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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5年全球与中国家用除湿机行业发展现状调研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针对当前家用除湿
机行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威胁，提出家用除湿机行业发展投资及战略建议。
《2019-2025年全球与中国家用除湿机行业发展现状调研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以严谨的内容、翔
实的分析、权威的数据、直观的图表等，帮助家用除湿机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正确制定企
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
《2019-2025年全球与中国家用除湿机行业发展现状调研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是家用除湿机业内
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家用除湿机行业发展趋势，洞悉家用除湿机行业竞争格局、规
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一章 行业概述及全球与中国市场发展现状
1.1 家用除湿机行业简介
1.1.1 家用除湿机行业界定及分类
1.1.2 家用除湿机行业特征
1.2 家用除湿机产品主要分类
1.2.1 不同种类家用除湿机价格走势（2019-2025年）
1.2.2 冷却除湿机
1.2.3 转轮除湿机
1.2.4 其他除湿机
1.3 家用除湿机主要应用领域分析
1.3.1 家用
1.3.2 其他
1.4 全球与中国市场发展现状对比
1.4.1 全球市场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2019-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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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中国生产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2019-2025年）
1.5 全球家用除湿机供需现状及预测（2019-2025年）
1.5.1 全球家用除湿机产能、产量、产能利用率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1.5.2 全球家用除湿机产量、表观消费量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1.5.3 全球家用除湿机产量、市场需求量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1.6 中国家用除湿机供需现状及预测（2019-2025年）
1.6.1 中国家用除湿机产能、产量、产能利用率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1.6.2 中国家用除湿机产量、表观消费量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1.6.3 中国家用除湿机产量、市场需求量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1.7 家用除湿机中国及欧美日等行业政策分析
第二章 全球与中国主要厂商家用除湿机产量、产值及竞争分析
2.1 全球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量、产值及市场份额
2.1.1 全球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量列表
2.1.2 全球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值列表
2.1.3 全球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品价格列表
2.2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量、产值及市场份额
2.2.1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量列表
2.2.2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值列表
2.3 家用除湿机厂商产地分布及商业化日期
2.4 家用除湿机行业集中度、竞争程度分析
2.4.1 家用除湿机行业集中度分析
2.4.2 家用除湿机行业竞争程度分析
2.5 家用除湿机全球领先企业SWOT分析
2.6 家用除湿机中国企业SWOT分析
第三章 从生产角度分析全球主要地区家用除湿机产量、产值、市场份额、增长率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3.1 全球主要地区家用除湿机产量、产值及市场份额（2019-2025年）
3.1.1 全球主要地区家用除湿机产量及市场份额（2019-2025年）
3.1.2 全球主要地区家用除湿机产值及市场份额（2019-2025年）
3.2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产量、产值及增长率
3.3 美国市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产量、产值及增长率
3.4 欧洲市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产量、产值及增长率
3.5 日本市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产量、产值及增长率
3.6 东南亚市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产量、产值及增长率
3.7 印度市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产量、产值及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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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从消费角度分析全球主要地区家用除湿机消费量、市场份额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4.1 全球主要地区家用除湿机消费量、市场份额及发展预测（2019-2025年）
4.2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消费量、增长率及发展预测
4.3 美国市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消费量、增长率及发展预测
4.4 欧洲市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消费量、增长率及发展预测
4.5 日本市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消费量、增长率及发展预测
4.6 东南亚市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消费量、增长率及发展预测
4.7 印度市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消费量增长率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5/69/JiaYongChuShiJiFaZhanXianZhuangF.html
第五章 全球与中国家用除湿机主要生产商分析
5.1 重点企业（1）
5.1.1 重点企业（1）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5.1.2 重点企业（1）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5.1.2 .1 重点企业（1）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5.1.2 .2 重点企业（1）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及价格
5.1.3 重点企业（1）家用除湿机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5.1.4 重点企业（1）主营业务介绍
5.2 重点企业（2）
5.2.1 重点企业（2）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5.2.2 重点企业（2）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5.2.2 .1 重点企业（2）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2019-2025 Global and China Household Dehumidifier Industry Development Status
Survey and Market Forecast Report
5.2.2 .2 重点企业（2）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及价格
5.2.3 重点企业（2）家用除湿机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5.2.4 重点企业（2）主营业务介绍
5.3 重点企业（3）
