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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保健食品是食品的一个种类，具有一般食品的共性，能调节人体的机能，适于特定人群

食用，但不能治疗疾病。保健（功能）食品在欧美各国被称为“健康食品”，在日本被称为

“功能食品”。我国保健（功能）食品的兴起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过一、二代

的发展，也将迈入第三代，即保健食品不仅需要人体及动物实验证明该产品具有某项生理调

节功能，更需查明具有该项保健功能因子的结构、含量、作用机理以及在食品中应有的稳定

形态。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12-2016年中国保健食品市场研究与投资方向研究报告》共十二章

。首先介绍了中国保健食品行业的概念，接着分析了中国保健食品行业发展环境，然后对中

国保健食品行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保健食品行业面临的机遇及

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保健食品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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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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剂型分类

三、保健品功能分类

第三节 中国保健食品的历程

一、起步阶段 

二、启动成长阶段

三、竞争发展阶段 

四、“信任危机”阶段 

五、“盘整复兴”阶段 



第二章 2011-2012年全球保健食品运行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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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人和儿童市场快速成长 

五、“亚健康”人群迅速增长的需求

第四章 2011-2012年中国保健食品业运行新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11-2012年中国保健品业运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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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功能结构不尽合理

二、迅速崛起飞快没落、波动较大

三、虚假宣传误导消费

四、产品百花齐放

五、质量水平参差不齐

第五章 2007-2011年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制造行业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07-2011年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制造行业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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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2011-2012年中国保健品市场营销策略建议

一、理性回归---从严谨的市调开始

二、产品延伸---1+1大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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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范式变革---企业角色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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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健食品竞争力体现

二、保健食品由无序竞争走向品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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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二节 宝健（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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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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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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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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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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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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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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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七节 岳阳市本草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八节 广州黄振龙凉茶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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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营养保健食品种类供需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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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2012-2016年中国营养保健食品产业投资机会与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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