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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2013-2017年中国高端矿泉水行业竞争格局分析及投资价值研究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

，指导性强，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

户信息，准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

战略发展定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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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我国是人均矿泉水消费量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量还不到10升。所以

，我国矿泉水的消费市场潜力是很大的。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消费者对“健康”的重视程

度与日俱增，健康、高品质成为主要的追求，高端矿泉水正是以其纯净、无糖、低热和有益

元素含量丰富成为人们首选饮品之一，符合人们追求纯净、有益健康的饮水要求，高端矿泉

水是水中珍品，是适合长期饮用的天然健康水，更是天然的保健饮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日益提高，对饮用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有68%有人对饮用水的要求不仅是解渴，而是更加

关注品质和健康。矿泉水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饮品，超市、商场、小卖部、便利

店，它的身影无处不在。但是纵观中国目前的饮用水市场，大多数企业与品牌都把主战场放

在低端，并且经历连年价格战之后，这一市场的利润已日渐微薄，许多企业与品牌都在开始

尝试拓展新领域，饮用水市场竞争格局的改变和消费需要的拉动，国内饮用水市场赢来高端

时代。消费者对健康好水的需求更加明显，瓶装水市场高端好水的销量也逐渐上升，整体呈

现高端化趋势。2012年市场上高端水消费量势头尤为喜人，正在快速增速扩张，2015年中国

高端水市场销量将达到667千吨。

    从水源地、水质、品牌、市场地位对高端水进行规范定义，其中，人为加工水被剔除高端

水行列，水质优良，但品牌形象欠佳的品牌亦将不被列为高端水。由于目前的高端水概念混

乱，甚至时有以次充好的现象发生，长此以往，不利于行业发展。根据定义，高端水是高端

瓶装饮用水的简称，是一个产品市场术语，由于各个产品水质特点不同，不属于单独的产品

类别。目前产品主要包括：以冰川融水为补给水源的冰川矿泉水、冰川泉水；原生态水源的

优质天然矿泉水；医疗类或世界长寿地区生产的天然矿泉水、优质泉水；具有传统文化背景

的著名泉水；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处理的特种饮用水。在饮用水市场呈现利润微薄、竞争惨烈

、同质化严重的现状下，不少饮用水企业及资本纷纷将目光瞄准高利润的高端饮用水市场。

目前，在国内，跨国企业巨头如依云、洛斯巴赫等加大了高端水市场的推广力度，纷纷加大

了进军中国市场的步伐。同时，国内矿泉水厂商亦出现了西藏 5100 冰川矿泉水和昆仑山等天

然矿泉水为代表的国内高端矿泉水品牌。目前中国的饮用水市场分成高中低三个领域。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13-2017年中国高端矿泉水行业竞争格局分析及投资价值研究报告》

共十二章。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海关总署、国家经

济信息中心、中国饮料工业协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健康饮水专业委员

会、中企顾问网、国内外相关报刊杂志的基础信息以及高端矿泉水专业研究单位等公布和提

供的大量资料。

本高端矿泉水行业报告，对我国高端矿泉水的行业现状、市场各类经营指标的情况、重点企

业状况、产业竞争格局等内容进行详细的阐述和深入的分析，着重对高端矿泉水市场发展动



向作了详尽深入的分析，并根据高端矿泉水行业的发展轨迹对高端矿泉水未来的发展趋势作

了审慎的判断，为高端矿泉水产业投资者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最后阐明高端矿泉水行业的投

资空间，指明投资方向，提出研究者的战略创新建议，以供投资决策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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