5.3.1 重点企业（3）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5.3.2 重点企业（3）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5.3.2 .1 重点企业（3）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5.3.2 .2 重点企业（3）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及价格
5.3.3 重点企业（3）家用除湿机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5.3.4 重点企业（3）主营业务介绍
5.4 重点企业（4）
5.4.1 重点企业（4）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5.4.2 重点企业（4）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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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1 重点企业（4）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5.4.2 .2 重点企业（4）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及价格
5.4.3 重点企业（4）家用除湿机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5.4.4 重点企业（4）主营业务介绍
5.5 重点企业（5）
5.5.1 重点企业（5）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5.5.2 重点企业（5）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5.5.2 .1 重点企业（5）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5.5.2 .2 重点企业（5）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及价格
5.5.3 重点企业（5）家用除湿机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5.5.4 重点企业（5）主营业务介绍
5.6 重点企业（6）
5.6.1 重点企业（6）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5.6.2 重点企业（6）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5.6.2 .1 重点企业（6）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5.6.2 .2 重点企业（6）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及价格
5.6.3 重点企业（6）家用除湿机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5.6.4 重点企业（6）主营业务介绍
5.7 重点企业（7）
5.7.1 重点企业（7）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订′阅′热
′线:′0′10′-′6′6′１′8′2′0′9′9
5.7.2 重点企业（7）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5.7.2 .1 重点企业（7）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5.7.2 .2 重点企业（7）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及价格
5.7.3 重点企业（7）家用除湿机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5.7.4 重点企业（7）主营业务介绍
5.8 重点企业（8）
5.8.1 重点企业（8）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5.8.2 重点企业（8）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5.8.2 .1 重点企业（8）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5.8.2 .2 重点企业（8）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及价格
5.8.3 重点企业（8）家用除湿机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5.8.4 重点企业（8）主营业务介绍
5.9 重点企业（9）
5.9.1 重点企业（9）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5.9.2 重点企业（9）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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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 .1 重点企业（9）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5.9.2 .2 重点企业（9）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及价格
5.9.3 重点企业（9）家用除湿机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5.9.4 重点企业（9）主营业务介绍
5.10 重点企业（10）
5.10.1 重点企业（10）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5.10.2 重点企业（10）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5.10.2 .1 重点企业（10）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5.10.2 .2 重点企业（10）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及价格
5.10.3 重点企业（10）家用除湿机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5.10.4 重点企业（10）主营业务介绍
5.11 重点企业（11）
5.12 重点企业（12）
5.13 重点企业（13）
5.14 重点企业（14）
5.15 重点企业（15）
5.16 重点企业（16）
5.17 重点企业（17）
5.18 重点企业（18）
第六章 不同类型家用除湿机产量、价格、产值及市场份额 （2019-2025年）
6.1 全球市场不同类型家用除湿机产量、产值及市场份额
6.1.1 全球市场家用除湿机不同类型家用除湿机产量及市场份额（2019-2025年）
6.1.2 全球市场不同类型家用除湿机产值、市场份额（2019-2025年）
6.1.3 全球市场不同类型家用除湿机价格走势（2019-2025年）
6.2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分类产量、产值及市场份额
6.2.1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分类产量及市场份额及（2019-2025年）
6.2.2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分类产值、市场份额（2019-2025年）
6.2.3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分类价格走势（2019-2025年）
2019-2025世界および中国の家庭用除湿機産業の開発状況調査および市場予測レポート
第七章 家用除湿机上游原料及下游主要应用领域分析
7.1 家用除湿机产业链分析
7.2 家用除湿机产业上游供应分析
7.2.1 上游原料供给状况
7.2.2 原料供应商及联系方式
7.3 全球市场家用除湿机下游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市场份额及增长率（2019-2025年）
7.4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市场份额及增长率（2019-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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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产量、消费量、进出口分析及未来趋势（2019-2025年）
8.1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产量、消费量、进出口分析及未来趋势（2019-2025年）
8.2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进出口贸易趋势
8.3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进口来源
8.4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出口目的地
8.5 中国市场未来发展的有利因素、不利因素分析
第九章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地区分布
9.1 中国家用除湿机生产地区分布
9.2 中国家用除湿机消费地区分布
9.3 中国家用除湿机市场集中度及发展趋势
第十章 影响中国市场供需的主要因素分析
10.1 家用除湿机技术及相关行业技术发展
10.2 进出口贸易现状及趋势
10.3 下游行业需求变化因素
10.4 市场大环境影响因素
10.4.1 中国及欧美日等整体经济发展现状
10.4.2 国际贸易环境、政策等因素
