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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香蕉行业现状深度分析与未来投资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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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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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hinabaogao.com/baogao/202210/6151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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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 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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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业基本概述
香蕉是芭蕉科、芭蕉属植物，植株丛生，具匐匍茎，矮型的高3.5米以下，一般高不及2米，
高型的高4-5米，假茎均浓绿而带黑斑，被白粉，尤以上部为多。
香蕉味甘，性寒，无毒。清热，润肠，解毒，养阴润燥，生津止渴。主治热病烦渴，便秘，
痔血等病症。香蕉既可生食，也可炖熟及做成香蕉干或者果脯等食用，还可制成香蕉泥（香
蕉泥适合老人和儿童食用）。此外，香蕉还可提取香蕉精，可用制作果汁、甜酒、果糖、饮
料和牙膏香料等。
香蕉原产亚洲东南部。我国是世界上栽培香蕉的古老国家之一，世界上主栽的香蕉品种大多
由中国传去。目前世界上栽培香蕉的国家有130个，以中美洲产量最多，其次是亚洲。我国
香蕉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福建、台湾、云南和海南，贵州、四川、重庆也有少量栽培。
目前香蕉的种植对环境的要求苛刻，一般年平均温在21度以上，生长的最低温度不能低于1
5度；香蕉的根细嫩，对土壤要求高，有机质较多的沙壤土较适合香蕉的生长；香蕉要求水
分充足，一般每个月的降水量在100mm以上才能满足生长。
二、行业供需规模
1、生产情况
近年来由于香蕉遭受自然灾害和病虫害问题严重，种植面积迅速缩小。而随着国内香蕉种植
面积逐年下降，整体香蕉产量增速持续放缓。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香蕉产量为1172.42万
吨，同比2020年增长0.59%。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观研天下整理
到目前产量已基本趋近饱和，加之国内疫情加速消费降级背景下，人均消费水平下降，加之
香蕉相较于其他三大水果竞争力稍弱，预计香蕉产量长期增长空间有限。从2021年10月~20
22年9月这一时期数据来看，全国香蕉主产区总产量从123.0万吨波动至93.5万吨；每月对应
的增加/减少幅度也从38.4%变化至23.0%；近一年峰值为2021年11月的126.0万吨，谷值为
2022年3月、2022年4月的68.0万吨。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农垦局 ，观研天下整理
就我国香蕉主要产区产量区域结构而言，不同省市主要重视年内不同月份，从而达到全国各
季节香蕉都能供给的现状。目前在国内整体上，广东产量占比仍是最高。以2022年9月数据
为例，广东省香蕉产量为43万吨，是最多的地区；其次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产量为32万吨
。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农垦局 ，观研天下整理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2、消费情况
香蕉是我国最为常见的水果之一，需求量旺盛。在2015-2021年期间，除了2020年受疫情影
响，香蕉需求量有所下滑外，其它年份均呈上升趋势。但注意的是，我国香蕉市场整体需求
已趋近饱和，市场空间增长有限。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香蕉消费量达1356.74万吨，同比
增长1.3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观研天下整理
价格方面，2022年9月，全国重点监测的农产品批发市场香蕉日平均价格最高值为5.9元/公
斤，最低值为5.2元/公斤，价格极差为0.7元/公斤。从历史数据来看，2021年10月~2022年9
月，全国重点监测的农产品批发市场香蕉日平均价格最高值从5.2元/公斤波动至5.9元/公斤
；日平均价格最低值从4.9元/公斤波动至5.2元/公斤。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观研天下整理
3、供需规模分析
近年由于种植面积有限，加之香蕉枯萎病导致收益越来越低，农民种植香蕉的热情减少。同
时受土地资源约束及枯萎病影响，国内大面积扩种香蕉可能性较小，我国自产的香蕉越来越
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有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香蕉产量为1172.42万吨，而消费量达1356
.74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观研天下整理
在上述背景下，我国香蕉进口规模远大于出口规模。且由于我国香蕉产品在国际上竞争力较
弱，加之东南亚等地气候等更适宜香蕉种植，其香蕉价格低廉，同时国内香蕉种植受成本和
需求影响下降，使得整体相较进口需求持续走高。根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香
蕉进出口数量分别为186.35万吨和2.03万吨，进出口金额分别为10.37亿美元和0.18亿美元
。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观研天下整理
目前由于经济水平低于国内，人力成本也相对较低，加之气候适宜，产量丰富，且整体价格
较低，我国主要向菲律宾、柬埔寨、越南、拉丁美洲、厄尔瓜多、老挝等东南亚地区进口香
蕉，其中菲律宾是我国香蕉进口的第一大国。根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从亚洲
进口香蕉总量达164.7万吨，占比全国88.4%.其中向菲律宾进口84.72万吨，占比全国香蕉进
口的4成以上。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观研天下整理（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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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香蕉行业现状深度分析与未来投资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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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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西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南地区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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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南地区香蕉行业市场分析
（1）西南地区香蕉行业市场规模
（2）西南地区香蕉行业市场现状
（3）西南地区香蕉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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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香蕉行业市场分析
（1）西北地区香蕉行业市场规模
（2）西北地区香蕉行业市场现状
（3）西北地区香蕉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九节 2022-2029年中国香蕉行业市场规模区域分布预测

第十一章 香蕉行业企业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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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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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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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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香蕉行业发展前景分析与预测
第一节中国香蕉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香蕉行业国内投资环境分析
二、中国香蕉行业市场机会分析
三、中国香蕉行业投资增速预测
第二节中国香蕉行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中国香蕉行业规模发展预测
一、中国香蕉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二、中国香蕉行业市场规模增速预测
三、中国香蕉行业产值规模预测
四、中国香蕉行业产值增速预测
五、中国香蕉行业供需情况预测
第四节中国香蕉行业盈利走势预测

第十三章 2022-2029年中国香蕉行业进入壁垒与投资风险分析
第一节中国香蕉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一、香蕉行业资金壁垒分析
二、香蕉行业技术壁垒分析
三、香蕉行业人才壁垒分析
四、香蕉行业品牌壁垒分析
五、香蕉行业其他壁垒分析
第二节香蕉行业风险分析
一、香蕉行业宏观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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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蕉行业技术风险
三、香蕉行业竞争风险
四、香蕉行业其他风险
第三节中国香蕉行业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中国香蕉行业解决问题的策略分析
 
第十四章 2022-2029年中国香蕉行业研究结论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观研天下中国香蕉行业研究综述
一、行业投资价值
二、行业风险评估
第二节中国香蕉行业进入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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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蕉行业营销策略分析
一、香蕉行业产品策略
二、香蕉行业定价策略
三、香蕉行业渠道策略
四、香蕉行业促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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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