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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宠物 报告
对宠物行业进行了详细完善的研究,研究报告全方位的展示了宠物行业市
场发展情况。宠物研究报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海关总署、国
家商务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及国内外相关报刊杂志的基础信息等
公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宠物研究报告数据丰富及时、图文并茂，还对
国家相关产业政策进行了介绍和趋向研判，是相关生产企业、科研单位
、经销企业等单位准确了解当前市场发展动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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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宠物研究报告，对宠物进行了详细的宠物分析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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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宠物研究报告对宠物行业前景做出

                              2 / 12

http://www.hjbaoga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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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宠物产业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全球宠物产业环境分析
一、全球经济现状及影响分析
二、全球宠物经济现状
三、全球宠物产业政策监管
第二节 全球宠物市场运行概况
一、全球宠物市场新亮点
二、全球宠物消费市场分析
三、全球宠物市场动态分析
第三节 全球部分国家宠物市场动态分析
一、美国宠物市场分析
1、美国宠物业的潮流特征
2、美国的宠物文化概况
3、美国宠物业成最炙手可热产业之一
4、美国宠物市场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二、日本
1、日本宠物文化的发展概况
2、日本宠物市场不断成长完善
三、其它

 

第二章 中国宠物行业发展环境分析及展望
第一节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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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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消费物价指数情况
第二节 宠物政策分析
一、宠物政策介绍
二、宠物政策发展趋势
三、天智九韬权威专家行业政策解读
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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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宠物产业运行新形势透析
第一节 中国宠物产业运行总况
一、中国宠物市场的规模已逾百亿元
二、另类宠物的消费心理及市场分析
三、宠物连锁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
四、宠物产业竞争博弈论分析
五、宠物行业人才结构分析
第二节 我国宠物产业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一、宠物市场存在暴利
二、中国宠物市场经营的问题
三、中国宠物犬饲养成隐患
四、我国发展宠物产业的对策

 

第四章 近三年中国宠物行业运行数据统计分析 
第一节 我国宠物行业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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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宠物数量统计
二、一线城市宠物数量统计
三、猫、狗数量及比例
四、猫粮、狗粮数据及比例
五、宠物疫苗市场数据统计
第二节 我国宠物行业市场空间
一、市场特征
二、市场容量
三、市场发展空间
四、近三年中国宠物消费增长情况
第三节 中国宠物零售业区域市场分析
一、北京
二、广州、深圳
三、沈阳、大连
四、上海

 

第五章 中国宠物市场消费深度研究 
第一节 我国宠物消费市场分析
一、中国宠物市场消费新亮点呈现
二、宠物消费产业蓬勃发展
三、宠物消费层次分析
第二节 我国宠物市场发展研究
一、中国宠物行业市场化发展分析
二、宠物产业链发展分析
三、宠物消费结构分析
四、宠物市场人才需求
第三节 宠物食品市场发展研究
一、宠物食品市场概述
二、中国宠物食品市场经济型品牌占主导地位
三、中国宠物食品仍是进口宠物粮一统天下
四、中国宠物食品消费市场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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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国宠物市场调查深度调研
第一节 中国宠物饲养人群调查
一、我国宠物市场区域格局
二、目标顾客群体具体特征
三、宠物消费习惯及态度研究
四、电子宠物的目标顾客群体
第二节 中国宠物食品市场调查分析
一、我国宠物食品市场销售渠道
二、我国宠物食品市场地域分布
三、我国宠物食品市场发展策略
第三节 中国宠物食品消费者调查分析
一、宠物食品消费现状调查
二、选择宠物食品品牌的情况
三、选择宠物食品的要求

 

第七章 中国宠物细分市场运行探析
第一节 宠物细分与市场规模分析
一、宠物狗市场分析
二、宠物猫市场分析
三、宠物鸟市场分析
四、观赏鱼市场分析
五、另类宠物市场分析
第二节 宠物食品市场发展分析
一、宠物食品行业发展迅猛
二、宠物食品结构分类及营养成份
三、中国宠物饲料市场开发
四、宠物健康功能性食品业前景
第三节 中国宠物用品市场运行分析
一、中国另类宠物用品市场蕴藏商机
二、宠物假发正成为流行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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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宠物洗涤用品市场的细化趋势
四、宠物家电成家电业新增长点
第四节 中国宠物服装行业发展分析
一、宠物的发展现状
二、影响中国宠物服装发展的因素
三、国内宠物服装的经营方式及优缺点
四、当前国内宠物服装存在的问题
五、宠物服装的发展趋势
第五节 中国宠物医疗市场运行分析
一、宠物医疗市场需求大
二、宠物医疗市场监管分析
三、宠物保健品市场运作建议
四、医药巨头竞争宠物医疗市场
五、国内宠物药市场缺少制造商
六、宠物保健品成市场经济新的增长点
第六节 宠物殡葬市场发展分析
一、宠物殡葬服务发展现状及前景
二、宠物殡葬行业面临的问题分析
三、国内外现实市场及潜在市场分析
四、宠物殡葬消费者的接受性分析
五、宠物殡葬产品市场影响因素分析
第七节 中国宠物保险行业分析
一、我国的宠物保险发展现况
二、宠物医疗保险需求大
三、深圳宠物保险的发展状况
四、成都宠物险市场发展状况
五、北京宠物第三者责任险市场现状分析
六、中国宠物保险的问题分析

