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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果汁饮料行业现状深度调研及十三五未来趋势研究报
告》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
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
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
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baogao.chinabaogao.com/yinliao/240846240846.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7200元    纸介版：72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7500

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电子邮箱: sale@chinabaogao.com

联 系 人: 高经理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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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果汁是以水果为原料经过物理方法如压榨、离心、萃取等得到的汁液产品，一般是指纯
果汁或100%果汁。其中，"果汁饮料"是指在果汁或浓缩果汁中加入水、糖液、酸味剂等调
制而成的清汁或浊汁制品。成品中果汁含量不低于l00g/L,如橙汁饮料、菠萝汁饮料等。含有
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品种果汁的果汁饮料称为混合果汁饮料。《饮料通则》规定，果汁饮料
的果汁（浆）含量须大于或者等于10%.也就是说凡是果汁（浆）含量低于10%,今后都不能
称为果汁饮料。而纯果汁饮品的果汁含量则必须达到100%,果味饮料的果汁含量也不能低于
5%.

近年来，复合型果汁饮料及果蔬汁饮料发展较快，市场上常见的有菠萝汁或橙汁等热带
果汁与不同蔬菜汁的复合果汁饮料。同时功能型果汁饮料如花卉饮料、富碘果汁饮料、高纤
维饮料、其他保健新材料饮料作为新型营养概念发展的也较好，将果蔬汁与牛奶有机结合的
如香蕉牛奶等果汁奶，已经在中国乳品饮料及果蔬汁饮料市场上显示出了巨大的消费需求，
预计在2015年中国果汁市场规模达到1022亿元，同比增长在5.79%.

从果汁饮料整体人均消费能力来看，中国的人均果汁消费额尚处在初级阶段。不仅与日
本99美元/人的消费额相去甚远，甚至与饮食习惯相近的台湾地区，人均果汁消费额也相差
超过26倍，未来消费潜力巨大。特别是在中高果领域，我国100%果汁的人均消费额仅0.6
美元，而排名前一位的台湾地区100%果汁人均消费额已达到3.7美元，是我国的6倍以上。
考虑到中国未来几年经济放缓，保守预计2016-2022年行业年均增长速度在6%左右，市场
规模从2015年的1032亿元增长至1386.17亿元。

《2016-2022年中国果汁饮料行业现状深度调研及十三五未来趋势研究报告》由观研天
下（Insight&Info Consulting Ltd）领衔撰写，在周密严谨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国家
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行业协会，国家信息中心，商务部等权威统计资料。
报告主要研行业市场经济特性（产能、产量、供需），投资分析（市场现状、市场结构、市
场特点等以及区域市场分析）、竞争分析（行业集中度、竞争格局、竞争对手、竞争因素等
）、产业链分析、替代品和互补品分析、行业的主导驱动因素、政策环境。为战略投资或行
业规划者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
考价值。
【报告大纲】
第一部分 果汁饮料行业发展环境
第一章 果汁饮料行业概述
第一节 果汁饮料行业定义
第二节 果汁饮料行业发展历程
第三节 果汁饮料行业分类情况
第四节 果汁饮料产业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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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014-2015年中国果汁饮料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4-2015年中国经济环境分析
一、宏观经济
二、工业形势
三、固定资产投资
第二节 2014-2015年中国果汁饮料行业发展政策环境分析
一、行业政策影响分析
二、相关行业标准分析
第三节 2014-2015年中国果汁饮料行业发展社会环境分析
一、居民消费水平分析
二、工业发展形势分析
第二部分 果汁饮料行业运行环境分析
第三章 2014-2015年中国果汁饮料行业总体发展状况
第一节 中国果汁饮料行业规模情况分析
一、行业单位规模情况分析
二、行业人员规模状况分析
三、行业资产规模状况分析
四、行业市场规模状况分析
第二节 中国果汁饮料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一、行业生产情况分析
二、行业销售情况分析
三、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第三节 中国果汁饮料行业财务能力分析
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与预测
二、行业偿债能力分析与预测
三、行业营运能力分析与预测
四、行业发展能力分析与预测
第四章 中国果汁饮料市场供需分析
第一节 果汁饮料市场现状分析及预测
一、2014-2015年我国果汁饮料行业总产值分析
二、2016-2022年我国果汁饮料行业总产值预测
第二节 果汁饮料产品产量分析及预测
一、2014-2015年我国果汁饮料产量分析
二、2016-2022年我国果汁饮料产量预测
第三节 果汁饮料市场需求分析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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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4-2015年我国果汁饮料市场需求分析
二、2016-2022年我国果汁饮料市场需求预测
第四节 果汁饮料进出口数据分析
一、我国果汁饮料进出口数据分析
1、进口分析
2、出口分析
二、2016-2022年国内果汁饮料产品进出口情况预测
1、进口预测
2、出口预测
第三部分 果汁饮料行业市场发展形势
第五章 果汁饮料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 全球果汁饮料行业发展分析
一、全球果汁饮料行业发展历程
二、全球果汁饮料行业发展现状
三、全球果汁饮料行业发展预测
第二节 中国果汁饮料行业发展分析
一、2014-2015年中国果汁饮料行业发展态势分析
二、2014-2015年中国果汁饮料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三、2014-2015年中国果汁饮料行业市场供需分析
第三节 中国果汁饮料产业特征与行业重要性
第四节 果汁饮料行业特性分析
第六章 中国果汁饮料市场规模分析
第一节 2015年中国果汁饮料市场规模分析
第二节 2015年中国果汁饮料区域市场规模分析
一、东北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1、辽宁省果汁行业市场情况分析
2、吉林省果汁行业市场情况分析
3、黑龙江省果汁行业市场情况分析
二、华北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1、北京市果汁行业市场情况分析
2、天津市果汁行业市场情况分析
3、河北省果汁行业市场情况分析
4、山西省果汁行业市场情况分析
5、内蒙古果汁行业市场情况分析
三、华东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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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市果汁行业市场情况分析
2、江苏省果汁行业市场情况分析
3、浙江省果汁行业市场情况分析
4、安徽省果汁行业市场情况分析
5、福建省果汁行业市场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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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湖南省果汁行业市场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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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云南省果汁行业市场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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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2016-2022年国内产品未来价格走势预测
第八章 果汁饮料及其主要上下游产品
第一节 果汁饮料上下游分析
一、与上下游行业之间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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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游原材料供应形势分析
三、下游行业解析
第二节 果汁饮料行业产业链分析
一、上游行业影响及风险分析
1、浓缩苹果汁供需与价格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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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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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优劣势分析
四、2014-2015年经营状况分析
五、2014-2015年主要经营数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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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二、市场定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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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优劣势分析
四、2014-2015年主要经营数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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