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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最近几年，饼干业呈现出竞争愈加激烈的态势，饼干品种正向休闲化和
功能化食品发展，如针对青少年的喜好，推出的休闲饼干；针对糖尿病
人的饮食需求，推出的无糖或低糖饼干；针对体质较弱群体，推出的营
养补充型饼干等等。在各地大型食品超市货架上几乎均摆放着数十种品
牌的饼干，且在品种、包装上琳琅满目，目不暇接。

【绿色通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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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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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信息与市场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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