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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的主线。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在于扩大内需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产业体系
的核心是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
能源汽车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
饼干分析报告
数据权威，内容翔实，是饼干生产企业、科研单位、经销企业等相关单
位准确和迅速了解饼干行业市场发展，把握企业定位和发展战略方向不
可多得的决策参考资料，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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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饼干研究报告，对饼干进行了详细的饼干分析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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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饼干研究报告对饼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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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同步。

正文目录

第一章 世界饼干行业整体运营状况分析
第一节世界饼干行业市场发展格局
一、欧盟针对饼干等食品起草法案
二、世界饼干消费量分析
三、世界主要饼干品牌市场分析
四、世界饼干三大原料市场运行分析
第二节世界饼干品牌主要国家分析
一、美国饼干食品市场运行分析
二、日本饼食品进出口贸易分析
三、欧洲饼干市场运行分析
四、加拿大召回韩国产两品牌饼干
第三节2012-2016年世界饼干行业新趋势探析

 

第二章 中国饼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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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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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外贸易发展情况
六、消费物价指数情况
第二节 饼干技术分析
一、饼干技术环境分析
二、饼干技术介绍
三、饼干技术发展趋势
四、饼干技术与国外技术差距分析
第三节 饼干政策分析
一、七大措施搞活流通扩大消费政策解析
二、饼干食品国家标准
三、饼干包装须标明“营养清单”
四、饼干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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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饼干行业运行态势剖析
第一节 中国饼干业动态分析
一、卡夫在华启动亚洲最大饼干研发中心
二、康维多婴幼儿饼干产品登陆中国
第二节 中国饼干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一、我国饼干行业一直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二、国产饼干后危机时代谋突破
三、企业间并购、整合将为企业注入活力
四、功能型饼干产品开发主流
第三节 中国饼干重点区域市场分析
一、河南饼干业亟待打造中高端品牌
二、石家庄饼干市场发展状况
三、辽宁西部地区饼干市场概况
第四节 中国饼干行业热点问题探讨
一、行业发展的布局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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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较国际先进仍有一定差距
三、人才瓶颈问题亟需解决
四、饼干市场质量问题严重

 

第四章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行业数据分析(国家统计局4位代码分析)
第一节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行业市场运行规模分析
一、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行业竞争企业数量
二、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行业行业从业人数调查分析
三、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行业行业工业总产值分析
第二节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一、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行业资产负债率分析
二、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行业利息保障倍数分析
第三节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行业经营能力分析
一、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行业总资产周转率分析
二、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行业净资产周转率分析
三、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行业存货周转率分析
四、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行业流动资产周转率分析
第四节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一、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行业总资产收益率分析
二、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行业净利润率分析
三、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行业净资产收益率分析
四、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行业毛利率分析
第五节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行业成长能力分析
一、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分析
二、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行业净利润分析
三、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行业总资产分析
四、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行业净资产分析

 

第五章 饼干行业产量分析
第一节 饼干产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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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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饼干产量特点分析

 

第六章 19053100 甜饼干行业进出口贸易分析(海关8位代码分析)
第一节 19053100 甜饼干出口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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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3100 甜饼干进口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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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3200
华夫饼干及圣餐饼行业进出口贸易分析(海关8位代码分析)
第一节 19053200 华夫饼干及圣餐饼出口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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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3200 华夫饼干及圣餐饼进口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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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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国饼干食品市场运行走势全面剖析
第一节 中国饼干市场运行特点分析
第二节 中国饼干市场运行分析
一、高档饼干统领市场
二、外资把持饼干中高端市场
三、中低档产品市场分析
四、品牌消费会逐步成为市场消费的主流
五、三聚氰胺事件对饼干市场消费的影响分析
第三节 中国饼干市场需求消费情况分析
一、中国饼干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二、女性成为主要消费群体
三、低脂健康产品成市场主流
四、新卡夫将占据中国饼干市场份额分析
第四节 中国饼干市场价格分析
一、国内外中高端品牌饼干价格分析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分析
第五节 中国饼干市场营销解析
一、青食饼干开网店试水新销售渠道
二、饼干市场营销策略分析

