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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制鞋企业的实力依旧十分强大。中国制鞋业经过近**年的发展，凭藉优质的投资环境以及劳
动力资源的优势，已经建立起完善的上下游产业链，形成各种鞋类生产的产业集群，建立完善的鞋业成
品和鞋材市场以及鞋类的研发中心和资讯中心等。在全球制鞋业向亚洲转移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制鞋工
业发展迅猛。中国各类鞋产量超过120亿双，占全球60%以上，其中出口99.3亿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
上重要的鞋产品制造基地。伴随着中国制鞋业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阿迪达斯、耐克、锐步、彪马、美
津浓、茵宝、纽巴伦等世界顶级品牌均落户中国，阿迪达斯在华签约工厂40多个，耐克签约工厂达
120多个，美津浓运动鞋产量的90%也来自中国。运动鞋作为时尚界新宠已进入混搭时代，甚至有明星
潮人穿西装搭配运动鞋，卷起一股sport style，运动鞋或成今年体育运动品牌新增长点。随着篮球等体
育项目的风靡，年轻消费者的购买力正在上升，预计体育用品的销量也将攀升。中国的运动鞋市场**年
可望达到1200亿元，而品牌运动鞋市场可能会在**年前达到近3000亿元。
2018-2025年中国运动鞋市场深度调查研究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以出口为主的制鞋产业，面对国际市
场的萎缩，又加之来自主要市场国的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措施，中国制鞋业的下行压力较大，规模企业出
现的同时，一批小企业倒闭。虽然中国制鞋业如今也面临着国内政策因素和劳动力成本上涨影响以及来
自印度、巴西、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在中低档鞋类方面的竞争，在高档鞋方面又有意大利、西班牙
、葡萄牙等国家的竞争，但中国制鞋业的综合竞争优势仍然是其它国家难以匹比的。
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5年中国运动鞋市场深度调查研究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认为，运动
鞋的发展会随着人们生活空间和活动范围不断扩展，新兴运动项目不断兴起，加之旅游业成为生活的时
尚，运动鞋种类越来越多，款式不断翻新，呈现出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趋势；其次专业运动要求运动
水平不断提高，运动鞋一方面向着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向着更为大众化、时尚化的方向
发展，即从注重其运动功能向着服饰中装饰物品的审美等多方向发展。**，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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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性运动鞋正在为人们所接受。**，休闲运动鞋在大众运动中十分青睐，其将融合了皮鞋与运动鞋
的优点，二者的界限逐渐淡化。由于运动鞋所特有的功能性、保护性、舒适性、时尚性，尤其是越来越
多的青少年消费运动鞋已成为一种时尚。
《2018-2025年中国运动鞋市场深度调查研究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对运动鞋市场的分析由大入小
，从宏观到微观，以数据为基础，深入的分析了运动鞋行业在市场中的定位、运动鞋行业发展现状、运
动鞋市场动态、运动鞋重点企业经营状况、运动鞋相关政策以及运动鞋产业链影响等。
《2018-2025年中国运动鞋市场深度调查研究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还向投资人全面的呈现了各大
运动鞋公司和运动鞋行业相关项目现状、运动鞋未来发展潜力，运动鞋投资进入机会、运动鞋风险控制
、以及应对风险对策等。
第一章 运动鞋行业定义及外部影响因素分析
1.1 运动鞋行业界定和分类
在线阅读
：http://www.360Baogao.com/List_FuZhuangFangZhiBaoGao/A7/YunDongXieDeXianZhuang
HeFaZhanQuShi.html
1.1.1 行业界定
1.1.2 行业分类
（1）按行业生命周期分类
（2）按对经济周期的反应分类
1.2 运动鞋行业产业链分析
1.2.1 行业产业链结构及价值环节
（1）行业产业链结构
（2）行业产业链价值环节
1.2.2 行业上游供应分析
（1）帮面材料
（2）大底材料
（3）制鞋辅料
1.2.3 行业下游需求分析
（1）人口总量及结构
（2）城镇居民消费支出
（3）居民消费行为特征分析
1.3 运动鞋行业外部影响因素分析
1.3.1 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1）行业主管部门与监管体制
（2）行业相关政策动向
（3）行业发展规划
1.3.2 国内外宏观经济走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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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外宏观经济走势分析
（2）国内宏观经济走势分析
1.3.3 行业贸易环境分析
（1）行业贸易环境发展现状
（2）行业贸易环境发展趋势
1.3.4 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1）新《劳动合同法》对行业发展的影响
（2）行业发展面临的产业升级与转移问题
1.3.5 行业消费环境分析
（1）运动鞋消费特征分析
（2）运动鞋消费趋势分析
1.3.6 行业产品技术环境分析
（1）主要技术研究成果
（2）国际知名品牌技术现
（3）国内技术研究动态
（4）行业技术趋势
1.4 报告研究单位与研究方法
1.4.1 研究单位介绍
1.4.2 研究方法概述
第二章 运动鞋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预测
2.1 运动鞋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2.1.1 运动鞋行业发展总体概况
2.1.2 运动鞋行业发展主要特点
2.1.3 运动鞋行业规模及财务指标分析
（1）运动鞋行业规模分析
（2）运动鞋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3）运动鞋行业运营能力分析
（4）运动鞋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5）运动鞋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2.2 运动鞋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2.2.1 运动鞋行业主要经济效益影响因素
2.2.2 运动鞋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2.2.3 不同规模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比重变化情况分析
2.2.4 不同性质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比重变化情况分析
2.2.5 不同地区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2.3 运动鞋行业供需平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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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全国运动鞋行业供给情况分析
（1）全国运动鞋行业总产值分析
（2）全国运动鞋行业产成品分析
2.3.2 全国运动鞋行业需求情况分析
（1）全国运动鞋行业销售产值分析
（2）全国运动鞋行业销售收入分析
2.3.3 全国运动鞋行业产销率分析
2.4 运动鞋行业进出口市场分析
2.4.1 运动鞋行业进出口状况综述
2.4.2 运动鞋行业出口市场分析
（1）行业出口整体情况
（2）行业出口产品结构分析
（3）行业内外销比例分析
2.4.3 运动鞋行业进口市场分析
（1）行业进口整体情况
（2）行业进口产品结构
（3）国内市场内外供应比例分析
2.4.4 运动鞋行业进出口前景及建议
（1）运动鞋行业出口前景及建议
（2）运动鞋行业进口前景及建议
1）2018-2025年中国运动鞋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2.4.5 运动鞋行业发展的驱动因素分析
2.4.6 运动鞋行业发展的障碍因素分析
2.4.7 运动鞋行业发展趋势
（1）2018-2025年运动鞋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1）行业规模预测
2）行业经营情况预测
3）行业进出口情况预测
第三章 运动鞋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及集中度分析
3.1 运动鞋行业竞争结构波特五力模型分析
3.1.1 现有竞争者之间的竞争
3.1.2 关键要素的供应商议价能力分析
