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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1-11月份我国规模以上丝绸行业企业数量为985家，该行

业实现工业总产值748.55亿元，同比增加25.72%；资产合计706.44亿元，同比增加22.27%；实

现主营收入736.14亿元，同比增加23.04%；完成利润总额29.9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33亿元

，同比增加26.76%；完成出口交货值104.2亿元，同比增加20.91%；行业整体从业人数12.20万

人，同比增加4.25%。由此可见，丝绸行业总量增长势头良好，并为我国经济、财政、出口和

就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13-2017年中国丝绸行业竞争态势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五章

。首先介绍了丝绸相关概述、中国丝绸市场运行环境等，接着分析了中国丝绸市场发展的现

状，然后介绍了中国丝绸重点区域市场运行形势。随后，报告对中国丝绸重点企业经营状况

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丝绸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丝绸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

者想投资丝绸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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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丝绸及其产业概述 

 第一节 丝绸产业概述 

 一、丝绸行业简介及分类 

 二、丝绸产业相关概念 

 三、丝绸行业原料概述 

 四、丝绸行业的主管部门与监管体制 

 第二节 丝绸的产业链及工艺流程 

 一、丝绸的产业链流程 

 二、丝绸产业主要产品的生产流程 

 三、真丝绸产业链各环节的具体工艺流程

 

 第二章 国际丝绸行业运行现状分析 

 第一节 2011-2012年国际丝绸行业发展概况 

 一、全球蚕丝行业产地分布的变迁情况扫描 



 二、高新技术引领世界丝绸业迈向新的发展 

 三、世界丝绸品种五个更新方向 

 第二节 2011-2012年世界丝绸行业市场运行分析 

 一、世界丝绸市场运行特点分析 

 二、世界丝绸主要产品价格走势分析 

 三、世界丝绸市场竞争分析 

 第三节 2013-2017年世界丝绸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三章 世界主要国家丝绸行业运营情况分析 

 第一节 印度丝绸行业 

 一、印度丝绸发展概述 

 二、印度丝绸出口贸易分析 

 三、印度出口退税政策解读 

 第二节 泰国丝绸行业 

 一、泰国丝绸业总体形势分析 

 二、泰国丝绸国际认证情况分析 

 三、泰国丝绸及其产品向澳大利亚出口情况 

 第三节 乌兹别克斯坦丝绸行业 

 一、乌兹别克斯坦茧丝绸行业发展概况 

 二、乌兹别克斯坦蚕丝业改革 

 三、乌兹别克吸引外资大力发展丝绸产业 

 第四节 法国丝绸行业 

 一、法国茧丝绸行业的发展历程 

 二、法国茧丝绸市场格局分析 

 三、法国在丝绸产业上的主要扶持政策

 

 第四章 中国丝绸行业运行环境分析 

 第一节 国内丝绸经济环境分析

 一、GDP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三、2012年中国丝绸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第二节 中国丝绸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第五章 中国丝绸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11-2012年中国丝绸行业发展情况 

 一、中国丝绸行业发展概况 

 二、中国丝绸行业遇到的困难分析 

 三、中国丝绸行业发生的主要变化 

 第二节 2011-2012年中国丝绸行业运行情况分析 

 一、中国丝绸行业运行情况 

 二、中国丝绸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三、中国丝绸产业产、销、利同步增长 

 第三节 2011-2012年中国丝绸行业技术分析 

 一、中国丝绸行业的技术水平及特点 

 二、丝绸检测技术已取得一定的突破 

 三、技术创新为中国丝绸产业发展带来新机 

 四、丝绸产业印染及后整理技术亟需提高 

 第四节 2011-2012年中国丝绸行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丝绸业发展中面临的难题 

 二、中国丝绸企业发展所存在的主要障碍 

 三、中国丝绸制品亟待创新设计打造品牌 

 第五节 2011-2012年中国丝绸行业发展策略分析 

 一、高新技术是改造中国丝绸产业的突破口 

 二、提高中国丝绸产品质量的建议 

 三、中国茧丝绸行业发展主要措施 

 四、中国茧丝绸行业发展建议

 

