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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19年1-5月中国出口蔬菜341万吨，同比增长10%；2013-2017年中国蔬菜出口数量情况，年

均复合增长率为4.42%。2013-2019年中国蔬菜出口量及增长走势   2019年1-4月中国蔬菜出口金

额为50亿美元，同比微增0.2%；2013-2017年中国蔬菜出口金额情况，年均复合增长率为9.93%

。2013-2019年中国蔬菜出口金额及增长走势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蔬菜市场深度分析与市场供需预测报告》共十五章。

首先介绍了中国蔬菜行业市场发展环境、蔬菜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蔬菜行业市

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蔬菜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蔬菜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

析，最后分析了中国蔬菜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蔬菜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

想投资中国蔬菜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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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圆白菜种植费用和用工情况

（二）大中城市圆白菜种植费用和用工情况



四、圆白菜种植成本收益分析

（一）全国圆白菜种植成本收益

（二）大中城市圆白菜种植成本收益

五、圆白菜市场价格发展态势分析

第八节豆角种植规模及成本收益分析

一、豆角种植面积及产量分析

二、豆角种植化肥投入分析

（一）全国豆角种植化肥投入

（二）大中城市豆角种植化肥投入

三、豆角种植费用和用工情况

（一）全国豆角种植费用和用工情况

（二）大中城市豆角种植费用和用工情况

四、豆角种植成本收益分析

（一）全国豆角种植成本收益

（二）大中城市豆角种植成本收益

五、豆角市场价格发展态势分析

第九节马铃薯种植规模及成本收益分析

一、马铃薯种植化肥投入分析

（一）全国马铃薯种植化肥投入

（二）大中城市马铃薯种植化肥投入

二、马铃薯种植费用和用工情况

（一）全国马铃薯种植费用和用工情况

（二）大中城市马铃薯种植费用和用工情况

三、马铃薯种植成本收益分析

（一）全国马铃薯种植成本收益

（二）大中城市马铃薯种植成本收益

四、马铃薯市场价格发展态势分析

第十节菜花种植规模及成本收益分析

一、菜花种植化肥投入分析

（一）全国菜花种植化肥投入

（二）大中城市菜花种植化肥投入

二、菜花种植费用和用工情况



（一）全国菜花种植费用和用工情况

（二）大中城市菜花种植费用和用工情况

三、菜花种植成本收益分析

（一）全国菜花种植成本收益

（二）大中城市菜花种植成本收益

四、菜花市场价格发展态势分析

 

第十章中国蔬菜行业产业链发展分析

第.一节蔬菜行业产业链发展概述

第二节蔬菜行业上游产业发展分析

一、蔬菜种子行业发展分析

（一）种子行业供需分析

（二）蔬菜种子细分品种

（三）蔬菜种子费用分析

（四）蔬菜部分种子价格

二、蔬菜化肥行业发展分析

（一）化肥行业供需分析

（二）全国蔬菜化肥投入分析

（三）大中城市蔬菜化肥投入

（四）蔬菜化肥产品需求结构

（五）化肥产品市场价格

三、蔬菜农药行业发展分析

（一）农药行业供需分析

（二）农药行业发展规划

（三）蔬菜农药费用分析

（四）农药产品市场价格

第三节蔬菜行业下游需求发展分析

一、蔬菜加工行业发展分析

二、农产品流通及批发市场分析

（一）农产品物流总额分析

（二）农批市场投资建设情况

（三）蔬菜流通运销局面分析



三、生鲜超市经营情况分析

（一）连锁零售百货超市情况

（二）生鲜超市经营趋势分析

 

