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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我国长江流域以南各地夏季炎热，月平均温度常在28℃以上，最高达35℃以上，许多喜温而

不耐热的蔬菜和喜冷凉的秋冬菜在七、八月间均不能正常生长，致使7-9月蔬菜市场供应不足

，出现菜价高，花色品种少的淡季。而高山气候比平原凉爽，常与平原、丘陵地区形成一个

明显的季节差，利用这个气候差异，再选择运销对路、耐热、耐早、抗病、耐贮运的强势品

种，合理安排茬口，使采收期安排在7-9月间，则可获得最大的社会及经济效益，是改善平原

地区夏季蔬菜淡季的供应、使山区农民无须背井离乡打工就可致富的一条重要渠道。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高山反季节蔬菜行业发展态势与行业前景预测报告》共

十四章。首先介绍了高山反季节蔬菜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高山反季节蔬菜

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对中国高山反季节蔬菜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

国高山反季节蔬菜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高山反季节蔬菜有个系统的了解或

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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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