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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的供给和需求是构成产品市场的两大因素，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企业及投资人能否面准确地了解自己所处行业的市场发展状况
，做出适时有效的市场决策是企业获得更大发展的关键。面粉前景报告
中面粉市场供需情况分析就是为帮助企业更好的了解市场行情、分析市
场竞争状况，为企业进行产品的市场决策提供依据。根据对面粉监测统
计数据指标体系，通过科学的分析方法，形成的连续性监测数据，购买
者可以迅速了解中国面粉市场运行现状和未来变化趋势。
    本面粉研究报告，对面粉进行了详细的面粉分析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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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面粉研究报告对面粉行业前景做出
了研究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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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会进行市场最新的内容更新，确保信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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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同步。

正文目录

第一章 全球面粉市场发展概述 
第一节 全球面粉行业市场现状分析
一、美国冬小麦质量状况
二、欧洲面粉厂处境分析
三、加拿大利用麦麸生产面粉
四、斯里兰卡削减面粉进口
五、世界小麦面粉营养强化趋势
第二节 主要国家和地区发展概要
一、美国
二、加拿大
三、澳大利亚
四、德国
五、法国
六、英国
七、日本
第三节 全球面粉供需状况分析
一、全球面粉市场供给分析
二、全球面粉市场需求分析
三、全球面粉市场小麦价格动态

 

第二章 中国面粉行业发展环境分析及展望
第一节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一、国民生产总值（GDP）
二、工业生产与效益情况
三、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四、财政与金融
五、对外贸易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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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消费物价指数情况
第二节 面粉技术分析
一、面粉技术环境分析
二、面粉技术介绍
三、面粉技术发展趋势
四、面粉技术与国外技术差距分析
第三节 面粉政策分析
一、《营养强化面粉标准》
二、面粉行业准入制度
三、国家对小麦粉的政策和标准
四、天智九韬行业政策解读
第四节 2012年最新经济运行分析
一、投资分析
二、出口分析
三、消费分析

 

第三章 谷物磨制行业数据分析(国家统计局4位代码分析)
第一节 谷物磨制行业市场运行规模分析
一、 谷物磨制行业竞争企业数量
二、 谷物磨制行业行业从业人数调查分析
三、 谷物磨制行业行业工业总产值分析
第二节 谷物磨制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一、 谷物磨制行业资产负债率分析
二、 谷物磨制行业利息保障倍数分析
第三节 谷物磨制行业经营能力分析
一、 谷物磨制行业总资产周转率分析
二、 谷物磨制行业净资产周转率分析
三、 谷物磨制行业存货周转率分析
四、 谷物磨制行业流动资产周转率分析
第四节 谷物磨制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一、 谷物磨制行业总资产收益率分析
二、 谷物磨制行业净利润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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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谷物磨制行业净资产收益率分析
四、 谷物磨制行业毛利率分析
第五节 谷物磨制行业成长能力分析
一、 谷物磨制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分析
二、 谷物磨制行业净利润分析
三、 谷物磨制行业总资产分析
四、 谷物磨制行业净资产分析

 

第四章 小麦粉行业产量分析
第一节 小麦粉产量分析
一、2007年1-11月产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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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2011年1-12月产量分析
第二节 近年来我国小麦粉产量特点分析

 

第五章
11010000小麦或混合麦的细粉行业进出口贸易分析(海关8位代码分析)
第一节 11010000小麦或混合麦的细粉出口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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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0000小麦或混合麦的细粉进口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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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1000黑麦细粉行业进出口贸易分析(海关8位代码分析)
第一节 11021000黑麦细粉出口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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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1000黑麦细粉进口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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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中国小麦生产数据分析
第一节全国小麦面积和产量增减
一、全国小麦面积和产量增减
二、全国小麦面积和产量增减
三、全国小麦面积和产量增减
四、全国小麦面积和产量增减
第二节 全国各省份/地区小麦播种面积和产量
一、2008年各省份/地区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
二、2009年各省份/地区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
三、2010年各省份/地区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
四、2011年各省份/地区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
五、同比分析
第三节 我国小麦、春小麦、夏小麦面积、产量及亩产数据
一、2008年我国小麦、春小麦、夏小麦面积、产量及亩产数据
二、2009年我国小麦、春小麦、夏小麦面积、产量及亩产数据
三、2010年我国小麦、春小麦、夏小麦面积、产量及亩产数据
四、2011年我国小麦、春小麦、夏小麦面积、产量及亩产数据
五、同比分析
第四节 国有粮食企业小麦收购、销售情况分析
一、2008年国有粮食企业粮食分品种收购、销售情况
二、2009年度国有粮食企业粮食分品种收购、销售情况
三、2010年度国有粮食企业粮食分品种收购、销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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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1年度国有粮食企业粮食分品种收购、销售情况
五、同比分析

