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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跟鞋是指鞋跟高于普通鞋的一种鞋，使穿此鞋人的脚跟明显比脚趾高。高跟鞋有许多种不同款式
，尤其是在鞋跟的变化上更是非常多，如细跟、粗跟、楔型跟、钉型跟、槌型跟、刀型跟等。截至**我
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高跟鞋生产和出口国，国内高跟鞋产业正在以10%的速度持续发展，中国高跟鞋总
产量已占世界总产量的65%，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高跟鞋生产和出口贸易中心之一。**年，我国高跟
鞋行业销售收入增长10.7%，可以看出我国高跟鞋行业发展周期正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之间。
据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中国高跟鞋市场调研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8年）显示，截至**我国女
鞋行业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17%，总计销售额过千亿，未来两年还将有更大突破，预计销售利润高达近
5000亿元，女鞋市场需求永不饱和，空白市场收益多，利润空间大。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高跟鞋产地
，截至**已经有了十分完善的产业链和产业发展平台。在新的背景下，中国高跟鞋行业的转移危机以及
产业升级的紧迫性，全球高跟鞋行业新的格局如何变化，已成为全球业界关注的焦点。
**年，我国从事高跟鞋行业生产的企业有3500多家，其中大型企业仅40家左右，占行业企业数量的
1.2%，其产量占整个行业产量的23.7%.**年，我国高跟鞋行业市场规模达到1162.12亿元，同比增长
10%.
电商兴起对线下销售带来影响。‘百丽’整体销售增长放缓并非周期性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截
至**最大的考验在于如何适应及发展新渠道。未来会进一步发展电子商贸业务，也会在购物中心开设多
品牌店铺。尽管电子商务和购物中心的发展，虽然稀释了百货商场和街边店的客流，但在优质时装鞋这
一门类，新兴渠道并不完全适合中档、中高档时尚鞋类产品销售，未能形成有效的替代，国内女鞋零售
商将以现有的品牌和品类稳健发展，立足原有的渠道优势，进一步尝试多品类的发展和线上渠道的布局
，未来仍有机会。
未来，高跟鞋行业将在生产方式、生产思维上进行转变，通过高科技应用引领技术的升级。将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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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应用于三围设计、修改、切割、打工等工艺，不仅提高了生产精度，还能更好地进行质量把控，节
省操作空间，方便数据积累。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中国应加快在国际市场创立自己
的品牌和行销管道，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创造更大的产业优势。此外，商务电子化进程的加快，高跟
鞋行业商务电子化也势在必行，高跟鞋行业商务电子时代的到来，预示高跟鞋行业发展模式的一种根本
性转变。
《中国高跟鞋市场调研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8年）》在多年高跟鞋行业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结
合中国高跟鞋行业市场的发展现状，通过资深研究团队对高跟鞋市场各类资讯进行整理分析，并依托国
家权威数据资源和长期市场监测的数据库，对高跟鞋行业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研究。
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中国高跟鞋市场调研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8年）可以帮助投资者准确把
握高跟鞋行业的市场现状，为投资者进行投资作出高跟鞋行业前景预判，挖掘高跟鞋行业投资价值，同
时提出高跟鞋行业投资策略、营销策略等方面的建议。
第一部分 产业环境透视
第一章 高跟鞋行业发展概述
第一节 高跟鞋的概念
一、高跟鞋的定义
二、高跟鞋的特点
三、高跟鞋的分类
第二节 高跟鞋行业发展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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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高跟鞋市场特征分析
一、市场规模
二、产业关联度
三、影响需求的关键因素
四、主要竞争因素
五、生命周期
第二章 全球高跟鞋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世界高跟鞋行业发展分析
一、2018年世界高跟鞋行业发展分析
……
第二节 全球高跟鞋市场分析
一、2018年欧美高跟鞋需求分析
二、2018年中外高跟鞋市场对比
第三节 2013-2018年主要国家或地区高跟鞋行业发展分析
一、2013-2018年美国高跟鞋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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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3-2018年日本高跟鞋行业分析
三、2013-2018年欧洲高跟鞋行业分析
第二部分 行业运行现状
第三章 我国高跟鞋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中国高跟鞋行业发展状况
一、2018年高跟鞋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二、2018年中国高跟鞋行业发展动态
三、2018年高跟鞋行业经营业绩分析
四、2018年我国高跟鞋行业发展热点
第二节 中国高跟鞋市场供需状况
一、2018年中国高跟鞋行业供给能力
二、2018年中国高跟鞋市场供给分析
三、2018年中国高跟鞋市场需求分析
Chinese marke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high-heeled shoes Forecast Report
(2016)
四、2018年中国高跟鞋产品价格分析
第三节 2013-2018年我国高跟鞋市场分析
一、2018年高跟鞋市场分析
二、2018年高跟鞋市场的走向分析
第四章 高跟鞋产业经济运行分析
第一节 2013-2018年中国高跟鞋产业工业总产值分析
一、2013-2018年中国高跟鞋产业工业总产值分析
二、不同规模企业工业总产值分析
三、不同所有制企业工业总产值比较
第二节 2013-2018年中国高跟鞋产业市场销售收入分析
一、2013-2018年中国高跟鞋产业市场总销售收入分析
二、不同规模企业总销售收入分析
三、不同所有制企业总销售收入比较
第三节 2013-2018年中国高跟鞋产业产品成本费用分析
一、2013-2018年中国高跟鞋产业成本费用总额分析
