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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我国经济近年来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但是增长速度已经趋缓，我国经济现阶段呈现的

突出阶段性特征表现在&ldquo;三期叠加&rdquo;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往刺

激经济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使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居民消费水平与整体宏观经济状况

密切相关，如果我国宏观经济不景气，则会对零售行业带来不利的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的运

营。

        2019年上半年几大主力品牌的线下市场分渠道零售额占比情况来看，苏宁占比达18%，贡

献了家电线下市场的最大份额，国美位居第二，占比8.5%。而如京东等电商渠道的线下布局

还未崭露头角。

        从整体市场份额观察，上半年国内市场家电销售额累计4125亿元。其中，苏宁易购获得

了22.4%的市场份额，领跑整个家电行业，与第二名拉开较大差距。排名第二为京东，占比

为14.1%。排名第三的是天猫，占比为8%。2019年上半年家电整体市场分渠道份额情况（零售

额）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家电连锁经营行业分析与投资战略报告》共十

五章。首先介绍了中国家电连锁经营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家电连锁经营整体运行态势等，接

着分析了中国家电连锁经营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家电连锁经营市场竞争格局。

随后，报告对家电连锁经营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家电连锁经营行业

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家电连锁经营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家电连锁

经营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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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目录：

第.一章连锁经营业相关概述

第.一节连锁经营概念及内涵

一、连锁经营特点

二、连锁经营的模式

三、连锁经营的本质

四、连锁经营的四个原则

第二节连锁经营模式的定义及主要特点

一、直营连锁（RegularChain简称RC）



二、特许连锁（FranchiseChain简称FC）

三、自由连锁（VoluntanyChain简称VC）

第三节连锁经营发展

一、连锁经营体系

二、连锁经营的技术集成

三、连锁经营的管理控制

第四节连锁经营获资本青睐的8大商规

一、市场前景

二、盈利模式

三、运营团队

四、连锁模式

五、业绩指标

六、市场地位

七、扩张能力

八、管控能力

 

第二章2015-2019年中国家电产业整体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2015-2019年中国家电产业运行总况

2019年上半年几大主力品牌的线下市场分渠道零售额占比情况来看，苏宁占比达18%，贡献了

家电线下市场的最大份额，国美位居第二，占比8.5%。而如京东等电商渠道的线下布局还未

崭露头角。2019年上半年家电行业线下分渠道份额情况（零售额）

一、中国家电产业的复苏与升级

二、中国家电产业波动性分析

三、国家政策促进家电业的良性发展

四、中国三大家电产业群发展机制与模式比较

五、中国家电产业销售渠道的演变与发展

六、中国家电产业发展需求态势

第二节2015-2019年中国家电产业数据监测（电视、冰箱、空调、手机、电脑）

一、2015-2019年中国家电产业运营经济指标分析

二、2015-2019年中国家电产业部分产品产量分析

三、2015-2019年中国家电所属行业部分产品进出口数据分析

第三节2015-2019年中国家电网络市场运行解析



一、家电搜索指数

二、家电品牌关注度分析

三、家电产品分析

四、家电网民分析

五、家电销售渠道分析

第四节2015-2019年中国家电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家电产业国际化的四大瓶颈

二、中国家电品牌发展面临的困难

三、中国家电行业营销中存在的盲点

四、中国家电产业对外贸易问题探讨

第五节中国家电行业发展的措施及策略建议

一、中国家电品牌发展战略分析

二、促进中国家电行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

三、中国家电企业的主要营销策略

 

第三章2015-2019年中国家电连锁运行环境分析

第.一节2015-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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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恩格尔系数

五、工业发展形势

六、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七、财政收支状况

八、中国汇率调整（人民币升值）

九、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情况

十、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情况

十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十二、对外贸易&amp;进出口

第二节2015-2019年中国家电连锁政策分析

一、家电业新规要点解读（以旧换新、家电下乡）

二、《连锁店经营管理规范意见》



三、《家电专业店经营规范》

四、《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

五、相关产业政策影响分析

第三节2015-2019年中国家电连锁社会环境分析

一、居民消费观念

二、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

三、住房条件明显改观

四、80后结婚潮催火家电市场

 