 第六章 2009-2011年中国丝绸行业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09-2011年中国丝绸行业总体数据分析

 一、2009年中国丝绸行业全部企业数据分析

 二、2010年中国丝绸行业全部企业数据分析

 三、2011年中国丝绸行业全部企业数据分析

 第二节 2009-2011年中国丝绸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一、2009年中国丝绸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二、2010年中国丝绸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三、2011年中国丝绸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第三节 2009-2011年中国丝绸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一、2009年中国丝绸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二、2010年中国丝绸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三、2011年中国丝绸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第七章 中国丝绸出口形势分析 

 第一节 中国丝绸产品出口情况回顾 

 第二节 2011-2012年中国丝绸出口情况分析 

 一、中国丝绸出口和价格情况分析 

 二、中国丝制纺织品及服装纺织出口简况 

 三、中国丝绸商品出口简况 

 第三节 2011-2012年中国丝绸行业向部分国家出口情况 

 一、中国丝绸产品出口法国情况分析 

 二、新疆口岸对巴基斯坦丝绸出口活跃 

 三、中国真丝绸商品出口日本情况 

 四、中国真丝绸商品向印度出口情况分析 

 五、中国对印度真丝绸商品出口简况 

 第四节 2011-2012年中国部分地区丝绸出口情况 

 一、重庆丝绸产品出口情况 

 二、江苏吴江真丝绸出口幅度分析 

 三、浙江省丝绸出口规模分析 

 四、四川省南充市丝绸产品出口特点

 

 第八章 中国丝绸行业市场运行动态分析 

 第一节 2011-2012年中国丝绸市场发展概况 

 一、中国丝绸市场发展状况回顾 

 二、中国丝绸市场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 

 三、中国丝绸市场的竞争格局 

 四、中国真丝家坊产品成为消费新亮点 

 五、中国新型丝绸面料的开发情况 



 第二节 2011-2012年中国丝绸市场原料价格分析 

 一、印度拉动中国生丝出口价格上涨 

 二、中国茧丝价格波动简况 

 三、蚕丝价格上涨对丝绸中下游行业有较大影响 

 四、影响茧丝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 

 五、防范茧丝价格波动的几个建议 

 第三节 2011-2012年中国东方丝绸市场发展情况分析 

 一、东方丝绸市场发展概况 

 二、中国东方丝绸市场大力推进产品创新 

 三、东方丝绸市场运行情况 

 第四节 2011-2012年中国丝绸市场发展策略分析 

 一、中国丝绸市场发展对策 

 二、丝绸行业扩大内需发展对策

 

 第九章 2009-2011年中国丝绸产量统计分析 

 第一节 2009年中国丝绸产量数据分析

 一、2009年全国丝绸产量数据分析

 二、2009年丝绸重点省市数据分析

 第二节 2010年中国丝绸产量数据分析

 一、2010年全国丝绸产量数据分析

 二、2010年丝绸重点省市数据分析

 第三节 2011年中国丝绸产量数据分析

 一、2011年全国丝绸产量数据分析

 二、2011年丝绸重点省市数据分析

 

 第十章 中国丝绸市场品牌策略分析 

 第一节 2011-2012年丝绸市场品牌发展概况 

 一、中国丝绸品牌的发展与复兴 

 二、中国丝绸品牌的消费终端分析 

 三、中国第一家高档丝绸品牌专营店打开销售新模式 

 四、国内外丝绸品牌的差距 

 五、中国丝绸品牌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平台 



 第二节 2011-2012年丝绸行业高档丝绸标志的推行分析 

 一、中国高档丝绸标志在全国推行 

 二、实施高档丝绸标志的影响及措施 

 三、杭州丝绸企业借奥运商机打造国际品牌 

 第三节 2011-2012年中国实施丝绸品牌推进战略分析 

 一、透视中国实施丝绸品牌推进战略的重要性 

 二、中国政府为推进品牌战略所采取的措施 

 三、中国推进品牌战略存在的问题 

 四、加快中国丝绸品牌战略推进的对策

 

