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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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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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内容简介
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受了近几年最为严峻的挑战和重大考验。尽管国际经

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不利影响，但是总的来看，国际经
济不利因素和严重自然灾害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
期方向发展，中国经济保持了增长速度较快、价格涨幅趋缓、结构有所改善的较好态势。20
09年，国际经济环境更趋严峻对我国形成较大的周期性调整压力，我国企业还面临生产要素
价格上升、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和节能减排等政策性导向所形成的结构性调整压力，2009年
国内外经济环境中不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双加速的发展
战略机遇期，国内储蓄率较高，外汇储备充裕，基础设施投资空间充分，国内消费市场潜力
较大，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激发国内各方面发展积极性
。因此，我国经济仍具有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的活力和潜力。

2009年，全球经济可能出现战后首次的负增长。另外，经济衰退、低通胀，及潜伏在经
济、金融领域的风险不断释放等等，揭示着世界经济的衰退与风险的一步步放大。为稳定金
融市场和刺激经济增长，各国纷纷出台措施。然而，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的迹象依然难觅
，从2009年最新公布的数据来看，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衰退程度日益加深，金融危机正从
发达国家向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迅速蔓延，对全球实体经济的影响在不断加剧。面对经济
形势的变化，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空前挑战，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展开了新一轮宏观
调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传递了清晰的信号：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
的调控措施，将推动中国经济走出困境，迈向新的发展阶段。从2008年9月15日央行宣布6
年来首次下调贷款利率，到2008年11月份扩大内需十大措施的出台，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重申保增长的调控目标，再到十大产业振兴政策的密集获批⋯⋯面对危机，中国正在果断有
力地展开行动。

经济形势瞬息万变，难以琢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继续蔓延，2009年中国经济具体运
行轨迹，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目标。经济危机在何时以何种形式结束，目前依然未知。国际经
济走弱、保护主义抬头、石油价格波动⋯⋯一系列国际因素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
也给2009年中国经济带来一连串挑战。当然，每个挑战的背后都孕育着希望。2009年及未
来几年，是全球危机进行时，也是反危机与反衰退的进行时，中国经济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目前正值中国饮用水行业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在新经济形势下认识局势掌控方向，对饮
用水行业所受到的影响和未来的发展态势予以翔实的剖析，无论是对于中国饮用水行业的长
远发展，还是对饮用水行业在具体工作中的突破都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那么，在新经济形
势下，我国饮用水行业会受到怎样的影响？而我国饮用水企业又该如何分析当前发展形势、
制定应对策略呢？最重要的，又如何在危机中寻找机遇，获得更大的发展呢？

本研究咨询报告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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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商务部、中国海关总署、饮用水行业相关协会、国内外多种相关报
刊杂志的基础信息以及专业研究单位等公布、提供的大量的内容翔实、统计精确的资料和数
据。立足于当前经济整体发展形势，对新经济形势下中国饮用水行业的发展情况、经济运行
数据、主要细分市场、进出口、市场供需、竞争格局等进行了分析及预测，并对未来饮用水
行业发展的整体环境及发展趋势进行探讨和研判，最后在前面大量分析、预测的基础上，研
究了饮用水行业今后的发展与投资策略。是饮用水企业、科研单位、经销企业等单位准确了
解当前中国饮用水市场发展动态，把握企业定位和发展战略方向不可多得的决策参考资料。
→报告目录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当前经济形势分析
第一章 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第一节 金融危机对各大经济体的影响
一、2008-2009年金融危机对北美的影响
二、2008-2009年金融危机对欧盟的影响
三、2008-2009年金融危机对亚洲的影响
四、2008-2009年金融危机对拉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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