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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中国鸡肉行业现状调研及发展前景分析报告（2018-2025年）显示，鸡肉
总进口量从**年起经历先跌后升的阶段，近**年总量维持在40 万~50 万吨，占国内鸡肉产量稳定在
4%~8%。鸡肉进口的主要品类依然是鸡爪和鸡翅，鸡爪进口量逐渐减少，冻鸡翼所占比重呈现上升趋
势， **年冻鸡翼占比是 **年的 2倍。
中国鸡肉行业现状调研及发展前景分析报告（2018-2025年）
《中国鸡肉行业现状调研及发展前景分析报告（2018-2025年）》主要研究分析了鸡肉行业市场运
行态势并对鸡肉行业发展趋势作出预测。报告首先介绍了鸡肉行业的相关知识及国内外发展环境，并对
鸡肉行业运行数据进行了剖析，同时对鸡肉产业链进行了梳理，进而详细分析了鸡肉市场竞争格局及鸡
肉行业标杆企业，最后对鸡肉行业发展前景作出预测，给出针对鸡肉行业发展的独家建议和策略。中国
市场报告网发布的《中国鸡肉行业现状调研及发展前景分析报告（2018-202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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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鸡肉行业现状调研及发展前景分析报告（2018-2025年）》的整个研究工作是在系统总结前
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是相关鸡肉企业、研究单位、政府等准确、全面、迅速了解鸡肉行业发展动向、
制定发展战略不可或缺的专业性报告。
第一章 鸡肉行业相关概述
第一节 鸡肉行业相关概述
一、鸡肉产品概述
二、鸡肉产品分类及用途
第二节 鸡肉行业经营模式分析
一、生产模式
二、采购模式
三、销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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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鸡肉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GDP历史变动轨迹
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析
三、城乡居民收入分析
四、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五、进出口贸易历史变动轨迹
六、2018-2025年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预测
第二节 中国鸡肉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鸡肉行业监管管理体制
二、鸡肉行业相关政策分析
三、上下游产业政策影响分析
中国の鶏産業の状況調査および開発見通し分析レポート（2018-2025）
第三节 中国鸡肉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第三章 中国鸡肉行业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中国鸡肉行业概况分析
一、鸡肉生产经营概况
二、鸡肉行业总体发展概况
2013-2018年我国进口鸡肉来源国进口数量变化
第二节 中国鸡肉行业经受压力分析
一、人民币升值对鸡肉产业的压力
二、出口退税下调对鸡肉产业的压力
三、原材料涨价对鸡肉产业的压力
四、劳动力成本上升对鸡肉产业的压力
第三节 中国鸡肉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中国鸡肉行业发展中的问题
二、解决措施
第四章 2013-2018年中国鸡肉产业运行情况分析
第一节 2013-2018年中国鸡肉行业发展状况
一、2013-2018年鸡肉行业市场供给分析
二、2013-2018年鸡肉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三、2013-2018年鸡肉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第二节 中国鸡肉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鸡肉行业市场区域分布情况
二、鸡肉行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2013-2018年中国鸡肉区域市场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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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3-2018年华东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二、2013-2018年华南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三、2013-2018年华中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四、2013-2018年华北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五、2013-2018年西北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六、2013-2018年西南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七、2013-2018年东北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订 阅电 话 01 0 - 66 1 81 0９9
第五章 鸡肉行业市场价格分析
第一节 鸡肉产品价格特征分析
第二节 影响国内市场鸡肉产品价格的因素
第三节 主流企业产品价位及价格策略
第四节 鸡肉行业未来价格变化趋势
第六章 2018年中国鸡肉行业竞争情况分析
第一节 鸡肉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一、鸡肉行业赢利性分析
二、鸡肉产品附加值的提升空间
三、鸡肉行业进入壁垒/退出机制
四、鸡肉行业周期性、季节性等特点
China chicken industry status survey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 analysis report (20182025)
第二节 鸡肉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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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鸡肉行业SWOT模型分析