 

第八章中国小麦加工产业市场运行动态分析
第一节中国小麦加工产业项目分析
一、河南茂盛集团50万吨优质专用小麦加工项目
二、30万吨/年优质小麦加工项目
三、洮南市优质小麦加工项目项目
第二节 IB磨辊与小麦出粉率之间的关系
一、磨辊技术参数对小麦出粉率的影响
二、工艺配置与IB磨辊对小麦出粉率的影响
三、不同原粮与IB磨辊对出粉率的影响
四、清理流程与IB磨辊对出粉率的影响
五、IB磨辊工艺操作对小麦的出粉的影响
六、IB磨粉机与重筛清粉机对小麦出粉率的影响

 

第九章 中国面粉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我国面粉企业总体概况分析
一、面粉行业的开工率
二、面粉行业价格走势
三、面粉行业整体效益
第二节 中国面粉行业存在问题分析
一、产品结构相对单一
二、绝大多数企业依然停留在发展通用粉生产
三、专用粉品种少且同质化现象严重，附加值低
四、市场竞争激烈
第三节 中国面粉行业企业发展重点分析
一、控制成本
二、调整产品结构
三、树立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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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及时调整战略
第四节 中国面粉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一、中国拟立法强制实施面粉营养强化
二、小麦品质与专用小麦粉的生产分析
三、我国强化面粉发展状况分析
四、我国营养强化面粉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五、小麦粉产品质量状况
六、“增白”面粉背后的隐忧
七、河南省粮食加工业现状

 

第十章 中国面粉市场供需状况分析
第一节 中国面粉市场需求分析
一、当前我国面粉消费量分析
二、国际市场消费量分析
三、我国面粉需求特征分析
第二节中国面粉市场价格分析
一、近年面粉价格动态
二、国内市场价格动态分析
第三节 中国面粉行业产品市场状况分析
一、专用粉市场
二、专供粉
三、通用面粉

 

第十一章 中国小麦粉需求重点领域透析
第一节 中国糕点/饼干市场分析
一、中国焙烤食品行业总体发展态势良好
二、近几年糕点、面包制造行业相关经济数据分析
三、中国糕点产量数据分析
1、饼干
2、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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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方便面市场分析
一、中国方便面工业走向成熟
二、中国方便面食品迎来微利时代
三、加强研发推动方便面产业升级
四、近几年中国方便面产业数据监测
1、方便面制造行业主要指标监测分析
2、方便面产量数据分析
3、方便面进出口贸易分析
五、中国方便面对面粉的需求预测分析

 

第十二章 中国面粉基本消费行为研究及市场营销战略分析 
第一节 中国主食工业化对膳食现代化的影响分析
一、异军突起的主食方便面
二、转向现代工业化生产的食品挂面
三、方兴未艾的冷冻调制主食食品
四、工业化生产的主食面包、馒头和饼干
第二节 中国面粉消费者崇尚自然
第三节 影响面粉品质的主要因素分析
第四节 国外面粉企业营销策略分析
一、日清公司美国营销策略
二、美国菲伯面粉公司营销策略
三、美国皮尔斯堡面粉公司营销策略
四、美国亚瑟王面粉营销策略
第五节 中国国内面粉企业营销策略分析
一、湖雪面粉营销策划
二、名佳面粉营销策略
三、金斗面粉营销策略
四、内蒙恒丰包装创意
第六节 中国国内面粉行业营销研究
一、当前我国面粉企业营销战略研究
二、面粉加工企业结构分析及营销
三、面粉行业营销方式的演变及产品研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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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用粉市场现状分析及营销初探

