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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每年有1600万左右的孕妇，0-6岁的婴幼儿人口约有1亿，从消费者年龄跨度来看，孕婴童营
养品市场是婴童行业消费群体最多的领域之一，超过了奶粉和纸尿裤等快消品，市场规模巨大，因此
，营养品已成为母婴渠道极为重视的产品。
据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中国婴幼儿保健品行业调查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5年）显
示，我国每年有1600万左右的孕妇，0-6岁的婴幼儿人口约有1亿，从消费者年龄跨度来看，孕婴童营
养品市场是婴童行业消费群体最多的领域之一，超过了奶粉和纸尿裤等快消品，市场规模巨大，因此
，营养品已成为母婴渠道极为重视的产品。
**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虽然比上年减少63万，出生率为12.43‰，出生率降低0.52个千
分点。
**-**年中国人口出生率走势
**年全年放开二胎，我国新生儿人数陡升，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同比增加131万人。**年出生
人口人口有所减少，共计1723万人，比**年减少63万人。出现这种状况，很大原因是，一孩出生数量下
降，二孩出生数量增加。**年二孩出生人数883万人，比**年增加162万，二孩出生人数占比高达
51.2%。
China Infant Health Care Products Industry Survey Analysis and Market Forecast Report
(2018-2025)
**-**年中国一孩、二孩出生人数比较
放眼中国市场，截至**对于整个婴童行业最为利好的消息无疑是政府对“二胎”政策的推行。加上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父母对孩子营养的重视，以及二三线城市和农村消费能力的增长。随着消费水平的
增长，未来国内婴幼儿营养品需求将主要侧重于高科技、高质量的特点要求。可以预测的是，在接下来
的几年，中国婴幼儿营养品市场扩容空间巨大。
《中国婴幼儿保健品行业调查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5年）》通过婴幼儿保健品项目

-2-

婴幼儿保健品市场调研分析报告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中国婴幼儿保健品行业调查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5年）

研究团队多年对婴幼儿保健品行业的监测调研，结合中国婴幼儿保健品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趋势，依托
国家权威数据资源和一手的调研资料数据，对婴幼儿保健品行业现状及趋势进行全面、细致的调研分析
，采用定量及定性的科学研究方法撰写而成。
《中国婴幼儿保健品行业调查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5年）》可以帮助投资者准确把
握婴幼儿保健品行业的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为投资者进行投资作出婴幼儿保健品行业前景预判，挖掘
婴幼儿保健品行业投资价值，同时提出婴幼儿保健品行业投资策略、营销策略等方面的建议。
第一部分 婴幼儿保健品所属行业现状概况
第一章 2013-2018年中国婴幼儿保健品所属行业现状
第一节 中国婴幼儿保健品行业定义
第二节 中国婴幼儿保健品市场规模
我国婴童食品行业起步较晚，加上行业中许多不规范行为的存在，导致消费者扎堆加入了“海
淘”的队伍，强大的市场需求为国外品牌的进驻提供了发展契机，在众多优秀的外来品牌中，邦煜生物
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率先引入美国nickelodeon旗下品牌—Sponge Bob海绵宝宝系列婴童保健食品
，该系列食品在国内市场的品牌优势尤为凸显。
而随着以80后父母为主导的高素质婴童消费群体的出现，加上互联网时代的冲击，大家在选购
婴童产品时不是盲目地追求高价格，高知名度。影响他们消费观念主要是以品牌文化及消费者口碑等因
素，而国外品牌的高品质及口碑在他们中间几乎是一呼百应，像美国原装进口的海绵宝宝系列产品在本
土市场强大的影响力就是最好的证明，而本土品牌就很难出现这种连锁反应，由此可见，我国婴童食品
行业要想重揽大局还需要一定的提升及发展空间。
2013-2018年中国孕婴童产品市场规模走势
第三节 中国婴幼儿保健品行业产能
第四节 中国婴幼儿保健品业集中度
第五节 中国婴幼儿保健品市场供需
第二章 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所属行业经济运行
第一节 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二节 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三节 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四节 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行业资产及变化趋势
第五节 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行业负债及变化趋势
第六节 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行业销售及变化趋势
一、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行业销售收入及变化趋势
二、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行业销售成本及变化趋势
第七节 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行业营运能力及变化趋势
