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现状深度分析与未来投资预测
报告（2022-2029年）

报告大纲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homepage}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一、报告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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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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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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休闲食品是快速消费品的一类，是在人们闲暇、休息时所吃的食品。最贴切的解释是吃得玩
的食品．主要分类有：干果，膨化食品，糖果，肉制食品等．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休闲食
品一直是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食品。走进超市，就会看到薯片、薯条、虾条、雪饼、果
脯、酸角糕、话梅、花生、松子、杏仁、开心果、鱼片、肉干、五香炸肉等休闲食品。休闲
食品正在逐渐升格成为百姓日常的必需消费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者
对于休闲食品数量和品质的需求不断增长。
国家层面休闲食品行业相关政策
近些年来，为了促进休闲食品行业发展，我国颁布了多项关于支持、鼓励、规范休闲食品行
业的相关政策，如2022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印发“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的通知》推
进健康相关业态融合发展。促进健康与养老、旅游、互联网、健身休闲、食品等产业融合发
展，壮大健康新业态、新模式。
国家层面休闲食品行业相关政策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2022-05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印发“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的通知 推进健康相关业态融合发展。促进健
康与养老、旅游、互联网、健身休闲、食品等产业融合发展，壮大健康新业态、新模式。
2022-02 国务院 关于印发“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通知 鼓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建立大型农业企业集团，开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在主产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布局中央厨房、
主食加工、休闲食品、方便食品、净菜加工等业态，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2019-05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 建立食品安全现代化治
理体系，提高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监管能力，提升食品全链条质量安全保障水平。到2020
年，基于风险分析和供应链管理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初步建立。 2018-08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改革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的指导意见 加强健康产业监管。制定完善新型健
康服务监管政策，加强对医疗卫生与养老、旅游、互联网、健身休闲、食品等领域融合产生
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监管，完善对相关新技术的审慎监管机制。 2017-02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 加快发展现代食品产业。实施主食加工业提升行
动，积极推进传统主食工业化、规模化生产，大力发展方便食品、休闲食品、速冻食品、马
铃薯主食产品。 2017-01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意见 推进向优
势产区集中布局。支持大中城市郊区重点发展主食、方便食品、休闲食品和净菜加工，形成
产业园区和集聚带。 2017-01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促进食品工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改善供给结构，握高质量支持发展养生保健食品，
进一步全标准体系，提升品质，引导企业增强牌意识，鼓励食品企业加强品牌建设，夯实品
牌发展基础，提升产品附加值与软实力，打造百年食品品牌，加强与大型电商品牌对接，拓
宽销售渠道等。 2016-04 农业部 全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规划纲要（2016-2020） 推动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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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时期我国绿色食品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全面提升绿色食品产业发展水平，包括：扎实推进
基地建设，不断提高发展质量：着力扶强生产主体，持续扩大总量规模；加快推进短缺产品
开发，不断优化品种结构：不断强化市场营销服务，完善市场流通体系：全面加强品牌保护
，不断提升品牌的公信力等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部分省市休闲食品行业相关政策
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各省市积极推动休闲食品行业发展，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推进休闲食品产
业发展，如《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绿色食品集群培育行动计划的通知》实
施休闲食品升级行动。发展肉类食品。支持双汇等肉类加工企业发展火腿肠、肉脯、小包装
肉制品等休闲食品，培育国内肉类零食领军品牌。
部分省市休闲食品行业相关政策 省市 发布时间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河南 2022-09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绿色食品集群培育行动计划的通知 实施休闲食品升
级行动。发展肉类食品。支持双汇等肉类加工企业发展火腿肠、肉脯、小包装肉制品等休闲
食品，培育国内肉类零食领军品牌。 广西 2021-12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广西农垦集团打造现代一流食品企业的实施意见
支持广西农垦集团以满足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和中高端食品需求为导向，突出绿色、健康、养
生特色，大力发展粮油及糖酒、畜禽及水产、果蔬及茶叶、休闲及速食食品、调味及添加剂
等5大产业，带动农业旅游、工业旅游、医疗康养等产业，形成优势明显、布局合理、产业
链完整、辐射带动力强的食品产业集群。 内蒙古 2021-12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自治区“十四五”推进农牧业农村牧区现代化发展规划的通知
鼓励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立大型农牧业产业集团，开展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在主产区和
大中城市郊区布局中央厨房、主食加工、休闲食品加工、方便食品加工、净菜加工等业态，
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河北 2021-11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北省建设全国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十四五”规划的通知推
动健康食品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强化食品高端原材料供给，大力发展果蔬禽蛋、饮品
饮料、休闲食品、生物基制品、天然色素等特色产品，推动中央厨房、食品冷链物流、餐饮
服务等一体化发展。 湖北 2021-11
省人民政府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实施意见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加强绿色食
品、富硒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和管理，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
打造和标准化生产。 黑龙江 2021-09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龙江省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21—2035年）的通知
开展农林新资源食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食品的研发和产业化。加强方便食品、休闲
食品、特色肉制品、粮食作物精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装备研制。 天津 2018-02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食物与营养发展实施计划（2018—2020年）的通知
进一步提升方便营养加工食品水平。推动休闲食品多元化发展，注重功能性与健康元素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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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山西 2009-05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食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通知 全面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转型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的要求，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优化
产业布局，加快推进技术改造，做大做强传统食品，做精做细特色食品，培育壮大现代食品
，全力打造龙头企业、品牌产品，形成各类食品配套发展的食品产业格局，实现食品产业跨
越发展。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YA）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现状深度分析与未来投资预测报告（2022-20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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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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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报告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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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是全面
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本研究报告采用的行业分析方法包括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法
、SWOT分析法、PEST分析法，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同时通过资深分析师
对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发展趋势和当前行业热点分析，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方
向、新兴热点、市场空间、技术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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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2018-2022年中国休闲食品行业需求特点与动态分析
第一节中国休闲食品行业市场动态情况
第二节中国休闲食品行业消费市场特点分析
一、需求偏好
二、价格偏好
三、品牌偏好
四、其他偏好
第三节休闲食品行业成本结构分析
第四节休闲食品行业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一、供需因素
二、成本因素
三、其他因素
第五节中国休闲食品行业价格现状分析
第六节中国休闲食品行业平均价格走势预测
一、中国休闲食品行业平均价格趋势分析
二、中国休闲食品行业平均价格变动的影响因素