3.1.3 消费者议价能力分析
3.1.4 行业潜在进入者分析
3.1.5 替代品风险分析
3.2 运动鞋行业国际竞争格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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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国际运动鞋市场发展状况
3.2.2 国际运动鞋制造商竞争状况分析
3.2.3 国际运动鞋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3.2.4 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布局及销售分析
（1）美国耐克（NIKE）公司
（2）德国阿迪达斯（ADIDAS）公司
（3）英国锐步（REEBOK）公司
（4）德国彪马（PUMA）集团
（5）美国匡威（Converse）公司
3.2.5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竞争策略分析
3.3 运动鞋行业国内竞争格局分析
3.3.1 国内运动鞋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3.3.2 国内运动鞋行业竞争现状分析
（1）品牌竞争分析
（2）广告竞争分析
（3）渠道竞争分析
（4）营销竞争分析
3.3.3 国内运动鞋行业竞争格局及一线品牌分析
3.4 运动鞋行业集中度分析
3.4.1 行业销售收入集中度分析
3.4.2 行业利润集中度分析
3.4.3 行业工业总产值集中度分析
第四章 运动鞋行业细分市场潜力分析
4.1 运动鞋行业产品定义及分类
4.1.1 运动鞋行业产品定义
4.1.2 运动鞋行业产品分类
4.2 按产品分类运动鞋行业细分市场潜力分析
4.2.1 篮球鞋市场潜力分析
（1）篮球鞋市场发展现状
（2）篮球鞋市场容量预测
（3）篮球鞋市场潜力分析
4.2.2 网球鞋市场潜力分析
（1）网球鞋市场发展现状
（2）网球鞋市场容量预测
（3）网球鞋市场潜力分析
4.2.3 足球鞋市场潜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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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足球鞋市场发展现状
（2）足球鞋市场容量预测
（3）足球鞋市场潜力分析
4.2.4 慢跑鞋市场潜力分析
（1）慢跑鞋市场发展现状
（2）慢跑鞋市场容量预测
（3）慢跑鞋市场潜力分析
4.2.5 帆布鞋市场潜力分析
（1）帆布鞋市场发展现状
（2）帆布鞋市场容量预测
（3）帆布鞋市场潜力分析
4.2.6 休闲运动鞋市场潜力分析
（1）休闲运动鞋市场发展现状
（2）休闲运动鞋市场容量预测
（3）休闲运动鞋市场潜力分析
4.3 按地理区域分类运动鞋行业细分市场潜力分析
4.3.1 一线城市运动鞋市场潜力分析
（1）一线城市运动鞋市场发展现状
（2）一线城市运动鞋市场容量预测
（3）一线城市运动鞋市场潜力分析
4.3.2 二、三线城市运动鞋市场潜力分析
（1）二、三线城市运动鞋市场发展现状
（2）二、三线城市运动鞋市场容量预测
（3）二、三线城市运动鞋市场潜力分析
第五章 运动鞋行业销售渠道及营销策略分析
5.1 运动鞋行业销售渠道分析
5.1.1 运动鞋行业销售模式
5.1.2 运动鞋行业销售渠道
（1）大型商场及百货公司
（2）普通商场及鞋服店
（3）专卖店及旗舰店
（4）仓储商超及连锁店
（5）批发市场
（6）网上销售
5.1.3 运动鞋行业终端销售趋势
5.2 运动鞋行业营销策略分析

运动鞋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7-

2018-2025年中国运动鞋市场深度调查研究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5.2.1 运动鞋营销策略分析
（1）产品策略
（2）价格策略
（3）渠道策略
（4）促销策略
5.2.2 运动鞋品牌营销策略分析
（1）品牌塑造策略
（2）运动明星策略
（3）体育赞助策略
第六章 运动鞋行业重点区域市场发展情况分析
6.1 行业总体区域结构特征分析
6.1.1 行业区域结构总体特征
6.1.2 行业区域集中度分析
6.1.3 行业区域分布特点分析
6.1.4 行业规模指标区域分布分析
6.1.5 行业效益指标区域分布分析
6.1.6 行业企业数的区域分布分析
6.2 珠三角地区运动鞋行业重点省市发展分析
6.2.1 广东省运动鞋行业总体发展分析
（1）广东省运动鞋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2）广东省运动鞋行业规模分析
（3）广东省运动鞋行业品牌建设情况
（4）广东省运动鞋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6.2.2 东莞市运动鞋行业发展分析
（1）东莞市运动鞋产业集聚情况分析
（2）东莞市运动鞋企业渠道竞争分析
（3）东莞市运动鞋行业营销策略分析
（4）东莞市运动鞋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6.3 长三角地区运动鞋行业重点省市发展分析
6.3.1 浙江省运动鞋行业总体发展分析
（1）浙江省运动鞋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2）浙江省运动鞋行业规模分析
（3）浙江省运动鞋行业品牌建设情况
（4）浙江省运动鞋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6.3.2 温州市运动鞋行业发展分析
（1）温州市运动鞋产业集聚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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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温州市运动鞋企业渠道竞争分析
（3）温州市运动鞋行业营销策略分析
（4）温州市运动鞋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6.4 闽南地区运动鞋行业重点省市发展分析
6.4.1 福建省运动鞋行业总体发展分析
（1）福建省运动鞋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2）福建省运动鞋行业规模分析
（3）福建省运动鞋行业品牌建设情况
（4）福建省运动鞋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2015-2020 nián zhōngguó yùndòng xié shìchǎng shēndù tiáo chá
yánjiū yǔ fāzhǎn qūshì fēnxī bàogào
6.4.2 晋江市运动鞋行业发展分析
（1）晋江市运动鞋上市情况分析
（2）晋江市运动鞋企业渠道竞争分析
（3）晋江市运动鞋产业创新情况分析
（4）晋江市运动鞋产业营销策略分析
（5）晋江市运动鞋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6.4.3 泉州市运动鞋行业发展分析
（1）泉州市运动鞋产业集聚情况分析
（2）泉州市运动鞋企业渠道竞争分析
（3）泉州市运动鞋产业营销策略分析
（4）泉州市运动鞋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6.5 西部地区运动鞋行业重点省市发展分析
6.5.1 四川省运动鞋行业总体发展分析
（1）四川省运动鞋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2）四川省运动鞋行业规模分析
（3）四川省运动鞋行业品牌建设情况
（4）四川省运动鞋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6.5.2 成都市运动鞋行业发展分析
（1）成都市运动鞋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2）成都市运动鞋产业集聚情况分析
（3）成都市运动鞋产业营销策略分析
（4）成都市运动鞋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七章 运动鞋行业领先制造商生产经营分析
7.1 运动鞋行业制造商排名分析
7.1.1 运动鞋行业制造商工业总产值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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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运动鞋行业制造商销售收入排名
7.1.3 运动鞋行业制造商利润总额排名
7.2 运动鞋行业领先制造商生产经营分析
7.2.1 李宁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8）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9）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10）企业经营状况SWOT分析
（11）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12）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2015 - Chinese athletic footwear market depth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rend