第十一章 未来行业、产品及技术发展趋势
11.1 行业及市场环境发展趋势
11.2 产品及技术发展趋势
11.3 产品价格走势
11.4 未来市场消费形态、消费者偏好
第十二章 家用除湿机销售渠道分析及建议
12.1 国内市场家用除湿机销售渠道
12.1.1 当前的主要销售模式及销售渠道
12.1.2 国内市场家用除湿机未来销售模式及销售渠道的趋势
12.2 企业海外家用除湿机销售渠道
12.2.1 欧美日等地区家用除湿机销售渠道
12.2.2 欧美日等地区家用除湿机未来销售模式及销售渠道的趋势
12.3 家用除湿机销售/营销策略建议
12.3.1 家用除湿机产品市场定位及目标消费者分析
12.3.2 营销模式及销售渠道
第十三章 中.智林.研究成果及结论
图表目录
图 家用除湿机产品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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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家用除湿机产品分类
图 2018年全球不同种类家用除湿机产量市场份额
表 不同种类家用除湿机价格列表及趋势（2019-2025年）
图 冷却除湿机产品图片
图 转轮除湿机产品图片
图 其他除湿机产品图片
表 家用除湿机主要应用领域表
图 全球2018年家用除湿机不同应用领域消费量市场份额
图 全球市场家用除湿机产量（千台）及增长率（2019-2025年）
图 全球市场家用除湿机产值（万元）及增长率（2019-2025年）
图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产量（千台）、增长率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图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产值（万元）、增长率及未来发展趋势（2019-2025年）
图 全球家用除湿机产能（千台）、产量（千台）、产能利用率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表 全球家用除湿机产量（千台）、表观消费量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图 全球家用除湿机产量（千台）、市场需求量及发展趋势 （2019-2025年）
图 中国家用除湿机产能（千台）、产量（千台）、产能利用率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表 中国家用除湿机产量（千台）、表观消费量及发展趋势 （2019-2025年）
图 中国家用除湿机产量（千台）、市场需求量及发展趋势 （2019-2025年）
表 全球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量（千台）列表
表 全球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量市场份额列表
图 全球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厂商2018年产量市场份额列表
……
表 全球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值（万元）列表
表 全球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值市场份额列表
图 全球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厂商2018年产值市场份额列表
2019-2025年全球與中國家用除濕機行業發展現狀調研與市場前景預測報告
……
表 全球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品价格列表
表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量（千台）列表
表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量市场份额列表
图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厂商2018年产量市场份额列表
……
表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值（万元）列表
表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值市场份额列表
图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厂商2018年产值市场份额列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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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家用除湿机厂商产地分布及商业化日期
图 家用除湿机全球领先企业SWOT分析
表 家用除湿机中国企业SWOT分析
表 全球主要地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产量（千台）列表
图 全球主要地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产量市场份额列表
图 全球主要地区家用除湿机2016年产量市场份额
表 全球主要地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产值（万元）列表
图 全球主要地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产值市场份额列表
图 全球主要地区家用除湿机2017年产值市场份额
图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产量（千台）及增长率
图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产值（万元）及增长率
图 美国市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产量（千台）及增长率
图 美国市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产值（万元）及增长率
图 欧洲市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产量（千台）及增长率
图 欧洲市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产值（万元）及增长率
图 日本市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产量（千台）及增长率
图 日本市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产值（万元）及增长率
图 东南亚市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产量（千台）及增长率
图 东南亚市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产值（万元）及增长率
图 印度市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产量（千台）及增长率
图 印度市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产值（万元）及增长率
表 全球主要地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消费量（千台）
列表
图 全球主要地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消费量市场份额列表
图 全球主要地区家用除湿机2017年消费量市场份额
图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消费量（千台）、增长率及发展预测
……
图 欧洲市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消费量（千台）、增长率及发展预测
图 日本市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消费量（千台）、增长率及发展预测
图 东南亚市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消费量（千台）、增长率及发展预测
图 印度市场家用除湿机2019-2025年消费量（千台）、增长率及发展预测
表 重点企业（1）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重点企业（1）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1）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1）家用除湿机产能（千台）、产量（千台）、产值（万元）、价格及毛利率
（2013-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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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重点企业（1）家用除湿机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7年）
图 重点企业（1）家用除湿机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8年）
表 重点企业（2）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重点企业（2）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2）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2）家用除湿机产能（千台）、产量（千台）、产值（万元）、价格及毛利率
（2013-2018年）