第四章2015-2019年中国家电连锁业所属行业运营态势分析

第.一节2015-2019年国际家电连锁业运行总况

一、世界家电连锁业发展的阶段特征

二、美国家电连锁业发展状况

三、日本家电连锁行业竞争激烈

四、英国家电连锁业积极应对经济寒流

五、韩国家电连锁业价格战升级

第二节2015-2019年中国家电连锁行业现状综述

一、近十年国内家电连锁业发展演进

二、中国家电连锁业开启2.0时代

三、中国家电连锁业发展的驱动因素

四、中国家电连锁行业进入转型期

五、中国家电连锁商经营模式转变

六、中国家电连锁二三线城市家电市场现状

第三节2015-2019年中国家电连锁业动态聚焦

一、家电连锁抢滩电子商务

二、家电连锁紧密携手运营商合作日益紧密

三、家电连锁渠道商主推明码实价

第四节2015-2019年中国家电连锁业热点问题探讨

一、中国家电连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

二、中国家电连锁业面临的两大问题

三、家电连锁企业与厂商关系恶化

四、家电连锁业缺乏长期战略规化



第五节中国家电连锁行业发展的对策

一、中国家电连锁业发展壮大的建议

二、促进中国家电连锁业发展的对策

三、家电连锁的业态融合策略

 

第五章2015-2019年中国家电连锁业市场深度剖析

第.一节2015-2019年中国家电连锁市场综述

一、市场需求呈多元化家电连锁领跑优势明显

二、中国家电连锁市场格局分析

三、中国家电连锁企业发展模式面临全面分化

四、中国家电连锁首次涉足海外市场

第二节2015-2019年家电连锁三四级市场分析

一、中国家电连锁业正向三四级市场渗透

二、中国家电连锁两大巨头发力三四级市场

三、区域家电连锁企业期待合作共享三四级市场

四、家电连锁企业进军三四级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三节2015-2019年中国家电连锁市场营销解析析

一、中国家电连锁市场营销现状分析

二、家电连锁体验营销的意义及手法

三、家电连锁卖场新年营销含义及策略

四、中国家电连锁企业营销存在的不足

第四节2015-2019年中国家电连锁市场存在的问题及策略

一、家电连锁的资金面临危机

二、家电连锁利润获取不当

三、家电连锁全面占领市场有待时日

四、家电连锁应积极挖掘新的利润来源

 

第六章2015-2019年中国家电连锁的业态分析

第.一节家电连锁业态阐述

一、普通店

二、旗舰店的定义及条件

三、家电连锁主题店特征及定位



四、家电连锁&ldquo;3C+&rdquo;发展

第二节旗舰店

一、家电连锁企业开设旗舰店的原因

二、中国家电旗舰店的特征

三、家电旗舰店赢得顾客的五大理由

四、家电旗舰店开设对厂商的影响

五、家电旗舰店建设需注意的事项

六、家电旗舰店的正确定位及发展方向

七、苏宁发布首份家电旗舰店行业标准

第三节3C＋

一、家电连锁拓展3C领域的优势

二、&ldquo;3C融合&rdquo;下家电连锁业态的发展

三、3C模式使家电连锁企业与PC企业双赢

四、家电连锁经营3C业务对IT业的影响

五、第五代3C+旗舰店模式助推家电连锁业态升级

第四节家电连锁业态变化的主要方向

一、盈利模式的转变

二、连锁种类和规模的变化

三、终端推广模式概念的更新

 

第七章中国主要地区家电连锁市场的发展分析

第.一节北京

一、北京家电连锁门店的数量情况

二、北京家电连锁的销售情况

三、北京家电连锁卖场的消费信贷情况

四、北京家电连锁行业迎来开店高峰期

第二节上海

一、上海家电连锁的市场渠道

二、上海家电连锁市郊区域竞争加剧

三、世博带动上海家电连锁市场销售

四、欧洲最大家电连锁超市在上海开店

第三节深圳



一、深圳家电连锁市场经营出现变革

二、深圳家电连锁企业开始进军北京

三、深圳有望成为家电连锁业升级转型的特区

第四节广州

一、广州家电连锁经营的市场综述

二、广州家电连锁企业发展存在的瓶颈

三、广州家电连锁企业的发展对策

第五节其他地区

一、武汉家电连锁市场的发展环境

二、武汉家电连锁异业联盟的发展方式

三、安徽家电连锁的发展布局

四、江西南昌家电连锁市场的发展

 