一、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行业营收账款周期率及变化趋势
二、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行业总资产周期率及变化趋势
第八节 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行业企业数量及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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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婴幼儿保健品所属行业生产与市场分析
第一节 2013-2018年中国婴幼儿保健品生产情况
第二节 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细分产品市场分析
第四章 中国婴幼儿保健品所属行业消费市场分析
第一节 2018-2025年婴幼儿保健品消费者特征分析
一、人口结构分析
二、职业结构分析
三、收入结构分析
第二节 2018-2025年婴幼儿保健品消费者对养生保健品选择的调查
一、消费者对保健品种类的选择率调查
二、消费者对保健品品牌选择的调查
三、消费者对保健品消费满意度调查
第三节 2018-2025年婴幼儿保健品行业影响消费者选购因素分析
一、价格因素
二、质量因素
三、品牌的影响
中国の幼児ヘルスケア製品業界調査分析および市場予測レポート（2018-2025）
四、广告的影响程度
第四节 2018-2025年婴幼儿保健品市场消费者费渠道分析
一、连锁药店、社区药店
二、普通商场、超市
三、批发市场
四、其他渠道
第二部分 婴幼儿保健品所属行业区域市场分析
第五章 2013-2018年华北地区婴幼儿保健品行业经营情况 订 阅 电话 010 - 6 ６ 1 81 099
第一节 2013-2018年华北地区婴幼儿保健品行业经营能力及变化趋势
一、2013-2018年华北地区婴幼儿保健品行业规模及变化趋势
二、2013-2018年华北地区婴幼儿保健品行业成长性及变化趋势
三、2013-2018年华北地区婴幼儿保健品行业经营能力及变化趋势
四、2013-2018年华北地区婴幼儿保健品行业盈利能力及变化趋势
五、2013-2018年华北地区婴幼儿保健品行业偿债能力及变化趋势
第二节 2013-2018年华北地区婴幼儿保健品行业生产能力及变化趋势
第三节 2013-2018年华北地区婴幼儿保健品行业发展趋势
第六章 2013-2018年华东地区婴幼儿保健品所属行业经营情况
第一节 2013-2018年华东地区婴幼儿保健品行业经营能力及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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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3-2018年华东地区婴幼儿保健品行业规模及变化趋势
二、2013-2018年华东地区婴幼儿保健品成长性及变化趋势
三、2013-2018年华东地区婴幼儿保健品经营能力及变化趋势
四、2013-2018年华东地区婴幼儿保健品盈利能力及变化趋势
五、2013-2018年华东地区婴幼儿保健品偿债能力及变化趋势
第二节 2013-2018年华东地区婴幼儿保健品行业生产能力及变化趋势
第三节 2013-2018年华东地区婴幼儿保健品行业发展趋势
第七章 2013-2018年华南地区婴幼儿保健品所属行业经营情况
第一节 2013-2018年华南地区婴幼儿保健品行业经营能力及变化趋势
一、2013-2018年华南地区婴幼儿保健品行业规模及变化趋势
二、2013-2018年华南地区婴幼儿保健品行业成长性及变化趋势
三、2013-2018年华南地区婴幼儿保健品行业经营能力及变化趋势
四、2013-2018年华南地区婴幼儿保健品行业盈利能力及变化趋势
五、2013-2018年华南地区婴幼儿保健品行业偿债能力及变化趋势
第二节 2013-2018年华南地区婴幼儿保健品行业渠道销售分析
第三节 2013-2018年华南地区婴幼儿保健品行业发展趋势
第八章 2013-2018年西部地区婴幼儿保健品所属行业经营情况
第一节 2013-2018年西部地区婴幼儿保健品行业经营能力及变化趋势
zhōngguó yīng yòu'ér bǎojiàn pǐn hángyè diàochá fēnxī jí shìchǎng
qiánjǐng yùcè bàogào (2018-2025 nián)
一、2013-2018年西部地区婴幼儿保健品行业规模及变化趋势
二、2013-2018年西部地区婴幼儿保健品行业成长性及变化趋势
三、2013-2018年西部地区婴幼儿保健品行业经营能力及变化趋势
四、2013-2018年西部地区婴幼儿保健品行业盈利能力及变化趋势
五、2013-2018年西部地区婴幼儿保健品行业偿债能力及变化趋势
第二节 2013-2018年西部地区婴幼儿保健品行业对外贸易及变化趋势
第三部分 婴幼儿保健品所属行业对外贸易分析
第九章 中国婴幼儿保健品进口贸易
第一节 中国婴幼儿保健品所属行业进口量分析
一、2013-2018年中国婴幼儿保健品进口结构及变化
二、2013-2018年中国婴幼儿保健品进口量及变化
第二节 中国婴幼儿保健品进口额分析
一、2013-2018年中国婴幼儿保健品进口额及变化
二、2013-2018年中国婴幼儿保健品进口分析
第十章 中国婴幼儿保健品所属行业出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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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婴幼儿保健品出口量分析
一、2013-2018年中国婴幼儿保健品出口结构及变化
二、2013-2018年中国婴幼儿保健品出口量及变化
第二节 中国婴幼儿保健品出口额分析
一、2013-2018年中国婴幼儿保健品出口额及变化
二、2013-2018年中国婴幼儿保健品主要海外市场分布
第四部分 婴幼儿保健品所属行业竞争分析
第十一章 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行业竞争分析