 

第十三章 中国面粉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中国面粉市场竞争动态
一、“最具市场竞争力品牌”面粉品牌
二、小麦及面粉产品部分生产企业
三、中国面粉竞争区
四、嘉里益海集团合并
五、台湾面粉加工业整合潮
第二节 中国面粉厂商市场竞争策略借鉴
一、从湖雪看面粉行业发展
二、古船品牌突围策略
三、花鼓小包装面粉上市遭遇分析

 

第十四章 中国面粉加工企业运行关键性财务数据分析 （企业可自选）
第一节 河南省北徐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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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菏泽华瑞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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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蛇口南顺面粉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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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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新市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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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河南华星粉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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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 陕西老牛面粉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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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山东省禹城市禹飞面粉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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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天山面粉（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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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节 滕州市东谷面粉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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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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南顺面粉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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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2012-2016年中国面粉业的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12-2016年中国面粉加工企业的发展趋势分析
一、我国面粉加工企业两极分化趋势
二、产区的加工企业规模扩大化趋势
三、产区面粉加工的高档化趋势分析
四、面粉将实现强制性营养强化
第二节 2012-2016年中国面粉行业发展展望与预测分析
一、2012-2016年我国面粉产量预测分析
二、中国面粉市场需求预测分析
三、中国面粉进出口贸易预测分析
第三节 2012-2016年中国面粉行业品牌运营趋势分析
一、品牌“新垄断时代”的来临
二、顾客忠诚度向“品牌崇拜”的进化
三、事件营销将令更多的品牌快速崛起
四、品牌销售之网络终端的强化
五、品牌虚拟化经营的兴盛

 

第十六章 2012-2016年中国面粉行业发展战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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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2012-2016年中国面粉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控制分析
一、从思想观念上提高节约意识
二、精简人员、提高生产效率
三、严格领料制度
四、调耗能灯泡为节能灯管
五、粘补筛网并焊补下料管
六、机械输送
七、单位小麦加工成本
第二节 2012-2016年中国面粉行业营销研究分析
一、当前我国面粉业营销战略研究
二、面粉加工企业结构分析及营销
三、营销方式演变及产品研发方向
四、专用面粉市场现状分析及营销

 

第十七章 面粉行业市场企业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面粉行业企业区域集中度分析
一、面粉华北区域集中度分析
二、面粉东北区域集中度分析
三、面粉西北区域集中度分析
四、面粉华东区域集中度分析
五、面粉华南区域集中度分析
六、面粉西南区域集中度分析
七、面粉华中区域集中度分析
第二节 面粉行业企业主要省市集中度分析
一、面粉A省集中度分析
二、面粉B省集中度分析
三、面粉C省域集中度分析

 

