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6年中国泳装行业产业市场动态聚焦与投资可行性
研究报告

 

 

 

 

 

 

 

 

 

 

中国市场研究网

www.hjbaogao.com.cn

                              1 / 16

http://www.hjbaogao.com.cn


 

 

报告目录

第一章 2016-2019年世界泳装市场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百年泳装发展历史

第二节 2016-2019年世界泳装市场运行格局

一、世界泳装市场特色分析

二、泳衣背后的商业硝烟

三、泳装新科技为美丽加分

四、国际泳装材料新规定限制“鲨鱼皮”

五、世界泳装市场增长放缓

第三节 2016-2019年世界主要国家泳装运行分析

一、美国泳衣产品跨入绿色时代

二、新科技泳衣助欧洲游泳崛起

三、日本泳装企业变招应对市场变化

第四节 2020-2026年世界泳装行业新趋势分析

                              2 / 16



 

 

第二.章 2016-2019年中国泳装行业市场运行态势剖析

第一节 2016-2019年中国泳装行业发展动态分析

一、上海国际时尚内衣展－泳装市场获得长足发展

二、泉州泳装抢占品牌资源制高点

三、泳装时装化与运动风

第二节 2016-2019年中国泳装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一、泳装市场面临新一轮洗牌

二、中国泳装仍以中小私有企业为主

三、中国泳装产业集群分析

四、中国泳装生产工序和质量控制

五、“泳装新革命”带来的启迪

第三节 2016-2019年中国泳装研发/设计现状

第四节 2016-2019年中国泳装行业存在的问题

一、产品附加值低

二、泳装品牌出现严重同质化

 

                              3 / 16



 

第三章 2016-2019年中国泳装市场运行动态分析

第一节 2016-2019年中国泳装市场运行运态

一、明星示范掀起旱地泳装风潮

二、厂商日益重视高附加值和高档产品

第二节 2016-2019年中国泳装市场消费情况分析

一、泳装销量排行榜

二、女式泳装市场销量分析

三、男式泳裤销量分析

四、儿童泳装泳具销售悄悄“升温”

第三节 2016-2019年中国泳装市场价格分析

一、女式游装价格呈上涨趋势

二、男式泳装

第四节 2016-2019年中国泳装进出口贸易市场运行分析

一、大陆泳装出口市场份额不断扩大

二、泳装进出口市场分布

三、中国供应商开拓西班牙泳装市场

 

                              4 / 16



 

第四章 2016-2019年中国泳装按材质细分产品所属行业进出口数据监测

第一节 合纤制针织或钩编游泳服

一、2016-2019年中国合纤制针织或钩编男式游泳服进出口数据分析（611
23100）

1、2016-2019年中国合纤制针织或钩编男式游泳服出口量及金额统计

2、2016-2019年中国合纤制针织或钩编男式游泳服进口量及金额统计

3、2016-2019年中国合纤制针织或钩编男式游泳服进出口价格分析

二、2016-2019年中国合纤制针织或钩编女式游泳服进出口数据分析（611
24100）

第二节 棉制针织或钩编游泳服

一、2016-2019年中国棉制针织或钩编男式游泳服进出口数据分析（61123
900）

二、2016-2019年中国棉制针织或钩编女游泳服进出口数据分析（6112490
0）

第三节 化学纤维制游泳服

一、2016-2019年中国化学纤维制男式游泳服进出口数据分析（62111100
）

二、2016-2019年中国化学纤维制女式游泳服进出口数据分析（62111200
）

 

                              5 / 16



 

第五章 2016-2019年中国泳装市场营销透析

第一节 2016-2019年中国泳装市场营销现状

第二节 2016-2019年中国泳装市场营销渠道

一、泳衣专卖店

二、体育用品专卖店

三、网购

四、大型超市

五、邮购（电视购物）

第三节 2016-2019年泳装市场营销动态

一、泳装模特卖泳衣销售额才会翻倍

二、菲利普&#8226;科特勒：结果导向的营销

第四节 2016-2019年泳装市场营销案例分析

一、外销企业转型国内—寻找国内蓝海培育新市场

二、耐克营销案例

第五节 2016-2019年泳装市场营销策略分析

 

第六章 2016-2019年中国泳装市场消费情况全面调研

                              6 / 16



 

第一节 游泳服市场调查对象情况分析

一、性别对比分析

二、年龄结构分析

三、职业分布

第二节 游泳服消费者消费习惯调查

一、游泳服消费者购买频次调查

二、消费者对游泳服价格认同情况调查

三、消费者购买渠道情况调查

四、消费者对泳装的款式调查分析

五、消费者对已购买的泳装满意度调查分析

第三节 游泳服消费者品牌状况调查

一、消费者对各国游泳服品牌偏好调查

二、中国最受欢迎的游泳服牌分析

第四节 影响消费者选购泳装的因素调查分析

 

第七章 2016-2019年中国泳装市场竞争格局透析

第一节 2016-2019年中国泳装行业竞争现状

                              7 / 16



 

一、品牌竞争分析

二、泳装业内激烈的价格战分析

第二节 2016-2019年中国泳装市场竞争格局

一、法国泳装与中国产品激烈

二、泳装前十企业竞争力透析

第三节 2016-2019年中国泳装四大生产基地竞争状况透析

第四节 2020-2026年中国泳装行业竞争趋势分析

 

第八章 2016-2019年世界品牌泳装企业营运状况浅析

第一节 速比涛

第二节 阿瑞娜

第三节 黛安芬

第四节 阿迪达斯

 

第九章 2016-2019年中国泳装优势企业竞争力及关键性数据分析

第一节 合隆制衣（东莞）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8 / 16



 

