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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洗衣液行业在我国发展起步较晚，行业市场规模增长迅速，同时生产厂家整体数量较少，

行业利润空间大，可以看出洗衣液行业正从初创期发展进入成长期，具有良好的投资价值与

机遇。  

     2015年我国洗衣液行业的产量达到804百万千克，同时洗衣液行业的销量达到786百万千克

。

 2013-2015年我国洗衣液行业产量规模走势

 2013-2015年我国洗衣液行业销量规模走势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洗衣液行业监测及发展前景评估报告》共十章。首先

介绍了洗衣液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洗衣液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洗衣液行业市场运行

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洗衣液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洗衣液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最后分析了洗衣液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洗衣液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

投资洗衣液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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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河北省洗衣液市场发展情况

8.10.1 河北省洗衣液市场消费环境分析

（1）总体经济概况



（2）居民消费价格水平

（3）居民收支状况

8.10.2 河北省洗衣液市场经济运行分析

（1）行业产销概况

（2）行业产量概况

8.10.3 河北省洗衣液市场发展前景预测

8.11 河南省洗衣液市场发展情况

8.11.1 河南省洗衣液市场消费环境分析

（1）总体经济概况

（2）居民消费价格水平

（3）居民收支状况

8.11.2 河南省洗衣液市场经济运行分析

（1）行业产销概况

（2）行业产量概况

8.11.3 河南省洗衣液市场发展前景预测

8.12 湖北省洗衣液市场发展情况

8.12.1 湖北省洗衣液市场消费环境分析

（1）总体经济概况

（2）居民消费价格水平

（3）居民收支状况

8.12.2 湖北省洗衣液市场经济运行分析

（1）行业产销概况

（2）行业产量概况

8.12.3 湖北省洗衣液市场发展前景预测

 

第九章 中国洗衣液领先品牌企业经营分析

9.1 洗衣液品牌总体发展状况分析

9.1.1 洗衣液行业品牌和企业

9.1.2 洗衣液行业企业规模

9.2 重点洗衣液品牌企业个案分析

9.2.1 蓝月亮（中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3）企业销售及营收情况分析

（4）企业销售渠道及网络

（5）企业品牌推广及促销策略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9.2.2 广州宝洁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3）企业销售及营收情况分析

（4）企业销售渠道及网络

（5）企业品牌推广及促销策略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9.2.3 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3）企业销售及营收情况分析

（4）企业销售渠道及网络

（5）企业品牌推广及促销策略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9.2.4 威莱（广州）日用品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3）企业销售及营收情况分析

（4）企业销售渠道及网络

（5）企业品牌推广及促销策略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9.2.5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3）企业销售及营收情况分析

（4）企业销售渠道及网络

（5）企业品牌推广及促销策略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9.2.6 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3）企业销售及营收情况分析

（4）企业销售渠道及网络

（5）企业品牌推广及促销策略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第十章 中国洗衣液行业发展趋势及投资分析（ZY GXH）

10.1 洗衣液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10.1.1 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1）品牌壁垒

（2）技术壁垒

（3）资金壁垒

（4）渠道壁垒

10.1.2 行业季节特征分析

10.1.3 行业经营模式分析

10.1.4 行业盈利因素分析

10.2 洗衣液行业发展趋势与前景预测

到2021年我国洗衣液行业的利润总额预计将达到55.6亿元。

 2017-2022年洗衣液行业利润总额预测

 

10.2.1 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策略建议

（1）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2）行业发展策略建议

10.2.2 洗衣液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1）行业技术发展趋势分析

（2）行业产品结构发展趋势分析

（3）行业市场营销趋势分析

（4）行业产品应用领域发展趋势

10.2.3 洗衣液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1）洗衣液总产量预测

（2）洗衣液国内需求预测

（3）洗衣液出口前景预测

10.3 洗衣液行业投资现状及建议

10.3.1 洗衣液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10.3.2 洗衣液行业投资机遇分析

10.3.3 洗衣液行业投资风险警示

10.3.4 洗衣液行业投资策略建议 （ZY GX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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