第七章 中国鸡肉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分析
第一节 鸡肉行业上下游产业链概述
第二节 鸡肉上游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上游原材料市场发展现状
二、上游原材料供应情况分析
三、上游原材料价格走势分析
第三节 鸡肉下游行业需求市场分析
一、下游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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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游行业需求状况分析
三、下游行业需求前景分析
第八章 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第一节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产销规模分析
二、产品结构分析
三、产品价格分析
四、盈利能力以及利润率分析
第二节 临沂新程金锣肉制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产销规模分析
二、产品结构分析
三、产品价格分析
四、盈利能力以及利润率分析
第三节 河南汇通集团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产销规模分析
二、产品结构分析
三、产品价格分析
四、盈利能力以及利润率分析
第四节 南京雨润食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产销规模分析
二、产品结构分析
三、产品价格分析
四、盈利能力以及利润率分析
第五节 秦皇岛正大有限公司
一、企业产销规模分析
二、产品结构分析
三、产品价格分析
四、盈利能力以及利润率分析
第九章 2013-2018年中国鸡肉所属行业主要数据监测分析
zhōngguó jīròu hángyè xiànzhuàng diàoyán jí fāzhǎn qiánjǐng fēnxī bàogào
(2018-2025 nián)
第一节 2013-2018年中国鸡肉所属行业规模分析
一、工业销售产值分析
二、出口交货值分析
第二节 2018年中国鸡肉所属行业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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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鸡肉企业结构分析
二、鸡肉所属行业从业人员结构分析
第三节 2013-2018年中国鸡肉所属行业关键性财务指标分析
一、行业主要盈利能力分析
二、行业主要偿债能力分析
三、行业主要运营能力分析
第十章 鸡肉行业替代品及互补产品分析
第一节 鸡肉行业替代品分析
一、替代品种类
二、主要替代品对鸡肉行业的影响
三、替代品发展趋势分析
第二节 鸡肉行业互补产品分析
一、行业互补产品种类
二、主要互补产品对鸡肉行业的影响
三、互补产品发展趋势分析
第十一章 鸡肉产业渠道分析
第一节 2018年国内鸡肉产品的经销模式
第二节 鸡肉行业渠道格局
第三节 鸡肉行业渠道形式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0/38/JiRouFaZhanXianZhuangFenXiQianJi.html
第四节 鸡肉渠道要素对比
第五节 鸡肉行业国际化营销模式分析
第六节 2018年国内鸡肉产品生产及销售投资运作模式分析
第十二章 2018-2025年鸡肉行业发展前景预测分析
第一节 鸡肉行业投资价值分析
一、2018-2025年国内鸡肉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2018-2025年国内鸡肉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2018-2025年国内鸡肉行业运营能力分析
四、2018-2025年国内鸡肉产品投资收益率分析预测
第二节 2018-2025年国内鸡肉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国内强劲的经济增长对鸡肉行业的支撑因素分析
二、下游行业的需求对鸡肉行业的推动因素分析
三、鸡肉产品相关产业的发展对鸡肉行业的带动因素分析
第三节 2018-2025年中国鸡肉行业供需预测
一、2018-2025年中国鸡肉行业供给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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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8-2025年中国鸡肉行业需求预测
第四节 2018-2025年中国鸡肉行业运行状况预测
一、2018-2025年鸡肉行业工业总产值预测
二、2018-2025年鸡肉行业销售收入预测
第十三章 2018-2025年中国鸡肉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第一节 中国鸡肉行业存在问题分析
第二节 中国鸡肉行业上下游产业链风险分析
一、下游行业需求市场风险分析
二、关联行业风险分析
第三节 中国鸡肉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政策和体制风险分析
二、技术发展风险分析
三、原材料风险分析
四、进入/退出风险分析
五、经营管理风险分析
第十四章 2018-2025年中国鸡肉行业发展策略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 鸡肉行业发展战略规划背景意义
一、行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二、行业做大做强的需要
三、行业可持续发展需要
第二节 鸡肉行业战略规划制定依据
一、行业发展规律
二、企业资源与能力
三、可预期的战略定位
第三节 鸡肉行业战略规划策略分析
中國雞肉行業現狀調研及發展前景分析報告（2018-2025年）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区域战略规划
四、产业战略规划
五、营销品牌战略
六、竞争战略规划
第四节 鸡肉行业市场的重点客户战略实施
一、重点客户战略的必要性
二、重点客户的鉴别与确定
三、重点客户的开发与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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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点客户市场营销策略
第五节 (济′研′咨′询)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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