 

第九章 中国饼干食品市场消费问卷调查分析
第一节 受访者基本情况调查分析
一、性别占比
二、年龄分布
三、受访者社会身份
第二节 中国饼干食品市场消费情况调查分析
一、消费者购买饼干食品的目的
二、消费者购买饼干食品的频率调查分析
三、消费者购买饼干食品时间段分析
四、消费者对饼干口味喜好占比
五、消费者对饼干口感喜好占比
六、消费者对饼干营养选择方面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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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消费者对饼干品牌前五位构成调查分析
八、消费者对饼干价格调查分析
九、消费者对饼干包装规格喜欢调查分析
第三节 刺激消费者购买饼干食品的因素调查分析

 

第十章 中国饼干市场竞争格局透析
第一节 中国饼干行业竞争总况
一、饼干业竞争呈现白热化
二、中高端市场成为争夺焦点
第二节 中国饼干品牌市场竞争分析
一、中国饼干市场第一巨头易主
二、“中国饼干大王”嘉士利江门“亮剑”
三、康师傅饼干接二连三出招抢占市场

 

第十一章 世界品牌饼干企业营运状况浅析
第一节 达能
一、公司介绍
二、在华发展分析
三、公司最新经营情况分析
第二节 卡夫
一、公司介绍
二、在华发展分析
三、公司最新经营情况分析
第三节 康元
一、公司介绍
二、在华发展分析
三、公司最新经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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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中国饼干食品加工企业竞争力及关键性数据分析（企业可自选）
第一节 上好佳（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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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汉皇食品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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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天（中国）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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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贝斯克食品（苏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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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达能饼干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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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平市嘉士利食品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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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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旺旺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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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顶园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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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江崎格力高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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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节 福建达利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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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中国焙烤食品原料及辅料行业运行态势点评
第一节 小麦粉（面粉）行业
一、面粉的种类、性能及饼干食品对面粉的要求

                             10 / 16



 

二、中国面粉行业的发展状况
三、面粉产量分析
四、中国面粉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五、国内面粉行业的发展趋势分析
第二节 油脂市场
一、国内油脂市场价格分析
二、焙烤油脂的定义及分类
三、功能性油脂在烘焙食品中的应用
四、焙烤油脂市场发展空间大
第三节 添加剂行业
一、中国食品添加剂行业发展回顾
二、食品添加剂行业发展态势良好
三、中国食品添加剂行业技术进步迅速
四、抗氧化剂在烘焙食品中的应用开发现状
五、鲜酵母成烘焙行业中受欢迎度高的原料
六、三种代糖配料在焙烤食品中的应用

 