二、企业销售收入及盈利水平分析

三、企业资产及负债情况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情况

第二节 安莉芳（中国）服装纺织纺织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销售收入及盈利水平分析

三、企业资产及负债情况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情况

第三节 卓盈丰制衣纺织(中山)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销售收入及盈利水平分析

三、企业资产及负债情况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情况

第四节 佛山市高明汇益纺织实业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销售收入及盈利水平分析

三、企业资产及负债情况分析

                              9 / 16



 

四、企业成本费用情况

第五节 佛山市顺德区思进制衣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销售收入及盈利水平分析

三、企业资产及负债情况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情况

第六节 佳达制衣（番禺）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销售收入及盈利水平分析

三、企业资产及负债情况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情况

第七节 深圳黛丽斯内衣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销售收入及盈利水平分析

三、企业资产及负债情况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情况

第八节 南京裕源纺织有限公司

                             10 / 16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销售收入及盈利水平分析

三、企业资产及负债情况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情况

第九节 罗定市华天龙制衣厂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销售收入及盈利水平分析

三、企业资产及负债情况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情况

第十节 宝生制衣（青岛）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销售收入及盈利水平分析

三、企业资产及负债情况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情况

 

第十章 2020-2026年中国泳装行业发展趋势与前景展望

第一节 2020-2026年中国泳装市场前景展望

                             11 / 16



 

第二节 2020-2026年中国泳装行业新趋势探析

一、泳装的流行新趋势

二、春夏泳装趋势热点分析

第三节 2020-2026年中国泳装行业市场预测分析

一、泳装市场供需分析

二、泳装市场价格走势分析

三、各材料游泳服所属行业进出口贸易预测分析

第四节 2020-2026年中国泳装市场盈利预测分析

 

第十一章 2016-2019年中国泳装行业市场投资环境解析

第一节 2016-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扩大内需保增长政策解析

二、中国GDP分析

三、中国汇率调整分析

四、中国CPI指数分析

五、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析

第二节 2016-2019年中国泳装市场政策环境分析

                             12 / 16



 

一、七大措施搞活流通扩大消费政策解析

二、出口退税再度调整

三、专业运动服技术规范

四、葫芦岛市工商局积极扶持泳装业发展

第三节 2016-2019年中国泳装市场社会环境分析

一、游泳成为现代流行新时尚

二、消费观念

 

第十二章 2020-2026年中国泳装行业投资战略研究

第一节 2020-2026年中国泳装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投资吸引力分析

二、区域投资潜力分析

三、与产业链相关的投资机会分析

第二节 2020-2026年中国泳装行业投资风险预警

一、宏观调控政策风险

二、市场竞争风险

三、原料供给风险

                             13 / 16



 

四、市场运营机制风险

第三节 泳装投资建议

 

泳装报告部分图表目录：

图表：2016-2019年中国合纤制针织或钩编男式游泳服出口量统计

图表：2016-2019年中国合纤制针织或钩编男式游泳服出口金额统计

图表：2016-2019年中国合纤制针织或钩编男式游泳服出口量统计

图表：2016-2019年中国合纤制针织或钩编男式游泳服出口金额统计

图表：2016-2019年中国合纤制针织或钩编男式游泳服进出口价格分析

图表：2016-2019年中国合纤制针织或钩编女式游泳服出口量统计

图表：2016-2019年中国合纤制针织或钩编女式游泳服出口金额统计

图表：2016-2019年中国合纤制针织或钩编女式游泳服出口量统计

图表：2016-2019年中国合纤制针织或钩编女式游泳服出口金额统计

图表：2016-2019年中国合纤制针织或钩编女式游泳服进出口价格分析

图表：2016-2019年中国棉制针织或钩编男式游泳服出口量统计

图表：2016-2019年中国棉制针织或钩编男式游泳服出口金额统计

图表：2016-2019年中国棉制针织或钩编男式游泳服出口量统计

                             14 / 16



 

图表：2016-2019年中国棉制针织或钩编男式游泳服出口金额统计

图表：2016-2019年中国棉制针织或钩编男式游泳服进出口价格分析

图表：2016-2019年中国棉制针织或钩编女游泳服出口量统计

图表：2016-2019年中国棉制针织或钩编女游泳服出口金额统计

图表：2016-2019年中国棉制针织或钩编女游泳服出口量统计

图表：2016-2019年中国棉制针织或钩编女游泳服出口金额统计

图表：2016-2019年中国棉制针织或钩编女游泳服进出口价格分析

图表：2016-2019年中国化学纤维制男式游泳服出口量统计

图表：2016-2019年中国化学纤维制男式游泳服出口金额统计

图表：2016-2019年中国化学纤维制男式游泳服出口量统计

图表：2016-2019年中国化学纤维制男式游泳服出口金额统计

图表：2016-2019年中国化学纤维制男式游泳服进出口价格分析

图表：2016-2019年中国化学纤维制女式游泳服出口量统计

图表：2016-2019年中国化学纤维制女式游泳服出口金额统计

图表：2016-2019年中国化学纤维制女式游泳服出口量统计

图表：2016-2019年中国化学纤维制女式游泳服出口金额统计

图表：2016-2019年中国化学纤维制女式游泳服进出口价格分析

                             15 / 16



 

图表：2016-2019年中国游泳服消费者性别对比分析

图表：2016-2019年中国游泳服消费者年龄结构分析

图表：2016-2019年中国游泳服消费者职业分布

详细请访问：https://www.hjbaogao.com.cn/

本文链接：https://www.hjbaogao.com.cn/bg/2020-05-20/542449.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16 / 16

http://www.hjbaogao.com.cn
https://www.hjbaogao.com.cn/bg/2020-05-20/542449.html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