图 重点企业（2）家用除湿机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7年）
图 重点企业（2）家用除湿机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8年）
表 重点企业（3）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重点企业（3）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3）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3）家用除湿机产能（千台）、产量（千台）、产值（万元）、价格及毛利率
（2013-2018年）
图 重点企业（3）家用除湿机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7年）
图 重点企业（3）家用除湿机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8年）
表 重点企业（4）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重点企业（4）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4）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4）家用除湿机产能（千台）、产量（千台）、产值（万元）、价格及毛利率
（2013-2018年）
图 重点企业（4）家用除湿机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7年）
图 重点企业（4）家用除湿机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8年）
表 重点企业（5）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重点企业（5）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5）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5）家用除湿机产能（千台）、产量（千台）、产值（万元）、价格及毛利率
（2013-2018年）
图 重点企业（5）家用除湿机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7年）
图 重点企业（5）家用除湿机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8年）
表 重点企业（6）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重点企业（6）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6）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6）家用除湿机产能（千台）、产量（千台）、产值（万元）、价格及毛利率
（2013-2018年）
图 重点企业（6）家用除湿机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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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重点企业（6）家用除湿机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8年）
表 重点企业（7）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重点企业（7）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7）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7）家用除湿机产能（千台）、产量（千台）、产值（万元）、价格及毛利率
（2013-2018年）
图 重点企业（7）家用除湿机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7年）
图 重点企业（7）家用除湿机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8年）
表 重点企业（8）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重点企业（8）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8）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8）家用除湿机产能（千台）、产量（千台）、产值（万元）、价格及毛利率
（2013-2018年）
图 重点企业（8）家用除湿机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7年）
图 重点企业（8）家用除湿机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8年）
表 重点企业（9）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重点企业（9）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9）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9）家用除湿机产能（千台）、产量（千台）、产值（万元）、价格及毛利率
（2013-2018年）
图 重点企业（9）家用除湿机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7年）
图 重点企业（9）家用除湿机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8年）
表 重点企业（10）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重点企业（10）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10）家用除湿机产品规格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10）家用除湿机产能（千台）、产量（千台）、产值（万元）、价格及毛利率
（2013-2018年）
图 重点企业（10）家用除湿机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7年）
图 重点企业（10）家用除湿机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8年）
表 重点企业（11）介绍
表 重点企业（12）介绍
表 重点企业（13）介绍
2019-2025 nián quánqiú yǔ zhōngguó jiāyòng chúshī jī hángyè fāzhǎn
xiànzhuàng diàoyán yǔ shìchǎng qiánjǐng yùcè bàogào
表 重点企业（14）介绍
表 重点企业（15）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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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重点企业（16）介绍
表 重点企业（17）介绍
表 重点企业（18）介绍
表 全球市场不同类型家用除湿机产量（千台）（2019-2025年）
表 全球市场不同类型家用除湿机产量市场份额（2019-2025年）
表 全球市场不同类型家用除湿机产值（万元）（2019-2025年）
表 全球市场不同类型家用除湿机产值市场份额（2019-2025年）
表 全球市场不同类型家用除湿机价格走势（2019-2025年）
表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分类产量（千台）（2019-2025年）
表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分类产量市场份额（2019-2025年）
表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分类产值（万元）（2019-2025年）
表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分类产值市场份额（2019-2025年）
表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分类价格走势（2019-2025年）
图 家用除湿机产业链图
表 家用除湿机上游原料供应商及联系方式列表
表 全球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千台）（2019-2025年）
表 全球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市场份额（2019-2025年）
图 2018年全球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市场份额
表 全球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增长率（2019-2025年）
表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千台）（2019-2025年）
表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市场份额（2019-2025年）
表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增长率（2019-2025年）
表 中国市场家用除湿机产量（千台）、消费量（千台）、进出口分析及未来趋势（2019-2025年）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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