 

第八章 中国宠物产业竞争新格局分析 
第一节 中国宠物产业竞争总况
一、宠物产业竞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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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宠物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三、宠物行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第二节 中国宠物细分市场竞争分析
一、宠物食品
1、宠物食品市场竞争力
2、宠物食品市场畅销排名
3、宠物食品市场占有份额
二、宠物用品市场调查分析
三、宠物玩具市场调查分析

 

第九章 中国宠物产业重点企业竞争力透析
第一节 宠物食品企业
一、爱芬食品(北京)有限公司
二、丹东仁达食品有限公司
三、青岛稻进食品有限公司
四、温岭市鑫泰工艺品有限公司
五、丹东昌林食品有限公司
第二节 宠物用品企业
一、大连爱丽思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二、天津天石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三、重庆茂源实业公司
四、镇江金茂伟业工艺品有限公司
五、浙江大自然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第三节 宠物玩具企业
一、温州佩蒂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二、上海意潇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三、番禺新声橡塑胶有限公司
四、乳山市三夏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五、潍坊知成工艺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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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2012-2016年中国宠物行业前景展望与投资盈利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12-2016年中国宠物市场前景预测分析
一、越来越多人爱养宠物
二、宠物特色服务前景分析
三、我国宠物经济的市场潜力
四、宠物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第二节 2012-2016年中国宠物产业商机凸现
一、宠物经济发展商机
二、小宠物消费的商机
三、观赏鱼消费的商机
四、金融危机下宠物行业的商机
第三节 2012-2016年中国宠物产业细分产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宠物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二、宠物药品投资机会分析
三、宠物美容用具投资机会
四、宠物殡葬投资机会分析
五、宠物服装投资机会分析
六、宠物清洁行业投资分析

 

第十一章 2012-2016年中国宠物投资蓝海与可行性研究 
第一节 宠物服装店投资策略分析
一、市场前景
二、投资分析
三、投资策略
第二节 宠物婚介服务中心投资策略分析
第三节 宠物“托养所”投资策略分析
第四节 宠物美容院投资策略分析
第五节 宠物写真馆投资策略分析
第六节 宠物医院投资策略分析
第七节 宠物餐厅投资策略分析
第八节 宠物“殡仪馆”投资策略分析
第九节 宠物洗澡店投资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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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2012-2016年中国宠物行业投资风险预警 
第一节 2012-2016年中国另类宠物经营风险分析
一、政策风险
二、选址风险
三、运输和养殖风险
四、意外伤害风险
第二节 2012-2016年中国纯种宠物投资风险及策略
一、运输风险及化解策略
二、健康风险及化解策略
三、营销风险及化解策略
四、投资宠物的注意事项

 

第十三章 2012-2016年中国宠物产业新趋势探析 
第一节 2012-2016年中国宠物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一、宠物消费呈现出时尚化发展趋势
二、中国犬业发展新趋势
第二节 2012-2016年中国宠物用品行业技术趋势分析
一、产品设计定位更准确
二、宠物用品多样化趋势分析
三、使用便捷性趋势分析

 

第十四章 2012-2016年中国宠物产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一节 提高宠物企业竞争力的策略
一、专业店员
二、货品品质
三、口碑效应
第二节 对我国宠物品牌的战略思考
一、品牌战略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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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宠物品牌的特性和作用
三、宠物品牌的价值战略

 

第十五章 宠物行业SWOT和市场供需分析
第一节 宠物行业SWOT分析
一、宠物行业优势分析
二、宠物行业劣势分析
三、宠物行业机会分析
四、宠物行业威胁分析
第二节 2012-2016年中国宠物市场供需状况
一、宠物市场供给预测分析
二、宠物市场需求预测分析
第三节 2012-2016年宠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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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宠物行业投资前景和风险预警研究
第一节 宠物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宠物行业需求增长投资机会分析
二、宠物行业区域市场投资机会分析
第二节 宠物行业内部风险分析
一、宠物行业市场竞争风险分析
二、宠物行业技术水平风险分析
三、宠物行业企业经营风险分析
四、宠物行业企业出口风险分析
五、宠物行业自身发展周期风险分析
第三节 宠物行业外部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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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宠物行业国际宏观经济环境风险分析
二、宠物行业国内宏观经济环境风险分析
三、宠物行业国内外行业政策风险分析
四、宠物行业替代品行业发展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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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请访问：https://www.hjbaogao.com.cn/

本文链接：http://www.hjbaogao.com.cn/bg/2012-07-18/813.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12 / 12

http://www.hjbaogao.com.cn
http://www.hjbaogao.com.cn/bg/2012-07-18/813.html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