第一节 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第二节 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企业竞争策略
第三节 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优势企业分析
第十二章 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行业原材料和关联产业分析
第一节 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行业原材料供应分析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0/08/YingYouErBaoJianPinDeFaZhanQuShi.html
第二节 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行业关联产业分析
第五部分 婴幼儿保健品行业投资分析
第十三章 中国婴幼儿保健品发展和行业特点
第一节 中国婴幼儿保健品发展问题与对策
第二节 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行业特点
第十四章 2018-2025年婴幼儿保健品行业发展规划分析
第一节 婴幼儿保健品行业发展机会分析
第二节 婴幼儿保健品行业发展机遇分析
第十五章 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行业投资分析
第一节 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行业投资及进入壁垒
第二节 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行业投资经济环境
第三节 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行业投资政策环境
第四节 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行业投资技术环境
第六部分 婴幼儿保健品行业趋势分析
第十六章 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国际市场环境
第一节 国际婴幼儿保健品市场规模
第二节 国际婴幼儿保健品市场供需
第三节 国际婴幼儿保健品主要企业
第四节 国际婴幼儿保健品市场主要国家
第十七章 2018-2025年婴幼儿保健品行业发展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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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2018-2025年国际婴幼儿保健品市场预测
第二节 2018-2025年国内婴幼儿保健品市场预测
一、2018-2025年国内婴幼儿保健品行业产值预测
二、2018-2025年国内婴幼儿保健品市场需求前景
三、2018-2025年国内婴幼儿保健品行业盈利预测
第十八章 2018-2025年婴幼儿保健品行业投资战略分析
第一节 婴幼儿保健品市场投资策略分析
第二节 婴幼儿保健品细分市场投资策略分析
第十九章 中国婴幼儿保健品行业发展战略研究
第一节 市场策略分析
一、婴幼儿保健品价格策略分析
二、婴幼儿保健品渠道策略分析
第二节 销售策略分析
一、媒介选择策略分析
二、产品定位策略分析
第三节 对我国婴幼儿保健品品牌的战略思考
一、企业品牌的重要性分析
二、婴幼儿保健品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三、婴幼儿保健品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四节 (济′研′咨′询)婴幼儿保健品企业经营管理策略
一、成本控制策略
二、营销策略
图表目录
图表 中国婴幼儿保健品市场规模分析及增长速度（单位：千克）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婴幼儿保健品市场规模增长情况
图表 我国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规模
图表 中国婴幼儿保健品业市场区域集中度
图表 中国婴幼儿保健品市场集中度情况
图表 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区域消费规模集中度
图表 2018年全球各地区婴幼儿食品公司的cr5集中度
图表 中国婴幼儿保健品市场需求量及其增长分析
图表 中国婴幼儿保健品市场需求地域结构分析
图表 中国婴幼儿保健品市场产量及其增长分析（单位：千克）
图表 中国婴幼儿保健品市场生产区域结构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婴幼儿保健品行业流动比率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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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行业利率及增长率
图表 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行业总资产增长率
中國嬰幼兒保健品行業調查分析及市場前景預測報告（2018-2025年）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婴幼儿保健品行业总资产利润率
图表 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行业资产负债比率
图表 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行业销售收入率
图表 2013-2018年婴幼儿保健品行业成本费用售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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