Analysis Report 2020
7.2.2 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8）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9）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10）企业经营状况SWOT分析
（11）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12）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3 中国动向（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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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8）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9）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10）企业经营状况SWOT分析
（11）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12）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4 特步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8）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9）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10）企业经营状况SWOT分析
（11）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12）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5 匹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8）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9）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10）企业经营状况SWOT分析
（11）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12）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6 度国际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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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8）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9）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10）企业经营状况SWOT分析
（11）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12）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7 鸿星尔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8）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9）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10）企业经营状况SWOT分析
（11）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12）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8 美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8）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9）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10）企业经营状况SWOT分析
（11）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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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9 飞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8）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9）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10）企业经营状况SWOT分析
（11）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12）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10 青岛双星名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2015-2020年中國運動鞋市場深度調查研究與發展趨勢分析報告
（4）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7）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11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7）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12 福建乔丹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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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7）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13 德尔惠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7）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14 福建喜得龙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7）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15 广州康威集团体育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7）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16 福建金莱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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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7）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17 清远市广硕鞋业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7）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18 中山市宝元制造厂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7）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19 广州荣诚鞋业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7）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20 青岛昌新鞋业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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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4）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7）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_订′购热′线:′０′1′0′-′6′6′1′8′2′0′99
第八章 济,研,咨,询,运动鞋行业投资分析及预测
8.1 运动鞋行业及细分市场吸引力评价
8.1.1 运动鞋行业吸引力评价
8.1.2 运动鞋行业细分市场吸引力评价