第十一章2013-2019年中国蔬菜行业区域发展状况分析

第.一节山东省

一、蔬菜播种面积情况统计

二、蔬菜总体产量情况分析

三、蔬菜加工行业发展分析

四、蔬菜产业未来发展规划

第二节河北省

一、蔬菜播种面积情况统计

二、蔬菜总体产量情况分析

三、蔬菜加工行业发展分析

四、蔬菜产业现状及未来规划

第三节河南省

一、蔬菜播种面积情况统计

二、蔬菜总体产量情况分析

三、蔬菜加工行业发展分析

四、蔬菜产业现状及未来规划

第四节江苏省

一、蔬菜播种面积情况统计

二、蔬菜总体产量情况分析

三、蔬菜加工行业发展分析

第五节四川省

一、蔬菜播种面积情况统计

二、蔬菜总体产量情况分析

三、蔬菜加工行业发展分析

四、蔬菜业产业未来相关规划

第六节广东省

一、蔬菜播种面积情况统计

二、蔬菜总体产量情况分析



三、蔬菜加工行业发展分析

四、蔬菜保险试点工作进展

五、蔬菜业产业未来相关规划

第七节湖北省

一、蔬菜播种面积情况统计

二、蔬菜总体产量情况分析

三、蔬菜加工行业发展分析

四、蔬菜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五、蔬菜业产业未来相关规划

第八节湖南省

一、蔬菜播种面积情况统计

二、蔬菜总体产量情况分析

三、蔬菜加工行业发展分析

四、蔬菜业产业未来相关规划

 

第十二章中国蔬菜行业发展策略分析

第.一节中国生鲜蔬菜供应链优化策略

一、有效的整合生产组织成员

二、全程冷藏运输各节点无缝衔接

三、构建生鲜蔬菜物流信息平台

四、建立健全蔬菜质量监督管理系统

四、蔬菜农药新标准的实施

第二节中国蔬菜农药残留问题与对策分析

一、中国蔬菜农药残留现状分析

二、中国蔬菜农药残留超标原因分析

三、中国蔬菜农药残留常规去除方法

四、中国蔬菜农药残留问题解决途径

第三节提高中国蔬菜国际竞争力策略

一、科学规划蔬菜产业战略布局

二、提升蔬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

三、加大政府拓展蔬菜市场的力度

四、加强蔬菜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建设



第四节促进中国蔬菜出口发展的对策分析

一、尽快建立蔬菜贸易信息中心

二、建立健全中国蔬菜标准体系

三、改变传统生产模式和经营策略

四、充分利用国际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五、提高蔬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

 

第十三章中国蔬菜产业重点领先企业发展状况分析

第.一节山东神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五、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第二节青岛芳野食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三、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第三节山东神大食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三、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第四节高密龙河食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五、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第五节莱阳市远洋食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三、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第六节莱芜万兴果菜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五、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第七节山东绿润食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五、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第八节烟台宏昌食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三、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第九节福建省闽中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五、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第十节湖南省华容县田丰菜业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五、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第十四章2020-2026年中国蔬菜产业发展前景及趋势分析

第.一节2020-2026年中国蔬菜产业发展趋势

一、新品种与新技术将不断涌现

二、产业布局将呈现差异化发展特点

三、高效安全标准化生产技术将普遍应用

四、蔬菜市场前景与竞争力分析

第二节2020-2026年中国蔬菜行业流通发展趋势

一、超市将成为主要的蔬菜零售终端

二、纵向联合是蔬菜主体关系的新趋势

三、蔬菜拍卖和电子交易逐渐兴起

第三节2020-2026年中国蔬菜行业发展预测分析

一、2020-2026年世界蔬菜产量预测

二、2020-2026年中国蔬菜播种面积预测

三、2020-2026年中国蔬菜产量预测

第四节未来中国蔬菜重点发展区域

 

第十五章2020-2026年中国蔬菜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分析

第.一节2020-2026年中国蔬菜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中国蔬菜旅游资源投资潜力分析

二、中国水生蔬菜具有良好发展潜力

三、蔬菜连锁加盟店投资潜力分析

第二节2020-2026年中国蔬菜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政策风险

二、市场风险

三、技术风险

四、信息风险

五、天气风险

第三节2020-2026年中国蔬菜行业投资策略

一、优化蔬菜生产的品种结构

二、实施蔬菜品牌发展战略

三、发展重点蔬菜旅游业类型



四、积极投资城郊蔬菜种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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