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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中企顾问网数据显示：2015年10月中国肥皂及合成洗涤剂制造出口交货值530,965.00千元，

同比增长8.59%；2015年1-10月中国肥皂及合成洗涤剂制造出口交货值4,979,452.00千元，同比

增长7.78%。  

 2015年1-10月中国肥皂及合成洗涤剂制造出口交货值统计表     月份   出口交货值_本月(千元)   

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_本月(%)   出口交货值(千元)   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1-2月   &mdash;

  &mdash;   869,978.00   2.65       1-3月   522,826.00   23.51   1,396,194.00   9.43       1-4月   459,058.00  

13.26   1,855,251.00   10.35       1-5月   442,494.00   14.58   2,297,747.00   11.23       1-6月   487,100.00  

-5.74   2,783,918.00   7.8       1-7月   521,090.00   -1.34   3,305,018.00   6.25       1-8月   548,408.00   15.77  

3,829,505.00   6.56       1-9月   581,070.00   8.1   4,433,467.00   7.32       1-10月   530,965.00   8.59  

4,979,452.00   7.78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肥皂市场调研及投资战略研究报告》共十六章。首先

介绍了肥皂行业市场发展环境、肥皂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肥皂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

，然后介绍了肥皂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肥皂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

了肥皂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肥皂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肥皂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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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