二、不同规模企业销售成本比较分析
三、不同所有制企业销售成本比较分析
第四节 2013-2018年中国高跟鞋产业利润总额分析
一、2013-2018年中国高跟鞋产业利润总额分析
二、不同规模企业利润总额比较分析
三、不同所有制企业利润总额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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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国高跟鞋产业进出口分析
第一节 2018年我国高跟鞋产品进口分析
一、2018年进口总量分析
二、2018年进口结构分析
三、2018年进口区域分析
第二节 我国高跟鞋产品出口分析
一、2018年出口总量分析
二、2018年出口结构分析
三、2018年出口区域分析
第三节 我国高跟鞋产品进出口预测
一、2018年进口分析
二、2018年出口分析
三、2018年高跟鞋进口预测
四、2018年高跟鞋出口预测
第六章 2013-2018年关联产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关联行业发展分析
一、2013-2018年行业发展现状
二、2013-2018年市场需求分析
三、2013-2018年市场规模分析
四、2013-2018年市场竞争分析
五、2018-2025年行业发展形势
第二节 高跟鞋行业发展分析
一、2013-2018年行业发展现状
二、2013-2018年市场需求分析
三、2013-2018年市场规模分析
四、2013-2018年市场竞争分析
五、2018-2025年行业发展形势
第七章 中国高跟鞋需求与消费者偏好调查
第一节 2013-2018年中国高跟鞋产量统计分析
第二节 2013-2018年中国高跟鞋历年消费量统计分析
第三节 高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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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高跟鞋产品的品牌市场调查
一、消费者对高跟鞋品牌认知度宏观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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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费者对高跟鞋产品偏好因素调查
三、消费者对高跟鞋品牌的首要认知渠道
四、消费者经常购买的品牌调查
五、高跟鞋品牌忠诚度调查
六、高跟鞋品牌市场占有率调查
七、消费者的消费理念调研
第五节 不同客户购买相关的态度及影响分析
一、价格敏感程度
二、品牌的影响
三、购买方便的影响
四、广告的影响程度
第三部分 行业竞争格局
第八章 高跟鞋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一、现有企业间竞争
二、潜在进入者分析
三、替代品威胁分析
四、供应商议价能力
五、客户议价能力
第二节 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市场集中度分析
二、企业集中度分析
三、区域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高跟鞋行业主要企业竞争力分析
一、重点企业资产总计对比分析
二、重点企业从业人员对比分析
三、重点企业全年营业收入对比分析
四、重点企业出口交货值对比分析
五、重点企业利润总额对比分析
六、重点企业综合竞争力对比分析
第四节 2013-2018年高跟鞋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一、2018年高跟鞋行业竞争分析
二、2018年中外高跟鞋产品竞争分析
三、2013-2018年我国高跟鞋市场竞争分析
四、2013-2018年我国高跟鞋市场集中度分析
五、2018-2025年国内主要高跟鞋企业动向

-6-

高跟鞋市场调研分析报告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中国高跟鞋市场调研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8年）

第九章 高跟鞋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第一节 高跟鞋市场竞争策略分析
一、2018年高跟鞋市场增长潜力分析
二、现有高跟鞋产品竞争策略分析
三、潜力高跟鞋品种竞争策略选择
四、典型企业产品竞争策略分析
第二节 高跟鞋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一、2018-2025年我国高跟鞋市场竞争趋势
二、2018-2025年高跟鞋行业竞争格局展望
三、2018-2025年高跟鞋行业竞争策略分析
中國高跟鞋市場調研與發展前景預測報告（2016年）
第十章 主要高跟鞋企业竞争分析
第一节 百丽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3-2018年经营状况
四、2018-2025年发展战略
第二节 达芙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3-2018年经营状况
四、2018-2025年发展战略
第三节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3-2018年经营状况
四、2018-2025年发展战略
第四节 广州卓诗尼鞋业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zhōngguó gāogēnxié shìchǎng tiáo yán yǔ fāzhǎn qiánjǐng yùcè
bàogào (2016 nián)
三、2013-2018年经营状况
四、2018-2025年发展战略
第五节 佛山市南海大沣（鞋业）实业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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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3-2018年经营状况
四、2018-2025年发展战略
第六节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3-2018年经营状况
四、2018-2025年发展战略
第七节 广州天创鞋业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3-2018年经营状况
四、2018-2025年发展战略
第八节 红蜻蜓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3-2018年经营状况
四、2018-2025年发展战略
第四部分 行业发展趋势
第十一章 高跟鞋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一节 2018年发展环境展望
一、2018年宏观经济形势展望
二、2018年政策走势及其影响
三、2018年国际行业走势展望
第二节 2018年高跟鞋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2018年技术发展趋势分析
二、2018年产品发展趋势分析
三、2018年行业竞争格局展望
第三节 2018-2025年中国高跟鞋市场趋势分析
一、2013-2018年高跟鞋市场趋势总结
二、2018-2025年高跟鞋发展趋势分析
三、2018-2025年高跟鞋市场发展空间
