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2016年中国营养碘盐行业市场发展与投资战略分析报
告

 

 

 

 

 

 

 

 

 

 

中国市场研究网

www.hjbaogao.com.cn

                              1 / 15

http://www.hjbaogao.com.cn


 

 

报告目录

【报告名称:】
2012-2016年中国营养碘盐行业市场发展与投资战略分析报告

【报告格式:】纸质版/电子版

【交付方式:】特快专递/E-MAIL

【中文版价格:】电子版：5800元 纸质＋电子版:6300元

【联系电话:】0874-8741951 18183595819

【联系电话:】龙先生
 

    营养碘盐 调研报告
数据分析以权威的国家统计数据为基础，采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分析
方式，利用科学的统计分析方法，在描述行业概貌的同时，对营养碘盐
行业进行细化分析，包括产品生产企业状况、产品市场供给情况、产品
市场需求情况、产品市场竞争情况、产品进出口情况等。研究报告中主
要运用图表和文字方式，直观地阐明了行业市场发展状况，是企业迅速
掌握营养碘盐行业市场运行状况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本营养碘盐研究报告，对营养碘盐进行了详细的营养碘盐分析
研究，内容包括行业国内市场分析，国外市场分析，市场供需分析、竞
争对手分析，行业前景分析，市场风险分析。最后营养碘盐研究报告对
营养碘盐行业前景做出了研究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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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通道】尊敬的客户，如果该报告目录不能满足你的需要，请您跟
我们的客服及时联系，我们会根据您的需要做出调整，以满足你的需求
。当您定购该报告之后，公司会进行最新的内容更新，确保信息与市场
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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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原盐行业产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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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8年1-11月产量分析
三、2009年1-11月产量分析
四、2010年1-11月产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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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25010011食用盐行业进出口贸易分析(海关8位代码分析)
第一节 25010011食用盐出口状况分析
一、出口金额规模分析
二、出口数量规模分析
三、出口价格分析
第二节 25010011食用盐进口状况
一、进口金额规模分析
二、进口数量规模分析
三、进口价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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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国营养碘盐行业市场运行态势剖析
第一节中国营养碘盐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一、中国盐资源区域分布
二、中国食用盐加工业运行特点分析
三、中国食用盐加工艺分析
四、食用盐加工贸易被禁止
五、世界企业并购浪潮及其对中国盐行业的启示
第二节中国盐业项目研究分析
一、中信国安—多元开发盐湖资源
二、江苏盐业采输卤项目
三、海南食盐配送中心投产
四、陕西建设真空盐项目
第三节中国食用盐加工业热点问题探讨

 

第七章 中国食用营养碘盐市场运行走势剖析
第一节中国食用营养碘盐市场动态分析
一、晋城市食用盐开始更新换代
二、首府综治居民食用盐质量全面提高
三、太原市“绿色”食盐将替代普通碘盐
四、上海政协委员呼吁勿强迫市民吃碘盐引争议
五、石家庄市居民碘盐食用率连续五年达标
第二节中国食用营养碘盐市场监测
一、碘盐质量
二、碘盐覆盖情况
三、居民户合格碘盐食用情况
四、高碘地区监测
第三节 重点省份监测分析
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二、西藏自治区
三、青海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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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南省
五、广东省
六、河北省
七、天津市
第四节中国食用营养碘盐市场需求与消费情况分析
一、中国盐业呼唤盐业市场化
二、市民合格碘盐食用率分析
三、中国食用碘盐供应与流通
1、上海新增200个非碘盐供应点
2、申城春节前增200个非碘盐供应点
3、西藏将建5个碘盐配送中心
四、我国居民合格碘盐食用率提前达标

 

第八章 中国食用盐进出口贸易运行总体概况
第一节中国食用盐进出口贸易综述
一、中国食用碘盐外贸市场总体态势
二、中国食用盐进出口市场分布
1、金坛精制食用盐批量出口日本
2、食用盐出口韩国
三、江苏盐城给外贸企业打“强心剂”应对市场疲软
第二节 影响食用盐进出口贸易的因素分析

 

第九章 中国营养碘盐市场竞争格局透析
第一节中国营养碘盐市场竞争现状
一、中国盐加工业垄断分析
二、“淮”牌食盐专营行业竞争力品牌分析
三、打破盐业垄断引入竞争机制
第二节 2012-2016年中国营养碘盐行业竞争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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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中国营养碘盐优势生产企业竞争力及关键性数据分析（企业可自选）
第一节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二节 中盐宏博(集团)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三节 中盐福建盐业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四节 湖南省湘澧盐矿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五节 江西盐矿有限责任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六节 中盐东兴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8 / 15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七节 四川省犍为盐化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八节 山东岱岳制盐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九节 新疆精河县精河盐化有限责任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十节 宁波新明化工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十一章 2012-2016年中国营养碘盐行业发展趋势与前景展望
第一节2012-2016年中国营养碘盐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一、中国盐加工业前景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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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食用营养碘盐市场前景分析
三、开发新型调味盐市场前景分析
第二节2012-2016年中国营养碘盐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中国盐加工技术趋势
二、降盐增鲜用YE食品中的应用新趋势

 

