中最重要的传统产业之一。改革开放30 多年来，中国皮鞋业快速发展，从分散的、个体的
、手工作坊式的弱小行业，发展成了拥有规模化生产经营的完整工业体系，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
优势产业。截至**，中国皮鞋行业呈现出不同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已形成了从原料、加
工，到销售、服务的完整生产体系。在全国初步形成了浙江温州、重庆、广东东莞和四川成都等皮鞋产
业集群，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
**年1-**月全国共生产皮革鞋靴44.97亿双，比**年同期增长了4.18%；我国皮面皮鞋出口3.9亿双
，进口961万双。**年1-**月，全国皮革鞋靴行业累计完成产量49.25亿双，同比增长2.63%。**年我国
皮面皮鞋行业累计完成出口额120.11亿美元，同比增长9.94%。**年，全国皮革鞋靴行业累计完成产量
44.99亿双，比上年同期增长3.09%。
**-**年全国皮革鞋靴行业产量（亿双）
中国皮鞋制造企业要高速发展必须抓住新的发展形势，在产品研发上体现差异化战略和成本领先战
略，加强渠道规划，打造价值链营销，加强品牌建设，提升品牌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在新形势下立于不
败之地。
《2018-2025年中国皮鞋行业现状调研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在多年皮鞋行业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皮鞋行业市场的发展现状，通过资深研究团队对皮鞋市场资讯进行整理分析，并依托国家权
威数据资源和长期市场监测的数据库，对皮鞋行业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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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5年中国皮鞋行业现状调研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可以帮助
投资者准确把握皮鞋行业的市场现状，为投资者进行投资作出皮鞋行业前景预判，挖掘皮鞋行业投资价
值，同时提出皮鞋行业投资策略、营销策略等方面的建议。
第一章 皮鞋制造相关概述
第一节 皮鞋制造相关定义
一、皮鞋的定义
二、皮鞋的分类
三、皮鞋底部件的质量要求
四、中国皮鞋的诞生
第二节 制鞋行业概述
一、鞋的定义及历史
二、鞋的分类
三、制鞋的材料
四、制鞋的工艺流程
第二章 2013-2017年制鞋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GDP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2015-2020 nián zhōngguó píxié hángyè xiànzhuàng diàoyán fēnxī yǔ
fāzhǎn qūshì yùcè bàogào
三、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第二节 制鞋行业发展概况
一、国际制鞋行业发展回顾
二、中国制鞋业总体概述
三、制鞋业的特点及环境
四、制鞋业技术发展的驱动因素
第三节 2013-2017年中国制鞋业的发展
一、2017年中国制鞋行业网上交易分析
二、2017年中国制鞋业发展状况
三、2017年中国制鞋业发展现状
第四节 2013-2017年中国五大城市鞋类市场消费者分析
一、鞋类产品及品牌研究
二、鞋类品牌消费者行为和习惯研究
三、鞋类品牌消费者消费特征研究
四、五大城市鞋类消费者分布
第五节 2013-2017年中国制鞋行业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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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制鞋行业的发展瓶颈
二、中国制鞋企业面临的问题
三、中国鞋业品牌的四大缺陷
四、中国制鞋行业终端存在的危机
五、制鞋企业提高核心能力的策略
六、中国鞋业终端变革的应对措施
七、中国制鞋行业发展的人才策略
八、制鞋企业规避反倾销指控的建议
第三章 2013-2017年皮鞋制造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2013-2017年皮鞋制造行业发展概况
一、中国皮鞋产品实施新的行业标准
二、中国皮鞋制造企业五十强
三、中国皮鞋制造企业发展状况
四、我国皮鞋行业发展状况简析
第二节 2013-2017年全国及重点省市皮革鞋靴产量分析
一、2017年全国及重点省市皮革鞋靴产量分析
二、2017年全国及重点省市皮革鞋靴产量分析
三、2017年全国及重点省市皮革鞋靴产量分析
第三节 2013-2017年欧盟对中国皮鞋制造行业反倾销分析
一、欧盟对中国皮鞋制造行业反倾销概况
二、欧盟加征关税对中国皮鞋出口影响明显
三、中国鞋企以合成皮鞋破解欧盟反倾销
第四节 2013-2017年皮鞋制造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
一、中国中小皮鞋企业面临的危机
二、中国老年人皮鞋存在市场空缺
三、中国皮鞋产品质量问题严重
四、中国皮鞋企业反倾销应对策略
第四章 中国皮鞋制造行业数据分析
第一节 2013-2017年中国皮鞋制造行业总体数据分析
一、2017年中国皮鞋制造行业全部企业数据分析
二、2017年中国皮鞋制造行业全部企业数据分析
三、2017年中国皮鞋制造行业全部企业数据分析
第二节 2013-2017年中国皮鞋制造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一、2017年中国皮鞋制造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二、2017年中国皮鞋制造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三、2017年中国皮鞋制造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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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2013-2017年中国皮鞋制造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一、2017年中国皮鞋制造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二、2017年中国皮鞋制造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三、2017年中国皮鞋制造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第五章 2013-2017年皮鞋制造上游行业的发展
第一节 皮革行业分析
一、中国皮革行业总体概况
二、皮革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皮革工业面临的新形势及对策
第二节 皮革化学品工业分析
一、主要皮革化工材料介绍
二、国内外皮革化学品发展概况
三、中国皮革化学品与国外的差距
四、中国皮革化学品行业的发展
五、环保型皮革化学品是未来发展主流
第三节 毛皮行业分析
一、中国毛皮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中国毛皮行业面临的挑战
三、中国毛皮行业发展的三大任务
第六章 我国皮鞋行业竞争产业发展状况
第一节 运动鞋行业分析
一、运动鞋行业总体概述
二、国内运动鞋行业发展概况
三、二、三线运动鞋品牌五大突围策略
四、运动鞋行业的发展趋势
第二节 胶鞋行业分析
一、中国胶鞋行业总体概述
二、中国胶鞋技术水平与国外的差距
三、中国胶鞋行业的发展建议
第三节 其他鞋类产业分析
一、中国塑料鞋行业发展概述
二、中国布鞋行业的发展分析
第七章 2013-2017年皮鞋行业重点企业竞争优势及财务状况分析
第一节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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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3-2017年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3-2017年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二节 江苏森达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2015--2020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China's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shoe industry forecast report