 第十一章 中国丝绸产业主要产品发展走势分析 

 第一节 蚕丝 

 一、中国蚕丝生产及出口情况 

 二、国内提高蚕丝品质的蚕学研究成果 

 三、中国蚕丝行业存在的问题 

 四、中国传统蚕丝产业的发展建议 

 第二节 真丝绸面料 

 一、江苏盛泽地区真丝面料市场分析 

 二、东方市场销售火热的几种真丝绸面料 

 三、丝绸城二款真丝面料销售较旺 

 第三节 仿真丝面料 

 一、仿真丝面料发展概况 

 二、丝绸市场仿真丝面料品种形成三大体系 

 三、东方丝绸市场仿真丝类面料热销 

 第四节 蚕丝被 

 一、蚕丝被行业发展概况 

 二、推进蚕丝被行业发展的四大突破 

 三、制约蚕丝被发展的几大瓶颈 

 四、中国蚕丝被行业发展对策 

 第五节 丝绸服装 

 一、中国丝绸服装设计的发展 

 二、丝绸服装民族化风格设计要点剖析 



 三、江苏苏州市丝绸服装发展简况及对策

 

 第十二章 中国主要地区丝绸产业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浙江丝绸业 

 一、浙江省丝绸产业经济运行分析 

 二、浙江丝绸行业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 

 三、三大措施发展杭州丝绸与女装产业 

 第二节 江苏丝绸业 

 一、江苏省茧丝绸产业运行情况分析 

 二、江苏东台市茧丝绸发展简况 

 三、江苏茧丝绸行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三节 四川丝绸业 

 一、四川茧丝绸行业发展具有的主要优势 

 二、南充丝绸业受到“零利润”的冲击 

 三、四川茧丝绸产业发展措施 

 第四节 安徽丝绸业 

 一、东桑西移为安徽茧丝绸产业发展带来机遇 

 二、安徽省蚕茧业发展热潮背后潜在的危机 

 三、安徽茧丝绸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第五节 陕西省丝绸行业 

 一、陕西省茧丝绸行业发展概况 

 二、陕西茧丝绸产业发展机遇和地理优势 

 三、陕西省茧丝绸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四、陕西茧丝绸产业发展目标及对策 

 第六节 云南丝绸业 

 一、云南“东桑西移工程”实施情况 

 二、云南实施“东桑西移”发展茧丝绸产业的成绩和经验 

 三、云南实施“东桑西移”发展茧丝绸产业主要特点 

 四、云南茧丝绸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五、云南茧丝绸产业发展的建议 

 第七节 2011-2012年其他地区丝绸行业发展状况 

 一、广东丝绸产业结构调整实施方案 



 二、广西茧丝绸产业大力发展科技创新 

 三、重庆茧丝绸产业运行情况

 

 第十三章 中国丝绸行业重点企业分析 

 第一节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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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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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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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杭州万事利丝绸印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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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达利（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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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 杭州金富春丝绸化纤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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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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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华丝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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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章 2013-2017年中国丝绸行业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13-2017年中国丝绸行业发展前景 

 一、中国丝绸产业有望迈入良好的发展机遇期 



 二、中国茧丝绸行业的发展空间广阔 

 三、中国茧丝绸行业将面临新一轮发展 

 第二节 2013-2017年中国丝绸市场发展展望 

 一、国内丝绸生产规模预测 

 二、丝绸市场需求预测 

 第三节 2013-2017年中国丝绸行业市场盈利预测分析 

 

 第十五章 2013-2017年中国丝绸行业投资环境与风险分析 

 第一节 2013-2017年中国丝绸行业投资环境 

 一、中国丝绸产业发展环境利好 

 二、中国丝绸行业投资主体的变化 

 三、巴基斯坦欢迎中国丝绸企业前去投资 

 四、进入丝绸行业的主要障碍 

 第二节 2013-2017年中国丝绸行业投资风险 

 一、国际贸易壁垒的风险 

 二、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三、新产品开发及市场化风险 

 四、行业竞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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