第十二章 营养碘盐行业市场企业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营养碘盐行业企业区域集中度分析
一、营养碘盐华北区域集中度分析
二、营养碘盐东北区域集中度分析
三、营养碘盐西北区域集中度分析
四、营养碘盐华东区域集中度分析
五、营养碘盐华南区域集中度分析
六、营养碘盐西南区域集中度分析
七、营养碘盐华中区域集中度分析
第二节 营养碘盐行业企业主要省市集中度分析
一、营养碘盐A省集中度分析
二、营养碘盐B省集中度分析
三、营养碘盐C省域集中度分析

 

第十三章 营养碘盐行业SWOT和市场供需分析
第一节 营养碘盐行业SWOT分析
一、营养碘盐行业优势分析
二、营养碘盐行业劣势分析
三、营养碘盐行业机会分析
四、营养碘盐行业威胁分析
第二节 2012-2016年中国营养碘盐市场供需状况
一、营养碘盐市场供给预测分析
二、营养碘盐市场需求预测分析
三、营养碘盐行业进出口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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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2012-2016年营养碘盐行业影响供给关系因素分析
一、需求变化因素
二、厂商产能因素
三、原料供给状况
四、技术水平提高
五、政策变动因素

 

第十四章 2012-2016年营养碘盐行业投资前景和风险预警研究
第一节 营养碘盐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营养碘盐行业需求增长投资机会分析
二、营养碘盐行业区域市场投资机会分析
第二节 营养碘盐行业内部风险分析
一、营养碘盐行业市场竞争风险分析
二、营养碘盐行业技术水平风险分析
三、营养碘盐行业企业经营风险分析
四、营养碘盐行业企业出口风险分析
五、营养碘盐行业自身发展周期风险分析
第三节 营养碘盐行业外部风险分析
一、营养碘盐行业国际宏观经济环境风险分析
二、营养碘盐行业国内宏观经济环境风险分析
三、营养碘盐行业国内外行业政策风险分析
四、营养碘盐行业替代品行业发展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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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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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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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盐加工行业总资产收益率分析
图表 盐加工行业净利润率分析
图表 盐加工行业净资产收益率分析
图表 盐加工行业毛利率分析
图表 盐加工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分析
图表 盐加工行业净利润分析
图表 盐加工行业总资产分析
图表 盐加工行业净资产分析
图表 2007年1-11月原盐产量
图表 2008年1-11月原盐产量
图表 2009年1-11月原盐产量
图表 2010年1-11月原盐产量
图表 2011年1-12月原盐产量
图表 食用盐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 食用盐进口量分析
图表 食用盐进口价格分析
图表 食用盐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 食用盐出口量分析
图表 食用盐出口价格分析
图表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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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中盐宏博(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中盐宏博(集团)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中盐宏博(集团)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中盐宏博(集团)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中盐宏博(集团)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中盐福建盐业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中盐福建盐业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中盐福建盐业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中盐福建盐业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中盐福建盐业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湖南省湘澧盐矿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湖南省湘澧盐矿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湖南省湘澧盐矿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湖南省湘澧盐矿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湖南省湘澧盐矿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江西盐矿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江西盐矿有限责任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江西盐矿有限责任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江西盐矿有限责任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江西盐矿有限责任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中盐东兴盐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中盐东兴盐化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中盐东兴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中盐东兴盐化股份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中盐东兴盐化股份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四川省犍为盐化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四川省犍为盐化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四川省犍为盐化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四川省犍为盐化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四川省犍为盐化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山东岱岳制盐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山东岱岳制盐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山东岱岳制盐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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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山东岱岳制盐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山东岱岳制盐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新疆精河县精河盐化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新疆精河县精河盐化有限责任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新疆精河县精河盐化有限责任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新疆精河县精河盐化有限责任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新疆精河县精河盐化有限责任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宁波新明化工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宁波新明化工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宁波新明化工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宁波新明化工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宁波新明化工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营养碘盐规模以上企业华北地区集中度分析样本表
图表 营养碘盐规模以上企业华北地区主营业务收入集中度
图表 营养碘盐规模以上企业华北地区资产集中度
图表 营养碘盐规模以上企业东北地区集中度分析样本表
图表 营养碘盐规模以上企业东北地区主营业务收入集中度
图表 营养碘盐规模以上企业东北地区资产集中度
图表 营养碘盐规模以上企业华东地区集中度分析样本表
图表 营养碘盐规模以上企业华东地区主营业务收入集中度
图表 营养碘盐规模以上企业华东地区资产集中度
图表 营养碘盐规模以上企业华南地区集中度分析样本表
图表 营养碘盐规模以上企业华南地区主营业务收入集中度
图表 营养碘盐规模以上企业华南地区资产集中度
图表 营养碘盐规模以上企业西南地区集中度分析样本表
图表 营养碘盐规模以上企业西南地区主营业务收入集中度
图表 营养碘盐规模以上企业西南地区资产集中度
图表 营养碘盐规模以上企业华中地区集中度分析样本表
图表 营养碘盐规模以上企业华中地区主营业务收入集中度
图表 营养碘盐规模以上企业华中地区资产集中度
图表 营养碘盐规模以上企业浙江省集中度分析样本表
图表 营养碘盐规模以上企业浙江省主营业务收入集中度
图表 营养碘盐规模以上企业浙江省资产集中度
图表 营养碘盐规模以上企业江苏省集中度分析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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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营养碘盐规模以上企业江苏省主营业务收入集中度
图表 营养碘盐规模以上企业江苏省资产集中度
............................................

更多图表见报告正文

详细请访问：https://www.hjbaogao.com.cn/

本文链接：http://www.hjbaogao.com.cn/bg/2012-07-21/10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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