三、2013-2017年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3-2017年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三节 新百丽鞋业（深圳）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3-2017年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3-2017年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四节 万邦（清新）鞋业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3-2017年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3-2017年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五节 清远市广硕鞋业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3-2017年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3-2017年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六节 诚展（清远）鞋业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3-2017年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3-2017年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七节 青岛亨达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3-2017年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3-2017年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八节 赣州华坚国际鞋城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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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3-2017年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3-2017年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九节 石狮市富贵鸟集团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3-2017年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3-2017年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十节 威海市金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3-2017年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3-2017年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十一节 青岛三湖制鞋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3-2017年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3-2017年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十二节 巨一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3-2017年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3-2017年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十三节 康奈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订′购热′线:′4′00′6′1′2′８′66′8
三、2013-2017年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3-2017年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八章 皮鞋制造行业发展趋势
第一节 制鞋业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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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济,研,咨,询:皮鞋制造发展趋势
一、中国皮鞋业“东鞋西移”成趋势
二、未来皮鞋产品的流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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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皮鞋美容行业未来市场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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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5 近4年赣州华坚国际鞋城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126 近4年赣州华坚国际鞋城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127 近4年赣州华坚国际鞋城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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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7 近4年石狮市富贵鸟集团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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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8 近4年威海市金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149 近4年威海市金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150 近4年威海市金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151 近4年威海市金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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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54 近4年青岛三湖制鞋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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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0 近4年青岛三湖制鞋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161 近4年青岛三湖制鞋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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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3 近4年青岛三湖制鞋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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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3 近4年巨一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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