8.2 运动鞋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8.2.1 运动鞋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8.2.2 运动鞋行业盈利模式分析
8.2.3 运动鞋行业盈利因素分析
8.3 运动鞋行业投资兼并分析
8.3.1 运动鞋行业投资兼并动态分析
8.3.2 运动鞋行业投资兼并趋势分析
8.4 运动鞋行业投资机会与投资风险分析
8.4.1 运动鞋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8.4.2 运动鞋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8.5 运动鞋行业投资建议
8.5.1 运动鞋行业投资价值
8.5.2 运动鞋行业可投资方向
8.5.3 运动鞋行业投资方式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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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7：2013-2017年中国运动鞋行业区域市场情况（单位：家，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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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9：2013-2017年中国运动鞋行业各区域销售收入情况（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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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6：2013-2017年运动鞋行业效益状况地区分布（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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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3：2013-2017年李宁有限公司运营能力分析（单位：次）
图表 64：2013-2017年李宁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分析（单位：%，倍）
图表 65：2013-2017年李宁有限公司发展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66：李宁有限公司SWOT分析
图表 67：2013-2017年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分析（单位：万元）
图表 68：2013-2017年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盈利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69：2013-2017年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运营能力分析（单位：次）
图表 70：2013-2017年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分析（单位：%，倍）
图表 71：2013-2017年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发展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72：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SWOT分析
图表 73：2013-2017年中国动向（集团）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分析（单位：万元）
图表 74：2013-2017年中国动向（集团）有限公司盈利能力分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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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3：2013-2017年特步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发展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84：特步国际控股有限公司SWOT分析
图表 85：2013-2017年匹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分析（单位：万元）
图表 86：2013-2017年匹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盈利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87：2013-2017年匹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运营能力分析（单位：次）
图表 88：2013-2017年匹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分析（单位：%，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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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4：2013-2017年三六一度国际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分析（单位：%，倍）
图表 95：2013-2017年三六一度国际有限公司发展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96：三六一度国际有限公司SWOT分析
图表 97：2013-2017年鸿星尔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分析（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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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5：2013-2017年美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运营能力分析（单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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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7：2013-2017年美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发展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108：美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SWO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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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0：2013-2017年飞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盈利能力分析（单位：%）
图表 111：2013-2017年飞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运营能力分析（单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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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7：福建乔丹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优劣势分析
图表 118：德尔惠股份有限公司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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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9：福建喜得龙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优劣势分析
图表 120：广州康威集团体育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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