四、2018-2025年高跟鞋价格走势分析
第十二章 未来高跟鞋行业发展预测
第一节 未来高跟鞋需求与消费预测
一、2018-2025年高跟鞋产品消费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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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8-2025年高跟鞋市场规模预测
三、2018-2025年高跟鞋行业总产值预测
四、2018-2025年高跟鞋行业销售收入预测
五、2018-2025年高跟鞋行业总资产预测
第二节 2018-2025年中国高跟鞋行业供需预测
一、2018-2025年中国高跟鞋供给预测
二、2018-2025年中国高跟鞋产量预测
三、2018-2025年中国高跟鞋需求预测
四、2018-2025年中国高跟鞋供需平衡预测
五、2018-2025年中国高跟鞋产品价格预测
六、2018-2025年主要高跟鞋产品进出口预测
第五部分 投资战略研究
第十三章 2017-2018年高跟鞋行业投资现状分析
第一节 2018年高跟鞋行业投资情况分析
一、2018年总体投资及结构
二、2018年投资规模情况
三、2018年投资增速情况
四、2018年分行业投资分析
五、2018年分地区投资分析
六、2018年外商投资情况
第二节 2018年高跟鞋行业投资情况分析
一、2018年总体投资及结构
二、2018年投资规模情况
三、2018年投资增速情况
四、2018年细分行业投资分析
五、2018年各地区投资分析
六、2018年年外商投资情况
第十四章 高跟鞋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第一节 经济发展环境分析
一、2013-2018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二、2013-2018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三、2018-2025年投资趋势及其影响预测
第二节 政策法规环境分析
一、2018年高跟鞋行业政策环境
二、2018年国内宏观政策对其影响
三、2018年行业产业政策对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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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社会发展环境分析
一、国内社会环境发展现状
二、2018年社会环境发展分析
三、2013-2018年社会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第十五章 高跟鞋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
第一节 行业活力系数比较及分析
第二节 行业投资收益率比较及分析
第三节 高跟鞋行业投资效益分析
一、2013-2018年高跟鞋行业投资状况分析
二、2018-2025年高跟鞋行业投资趋势预测
三、2018-2025年高跟鞋行业的投资方向
四、2018-2025年高跟鞋行业投资的建议
五、新进入者应注意的障碍因素分析
第四节 影响高跟鞋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2018-2025年影响高跟鞋行业运行的有利因素分析
二、2018-2025年影响高跟鞋行业运行的稳定因素分析
三、2018-2025年影响高跟鞋行业运行的不利因素分析
四、2018-2025年我国高跟鞋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分析
五、2018-2025年我国高跟鞋行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分析
第五节 高跟鞋行业投资风险及控制策略分析
一、2018-2025年高跟鞋行业市场风险及控制策略
二、2018-2025年高跟鞋行业政策风险及控制策略
三、2018-2025年高跟鞋行业经营风险及控制策略
四、2018-2025年高跟鞋行业技术风险及控制策略
五、2018-2025年高跟鞋同业竞争风险及控制策略
六、2018-2025年高跟鞋行业其他风险及控制策略
第十六章 高跟鞋行业投资战略研究
第一节 高跟鞋行业发展战略研究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业务组合战略
四、区域战略规划
五、产业战略规划
六、营销品牌战略
七、竞争战略规划
第二节 高跟鞋营销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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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营销在高跟鞋企业未来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かかとの高い靴予測レポート（2016年）の中国市場の研究開発
二、理顺营销思路并制定符合实际的营销策略
三、制定高效率信息搜集及处理方案
四、详细分析目标市场顾客群体
五、合理的人才经营战略
六、良好的品牌塑造意识
七、打造产业链战略选择
第三节 对我国高跟鞋品牌的战略思考
一、企业品牌的重要性
二、高跟鞋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咨,询,电话,4,0,0,-6,1,2,-,８,6,6,8
三、高跟鞋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我国高跟鞋企业的品牌战略
五、高跟鞋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四节 济′研′咨询′高跟鞋行业投资战略研究
一、2018年高跟鞋行业投资战略研究
……
三、2018-2025年高跟鞋行业投资形势
四、2018-2025年高跟鞋行业投资战略
图表目录
图表 行业生命周期的判断
图表 产品生命周期特征与策略
图表 2018年高跟鞋行业经营业绩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高跟鞋行业供给情况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高跟鞋行业需求情况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高跟鞋行业平均价格走势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高跟鞋行业工业总产值情况
图表 2018年我国高跟鞋行业不同规模企业工业总产值
图表 2018年我国高跟鞋行业不同所有制工业总产值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高跟鞋行业销售收入情况
图表 2018年我国高跟鞋行业不同规模企业销售收入
图表 2018年我国高跟鞋行业不同所有制销售收入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高跟鞋行业产品成本费用情况
图表 2018年我国高跟鞋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成本总费用