第十四章 饼干行业市场企业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饼干行业企业区域集中度分析
一、饼干华北区域集中度分析
二、饼干东北区域集中度分析
三、饼干西北区域集中度分析
四、饼干华东区域集中度分析
五、饼干华南区域集中度分析
六、饼干西南区域集中度分析
七、饼干华中区域集中度分析
第二节 饼干行业企业主要省市集中度分析
一、饼干A省集中度分析
二、饼干B省集中度分析
三、饼干C省域集中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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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饼干行业SWOT和市场供需分析
第一节 饼干行业SWOT分析
一、饼干行业优势分析
二、饼干行业劣势分析
三、饼干行业机会分析
四、饼干行业威胁分析
第一节 2012-2016年中国饼干市场供需状况
一、2012-2016年中国饼干市场供给预测分析
二、2012-2016年中国饼干市场需求预测分析
三、2012-2016年饼干行业进出口预测分析
第二节 2012-2016年饼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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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2012-2016年饼干行业投资前景和风险预警研究
第一节 饼干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饼干行业需求增长投资机会分析
二、饼干行业区域市场投资机会分析
第二节 饼干行业内部风险分析
一、饼干行业市场竞争风险分析
二、饼干行业技术水平风险分析
三、饼干行业企业经营风险分析
四、饼干行业企业出口风险分析
五、饼干行业自身发展周期风险分析
第三节 饼干行业外部风险分析
一、饼干行业国际宏观经济环境风险分析
二、饼干行业国内宏观经济环境风险分析
三、饼干行业国内外行业政策风险分析
四、饼干行业替代品行业发展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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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行业净利润分析
图表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行业总资产分析
图表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行业净资产分析
图表 2007年1-11月饼干产量
图表 2008年1-11月饼干产量
图表 2009年1-11月饼干产量
图表 2010年1-11月饼干产量
图表 2011年1-12月饼干产量
图表 甜饼干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 甜饼干进口量分析
图表 甜饼干进口价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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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甜饼干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 甜饼干出口量分析
图表 甜饼干出口价格分析
图表 华夫饼干及圣餐饼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 华夫饼干及圣餐饼进口量分析
图表 华夫饼干及圣餐饼进口价格分析
图表 华夫饼干及圣餐饼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 华夫饼干及圣餐饼出口量分析
图表 华夫饼干及圣餐饼出口价格分析
图表 上好佳（中国）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上好佳（中国）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上好佳（中国）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上好佳（中国）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上好佳（中国）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徐州汉皇食品集团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徐州汉皇食品集团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徐州汉皇食品集团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徐州汉皇食品集团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徐州汉皇食品集团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乐天（中国）食品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乐天（中国）食品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乐天（中国）食品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乐天（中国）食品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乐天（中国）食品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纳贝斯克食品（苏州）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纳贝斯克食品（苏州）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纳贝斯克食品（苏州）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纳贝斯克食品（苏州）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纳贝斯克食品（苏州）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上海达能饼干食品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上海达能饼干食品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上海达能饼干食品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上海达能饼干食品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上海达能饼干食品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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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开平市嘉士利食品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开平市嘉士利食品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开平市嘉士利食品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开平市嘉士利食品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开平市嘉士利食品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湖南旺旺食品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湖南旺旺食品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湖南旺旺食品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湖南旺旺食品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湖南旺旺食品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天津顶园食品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天津顶园食品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天津顶园食品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天津顶园食品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天津顶园食品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上海江崎格力高食品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上海江崎格力高食品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上海江崎格力高食品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上海江崎格力高食品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上海江崎格力高食品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福建达利食品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福建达利食品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福建达利食品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福建达利食品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福建达利食品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饼干规模以上企业华北地区集中度分析样本表
图表 饼干规模以上企业华北地区主营业务收入集中度
图表 饼干规模以上企业华北地区资产集中度
图表 饼干规模以上企业东北地区集中度分析样本表
图表 饼干规模以上企业东北地区主营业务收入集中度
图表 饼干规模以上企业东北地区资产集中度
图表 饼干规模以上企业华东地区集中度分析样本表
图表 饼干规模以上企业华东地区主营业务收入集中度
图表 饼干规模以上企业华东地区资产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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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饼干规模以上企业华南地区集中度分析样本表
图表 饼干规模以上企业华南地区主营业务收入集中度
图表 饼干规模以上企业华南地区资产集中度
图表 饼干规模以上企业西南地区集中度分析样本表
图表 饼干规模以上企业西南地区主营业务收入集中度
图表 饼干规模以上企业西南地区资产集中度
图表 饼干规模以上企业华中地区集中度分析样本表
图表 饼干规模以上企业华中地区主营业务收入集中度
图表 饼干规模以上企业华中地区资产集中度
图表 饼干规模以上企业浙江省集中度分析样本表
图表 饼干规模以上企业浙江省主营业务收入集中度
图表 饼干规模以上企业浙江省资产集中度
图表 饼干规模以上企业江苏省集中度分析样本
图表 饼干规模以上企业江苏省主营业务收入集中度
图表 饼干规模以上企业江苏省资产集中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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