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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所谓零担货物，是指一张货物运单（一批）托运的货物重量或容积不够装一车的货物（即不

够整车运输条件）。零指的是零散的，担古代指的是扁担，在这里指的是车，零担就是不够

一扁担，即不够一车的意思。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零担物流行业发展趋势与行业前景预测报告》共十三

章。首先介绍了零担物流行业市场发展环境、零担物流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零担物

流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零担物流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零担物流做了重

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零担物流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零担物流产

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零担物流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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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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

二、日本

三、韩国

四、其他国家

第四节2021-2027年全球零担物流市场发展趋势预测解析



 

第二章2019年中国零担物流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分析（PEST分析法）

第.一节2019年中国经济环境分析

一、国民经济运行情况GDP

二、消费价格指数CPI、PPI

三、全国居民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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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零担物流品牌发展潜力前十名排名情况

第三节2019年中国零担物流市场销售策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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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松散型销售渠道

四、辅助型销售渠道

第三节2019年零担物流销售渠道管理基本要素分析

一、渠道成员组成及其作用

二、渠道结构类型及其特点

第四节2019年零担物流产品销售渠道控制五力模型研究

一、报酬力

二、强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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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知识力

五、参照力

 



第六章2019年中国零担物流市场消费者偏好深度实地调查

第.一节中国零担物流消费者收入分析

一、中国人口、人民生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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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4-2019年消费者信心指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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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包装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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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费者对行业品牌认知度宏观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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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费者经常购买的品牌调查

五、零担物流行业品牌忠诚度调查

六、零担物流行业品牌市场占有率调查

七、消费者的消费理念调研

 

第七章2014-2019年中国零担物流行业关键数据指标参考

第.一节2014-2019年中国零担物流行业主要数据监测分析



一、中国零担物流行业规模分析

二、中国零担物流行业结构分析

三、中国零担物流行业产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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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2014-2019年中国零担物流产量数据统计分析

一、中国零担物流产量数据分析

二、中国零担物流产量增长性分析

第三节2014-2019年中国零担物流进出口数据监测研究

一、中国零担物流进出口数量分析

二、中国零担物流进出口金额分析

三、中国零担物流进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第八章2019年中国零担物流主要区域与重点城市市场剖析

第.一节华北地区零担物流发展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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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北地区重点城市剖析

四、华北地区零担物流行业未来发展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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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南地区零担物流行业未来发展预测

第六节东北地区零担物流发展状况分析

一、东北地区零担物流市场容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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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2019年中国零担物流重点城市竞争分析

第四节2019年中国零担物流提升竞争力策略分析

 

第十章中国零担物流优势品牌竞争性财务指标分析

第.一节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



二、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分析

三、企业成本费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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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基本概况

二、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分析

三、企业成本费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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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基本概况

二、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分析

三、企业成本费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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