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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渔业作为一种传统产业，在近代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在社会
、经济和人们生活中显现出其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水产养殖业，最近30
年里，在全球动物性食品生产中增长最快，而中国对水产养殖产品的生
产贡献率最大，最近几年，中国水产品养殖产量约占世界水产品养殖产
量的2/3，可以说，中国对世界其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就发展水
产养殖业，保障粮食安全，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在未来20年，发展中国家的养殖业将全面增长，这些国家对鱼
类和海洋食品的消费量将占世界消费量的77%，其产量将占世界总产量
的79%。这种趋势是明显的，不论富国和穷国，决策者同样都必须考虑
未来20年渔业发展策略。
    未来20年，发展中国家的鱼类消费量将增长57%，从1997年的62
70万吨增长到2020年的9860万吨；而发达国家的鱼类消费量仅增长4%，
从1997年的2810万吨增长到2020年的2920万吨。到2020年，世界水产品消
费量的40%以上都将来自养殖。水产养殖总量将成倍增长，即从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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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850万吨上升到2020年的536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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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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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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62110龙虾种苗出口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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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03062410蟹种苗行业进出口贸易分析(海关8位代码分析)
第一节 03062410蟹种苗进口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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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62410蟹种苗出口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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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 03062491未冻的中华绒毛蟹（大闸蟹）行业进出口贸易分析(海
关8位代码分析)
第一节 03062491未冻的中华绒毛蟹（大闸蟹）进口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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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62491未冻的中华绒毛蟹（大闸蟹）出口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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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18



 

 

第十八章 03062990其他未冻甲壳动物，包括甲壳动物的粉、粒行业进出
口贸易分析(海关8位代码分析)
第一节
03062990其他未冻甲壳动物，包括甲壳动物的粉、粒进口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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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62990其他未冻甲壳动物，包括甲壳动物的粉、粒出口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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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章 中国水产养殖业上市公司经营状况分析（企业可自选）
第一节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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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洞庭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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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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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18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四节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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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特种水产养殖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二、特种水产养殖行业发展对策
三、我国特种水产养殖产业化发展建议
第三节 中国水产养殖业发展对策
一、我国水产养殖业发展的建议
二、我国水产养殖业发展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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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2012-2016年中国水产养殖与捕捞业发展前景展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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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2012-2016年中国水产养殖行业发展前景趋势
一、我国水产养殖业发展趋向
二、水产养殖业发展前景分析
三、水产养殖种类市场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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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产养殖优势区域布局与发展重点
三、水产养殖优势区域发展的主要任务
四、水产养殖优势区域工程建设重点
五、水产养殖优势区域布局规划的保障措施
第四节 2012-2016年中国水产捕捞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二十二章 2012-2016年中国水产养殖业投资战略研究
第一节 2012-2016年中国水产养殖业行业投资概况
一、水产养殖投资特性
二、水产养殖具有良好的投资价值
三、水产养殖投资环境分析
第二节 2012-2016年中国水产养殖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土地流转给水产养殖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二、消费升级带来旺盛的水产品需求
三、未来新增水产品需求将主要依靠人工养殖
四、水产养殖成渔业关注的重点
第三节2012-2016年中国水产养殖业投资方向
一、我国海水养殖前景优于淡水养殖
二、中高档水产品长期看好
三、海珍品将成消费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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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参需求将十分强劲
第四节2012-2016年中国水产养殖业投资风险预警
一、水产养殖业面临的三大风险
二、水产养殖业面临的信贷风险
三、投资海参养殖面临的风险
第五节2012-2016年中国水产捕捞产业投资预测分析

 

第二十三章 2012-2016年水产养殖与捕捞行业SWOT和市场供需分析
第一节 水产养殖与捕捞行业SWOT分析
一、水产养殖与捕捞行业优势分析
二、水产养殖与捕捞行业劣势分析
三、水产养殖与捕捞行业机会分析
四、水产养殖与捕捞行业威胁分析
第二节 2012-2016年中国水产养殖与捕捞市场供需状况
一、市场供给预测分析
二、市场需求预测分析
三、进出口预测分析
第三节 2012-2016年水产养殖与捕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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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图表目录
图表 国民生产总值分析
图表 居民消费价格趋势分析
图表 粮食产量价格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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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趋势分析
图表 观赏鱼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 观赏鱼进口量分析
图表 观赏鱼进口价格分析
图表 观赏鱼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 观赏鱼出口量分析
图表 观赏鱼出口价格分析
图表 活鳗鱼，鱼苗除外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 活鳗鱼，鱼苗除外进口量分析
图表 活鳗鱼，鱼苗除外进口价格分析
图表 活鳗鱼，鱼苗除外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 活鳗鱼，鱼苗除外出口量分析
图表 活鳗鱼，鱼苗除外出口价格分析
图表 活鲤鱼，鱼苗除外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 活鲤鱼，鱼苗除外进口量分析
图表 活鲤鱼，鱼苗除外进口价格分析
图表 活鲤鱼，鱼苗除外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 活鲤鱼，鱼苗除外出口量分析
图表 活鲤鱼，鱼苗除外出口价格分析
图表 活罗非鱼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 活罗非鱼进口量分析
图表 活罗非鱼进口价格分析
图表 活罗非鱼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 活罗非鱼出口量分析
图表 活罗非鱼出口价格分析
图表 龙虾种苗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 龙虾种苗进口量分析
图表 龙虾种苗进口价格分析
图表 龙虾种苗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 龙虾种苗出口量分析
图表 龙虾种苗出口价格分析
图表 蟹种苗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 蟹种苗进口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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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蟹种苗进口价格分析
图表 蟹种苗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 蟹种苗出口量分析
图表 蟹种苗出口价格分析
图表 未冻的中华绒毛蟹（大闸蟹）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 未冻的中华绒毛蟹（大闸蟹）进口量分析
图表 未冻的中华绒毛蟹（大闸蟹）进口价格分析
图表 未冻的中华绒毛蟹（大闸蟹）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 未冻的中华绒毛蟹（大闸蟹）出口量分析
图表 未冻的中华绒毛蟹（大闸蟹）出口价格分析
图表 其他未冻甲壳动物，包括甲壳动物的粉、粒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 其他未冻甲壳动物，包括甲壳动物的粉、粒进口量分析
图表 其他未冻甲壳动物，包括甲壳动物的粉、粒进口价格分析
图表 其他未冻甲壳动物，包括甲壳动物的粉、粒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 其他未冻甲壳动物，包括甲壳动物的粉、粒出口量分析
图表 其他未冻甲壳动物，包括甲壳动物的粉、粒出口价格分析
图表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湖南洞庭水殖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湖南洞庭水殖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湖南洞庭水殖股份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湖南洞庭水殖股份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湖南洞庭水殖股份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负债结构分析

                             17 / 18



 

图表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入结构分析

............................................

更多图表见报告正文

 

详细请访问：https://www.hjbaoga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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