第九章 中国休闲食品行业所属行业运行数据监测
第一节中国休闲食品行业所属行业总体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二、行业资产规模分析
第二节中国休闲食品行业所属行业产销与费用分析
一、流动资产
二、销售收入分析
三、负债分析
四、利润规模分析
五、产值分析
第三节中国休闲食品行业所属行业财务指标分析
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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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十章 2018-2022年中国休闲食品行业区域市场现状分析
第一节中国休闲食品行业区域市场规模分析
一、影响休闲食品行业区域市场分布的因素
二、中国休闲食品行业区域市场分布
第二节中国华东地区休闲食品行业市场分析
一、华东地区概述
二、华东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东地区休闲食品行业市场分析
（1）华东地区休闲食品行业市场规模
（2）华南地区休闲食品行业市场现状
（3）华东地区休闲食品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节华中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中地区概述
二、华中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中地区休闲食品行业市场分析
（1）华中地区休闲食品行业市场规模
（2）华中地区休闲食品行业市场现状
（3）华中地区休闲食品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四节华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南地区概述
二、华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南地区休闲食品行业市场分析
（1）华南地区休闲食品行业市场规模
（2）华南地区休闲食品行业市场现状
（3）华南地区休闲食品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五节华北地区休闲食品行业市场分析
一、华北地区概述
二、华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北地区休闲食品行业市场分析
（1）华北地区休闲食品行业市场规模
（2）华北地区休闲食品行业市场现状
（3）华北地区休闲食品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六节东北地区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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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北地区概述
二、东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东北地区休闲食品行业市场分析
（1）东北地区休闲食品行业市场规模
（2）东北地区休闲食品行业市场现状
（3）东北地区休闲食品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七节西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南地区概述
二、西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南地区休闲食品行业市场分析
（1）西南地区休闲食品行业市场规模
（2）西南地区休闲食品行业市场现状
（3）西南地区休闲食品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八节西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北地区概述
二、西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北地区休闲食品行业市场分析
（1）西北地区休闲食品行业市场规模
（2）西北地区休闲食品行业市场现状
（3）西北地区休闲食品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九节 2022-2029年中国休闲食品行业市场规模区域分布预测

第十一章 休闲食品行业企业分析（随数据更新有调整）
第一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二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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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四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五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

第十二章 2022-2029年中国休闲食品行业发展前景分析与预测
第一节中国休闲食品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休闲食品行业国内投资环境分析
二、中国休闲食品行业市场机会分析
三、中国休闲食品行业投资增速预测
第二节中国休闲食品行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中国休闲食品行业规模发展预测
一、中国休闲食品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二、中国休闲食品行业市场规模增速预测
三、中国休闲食品行业产值规模预测
四、中国休闲食品行业产值增速预测
五、中国休闲食品行业供需情况预测
第四节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盈利走势预测

第十三章 2022-2029年中国休闲食品行业进入壁垒与投资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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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中国休闲食品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一、休闲食品行业资金壁垒分析
二、休闲食品行业技术壁垒分析
三、休闲食品行业人才壁垒分析
四、休闲食品行业品牌壁垒分析
五、休闲食品行业其他壁垒分析
第二节休闲食品行业风险分析
一、休闲食品行业宏观环境风险
二、休闲食品行业技术风险
三、休闲食品行业竞争风险
四、休闲食品行业其他风险
第三节中国休闲食品行业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中国休闲食品行业解决问题的策略分析
 
第十四章 2022-2029年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研究结论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观研天下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研究综述
一、行业投资价值
二、行业风险评估
第二节中国休闲食品行业进入策略分析
一、目标客户群体
二、细分市场选择
三、区域市场的选择
第三节 休闲食品行业营销策略分析
一、休闲食品行业产品策略
二、休闲食品行业定价策略
三、休闲食品行业渠道策略
四、休闲食品行业促销策略
第四节观研天下分析师投资建议
图表详见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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