图表 2018年我国高跟鞋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成本费用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高跟鞋行业利润总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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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8年我国高跟鞋行业不同规模企业利润总额
图表 2018年我国高跟鞋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利润总额
图表 2018年高跟鞋行业进口结构情况
图表 2018年高跟鞋行业进口区域情况
图表 2018年高跟鞋行业出口结构情况
图表 2018年高跟鞋行业出口区域情况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高跟鞋行业发展规模情况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高跟鞋行业需求规模情况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高跟鞋行业市场规模情况
图表 2018年我国高跟鞋行业十大品牌排名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高跟鞋行业产量统计
……
图表 2018年我国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偏好调查
图表 2018年我国不同年龄消费者对高跟鞋偏好调查
图表 2018年我国不同地区消费者对高跟鞋偏好调查
图表 2018年顾客购买高跟鞋所重视的因素
图表 2018年影响顾客购买高跟鞋的因素
图表 2018年消费者经常购买的高跟鞋品牌调查
图表 2018年高跟鞋品牌忠诚度调查
图表 2018年高跟鞋品牌市场占有率调查
图表 2018年顾客购买高跟鞋价格敏感程度
图表 2018年高跟鞋行业市场集中度
图表 2018年高跟鞋行业企业集中度
图表 2018年高跟鞋行业区域集中度
图表 2018年我国高跟鞋行业重点企业资产总计对比
……
图表 2018年我国高跟鞋行业重点企业营业收入对比
图表 2018年我国高跟鞋行业重点企业出口交货值对比
图表 2018年我国高跟鞋行业重点企业利润总额对比
……
图表 2018年高跟鞋市场集中度
图表 2013-2018年达芙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图表 2013-2018年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图表 2013-2018年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能力
图表 2013-2018年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
图表 2013-2018年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营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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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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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3-2018年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资本结构
图表 2013-2018年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
图表 2013-2018年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图表 2013-2018年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能力
图表 2013-2018年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
图表 2013-2018年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营运能力
图表 2013-2018年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偿债能力
图表 2013-2018年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资本结构
……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高跟鞋价格走势
图表 2018-2025年我国高跟鞋产品销量预测
图表 2018-2025年我国高跟鞋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图表 2018-2025年我国高跟鞋行业总产值预测
图表 2018-2025年我国高跟鞋行业销售收入预测
图表 2018-2025年我国高跟鞋行业总资产预测
图表 2018-2025年我国高跟鞋行业供给预测
图表 2018-2025年我国高跟鞋行业产量预测
图表 2018-2025年我国高跟鞋行业需求预测
图表 2018-2025年我国高跟鞋行业供需平衡预测
图表 2018-2025年我国高跟鞋行业平均价格走势
图表 2018-2025年我国高跟鞋行业进口总量预测
……
图表 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
图表 2018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速度
图表 2018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速
图表 2018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到位资金同比增速
图表 2018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
图表 2018年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增速
图表 2018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及销售额增速
图表 2018年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到位资金增速
图表 201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月同比增长速度
图表 2018年人口数及其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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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3-2018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图表 2013-2018年普通本专科、中等职业教育及普通高中招生人数
图表 2018年专利申请受理、授权和有效专利情况
图表 2013-2018年卫生技术人员人数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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