第十八章 面粉行业SWOT和市场供需分析
第一节 面粉行业SWO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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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粉行业优势分析
二、面粉行业劣势分析
三、面粉行业机会分析
四、面粉行业威胁分析
第二节 2012-2016年中国面粉市场供需状况
一、面粉市场供给预测分析
二、面粉市场需求预测分析
三、面粉行业进出口预测分析
第三节 2012-2016年面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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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章 2012-2016年面粉行业投资前景和风险预警研究
第一节 面粉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面粉行业需求增长投资机会分析
二、面粉行业区域市场投资机会分析
第二节 面粉行业内部风险分析
一、面粉行业市场竞争风险分析
二、面粉行业技术水平风险分析
三、面粉行业企业经营风险分析
四、面粉行业企业出口风险分析
五、面粉行业自身发展周期风险分析
第三节 面粉行业外部风险分析
一、面粉行业国际宏观经济环境风险分析
二、面粉行业国内宏观经济环境风险分析
三、面粉行业国内外行业政策风险分析
四、面粉行业替代品行业发展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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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谷物磨制行业竞争企业数量
图表 谷物磨制行业行业工业总产值分析
图表 谷物磨制行业行业从业人数调查分析
图表 谷物磨制行业资产负债率分析
图表 谷物磨制行业利息保障倍数分析
图表 谷物磨制行业总资产周转率分析
图表 谷物磨制行业净资产周转率分析
图表 谷物磨制行业存货周转率分析
图表 谷物磨制行业流动资产周转率分析
图表 谷物磨制行业总资产收益率分析
图表 谷物磨制行业净利润率分析
图表 谷物磨制行业净资产收益率分析
图表 谷物磨制行业毛利率分析
图表 谷物磨制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分析
图表 谷物磨制行业净利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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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09年1-11月小麦粉产量
图表 2010年1-11月小麦粉产量
图表 2011年1-12月小麦粉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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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小麦或混合麦的细粉进口价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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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小麦或混合麦的细粉出口量分析
图表 小麦或混合麦的细粉出口价格分析
图表 黑麦细粉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 黑麦细粉进口量分析
图表 黑麦细粉进口价格分析
图表 黑麦细粉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 黑麦细粉出口量分析
图表 黑麦细粉出口价格分析
图表 河南省北徐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河南省北徐集团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河南省北徐集团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河南省北徐集团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河南省北徐集团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菏泽华瑞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菏泽华瑞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菏泽华瑞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菏泽华瑞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菏泽华瑞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蛇口南顺面粉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蛇口南顺面粉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蛇口南顺面粉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蛇口南顺面粉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蛇口南顺面粉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浙江新市油脂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浙江新市油脂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浙江新市油脂股份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浙江新市油脂股份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浙江新市油脂股份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河南华星粉业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河南华星粉业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河南华星粉业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河南华星粉业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河南华星粉业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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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陕西老牛面粉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陕西老牛面粉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陕西老牛面粉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陕西老牛面粉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陕西老牛面粉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山东省禹城市禹飞面粉厂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山东省禹城市禹飞面粉厂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山东省禹城市禹飞面粉厂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山东省禹城市禹飞面粉厂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山东省禹城市禹飞面粉厂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新疆天山面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新疆天山面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新疆天山面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新疆天山面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新疆天山面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滕州市东谷面粉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滕州市东谷面粉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滕州市东谷面粉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滕州市东谷面粉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滕州市东谷面粉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江苏南顺面粉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江苏南顺面粉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江苏南顺面粉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江苏南顺面粉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江苏南顺面粉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面粉规模以上企业华北地区集中度分析样本表
图表 面粉规模以上企业华北地区主营业务收入集中度
图表 面粉规模以上企业华北地区资产集中度
图表 面粉规模以上企业东北地区集中度分析样本表
图表 面粉规模以上企业东北地区主营业务收入集中度
图表 面粉规模以上企业东北地区资产集中度
图表 面粉规模以上企业华东地区集中度分析样本表
图表 面粉规模以上企业华东地区主营业务收入集中度
图表 面粉规模以上企业华东地区资产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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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面粉规模以上企业华南地区集中度分析样本表
图表 面粉规模以上企业华南地区主营业务收入集中度
图表 面粉规模以上企业华南地区资产集中度
图表 面粉规模以上企业西南地区集中度分析样本表
图表 面粉规模以上企业西南地区主营业务收入集中度
图表 面粉规模以上企业西南地区资产集中度
图表 面粉规模以上企业华中地区集中度分析样本表
图表 面粉规模以上企业华中地区主营业务收入集中度
图表 面粉规模以上企业华中地区资产集中度
图表 面粉规模以上企业浙江省集中度分析样本表
图表 面粉规模以上企业浙江省主营业务收入集中度
图表 面粉规模以上企业浙江省资产集中度
图表 面粉规模以上企业江苏省集中度分析样本
图表 面粉规模以上企业江苏省主营业务收入集中度
图表 面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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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21/1045.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18 / 18

http://www.hjbaogao.com.cn
http://www.hjbaogao.com.cn/bg/2012-07-21/1045.html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