第八章2015-2019年中国家电连锁市场竞争新格局透析

第.一节2015-2019年中国家电连锁市场竞争总况

一、家电连锁业步入寡头垄断时代

二、国内家电连锁企业形成三大阵营

三、家电连锁巨头争霸第三势力乘机崛起

第二节2015-2019年国内外家电连锁巨头竞争分析

一、外资家电连锁联手产业链，威胁国内格局

二、新整合时期中国家电连锁巨头的战略博弈

三、家电连锁巨头做圈地运动

四、家电连锁巨头转战互联网

第三节2015-2019年中国家电连锁业竞争形势分析

一、家电连锁业加快竞争模式创新

二、家电连锁企业竞争焦点转向服务

三、家电连锁企业与制造商争夺终端控制权

四、&ldquo;顺德家电&rdquo;自建渠道避开市场竞争

第四节2022-2028年中国家电连锁企业竞争对策分析

一、家电连锁业亟需提升&ldquo;服务竞争力&rdquo;

二、区域家电连锁商打造竞争力的策略分析

三、家电连锁零售商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对策



 

第九章国内外家电连锁业并购重组案例分析

第.一节百思买并购五星

一、百思买并购五星

二、百思买并购五星的原因

三、并购给五星的快速发展提供契机

四、百思买五星实施双品牌策略

第二节国美永乐合并

一、国美永乐合并进程

二、国美与永乐合并后的初步举措

三、国美永乐合并的影响分析

四、新国美八项经营策略

第三节国美托管大中

一、国美收购大中的原因

二、国美委托第三方托管大中的意义

三、国美收购大中对苏宁的影响分析

四、国美托管大中的优势及前景

第四节苏宁收购日本LAOX

一、苏宁宣布收购日本企业LAOX

二、苏宁收购LAOX的动机

三、中国家电连锁企业首次涉足国外市场

四、苏宁再度斥资1600万增持LAOX股权

第五节苏宁收购香港镭射

一、苏宁宣布收购香港电器巨头镭射

二、苏宁收购镭射的动机

三、苏宁收购镭射是国际化战略的实质起步

四、月苏宁完成收购正式进驻香港

第六节苏宁与国美并购案的总结及评述

一、家电连锁业理性并购更为稳健持久

二、国美两次并购案例的作用及经验分析

三、苏宁收购LAOX案例的不足评述

四、苏宁收购镭射案例显示企业迈入成熟扩张



 

第十章2015-2019年中国家电连锁业的经营管理研究

第.一节家电连锁业的经营管理概况

一、家电连锁业向集约化经营模式转型

二、中日家电连锁企业经营管理的差异剖析

三、中国家电连锁行业应选择规模最适化发展模式

第二节家电连锁行业供应商分析

一、供应商的分类与特点

二、供应商评价选择指标体系构建

三、供应商的跟踪动态评价

第三节家电连锁行业的供应链管理分析

一、供应链管理理论简述

二、家电零售连锁行业供应链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家电零售连锁行业供应链管理的促进策略

第四节家电连锁业经营扩张面临的主要风险及其规避措施

一、财务风险及防范措施

二、业务经营风险及防范措施

三、其它经营风险及防范措施

 

第十一章国外家电连锁巨头企业运营状况分析

第.一节百思买（BESTBUY）

一、公司概况

二、经营状况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二节电路城（CircuitCity）

一、公司概况

二、经营状况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三节日本山田电机

一、公司概况

二、经营状况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四节日本荣电集团

一、公司概况

二、经营状况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四、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五节英国DSG国际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经营状况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十二章中国家电连锁巨头企业运营财务状况分析

第.一节苏宁电器

一、公司概况2019年第.一季度苏宁易购门店统计情况

二、企业运营财务指标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二节国美电器

一、公司概况

二、企业运营财务指标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三节顺电连锁

一、公司概况

二、企业运营财务指标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四节汇银家电

一、公司概况

二、企业运营财务指标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五节大商电器

一、公司概况

二、企业运营财务指标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十三章2022-2028年中国家电连锁业前景预测

第.一节2022-2028年中国家电产业前景预测

一、中国家电行业未来发展格局

二、中国家电业发展趋势分析

三、中国家电市场品牌发展预测

四、&ldquo;十三五&rdquo;家电产业发展思路及目标

第二节2022-2028年中国家电连锁业发展展望

一、中国家电零售连锁市场发展空间大

二、中国家电连锁市场的三大趋势

三、2022-2028年中国家电连锁行业预测分析

 

第十四章2022-2028年中国家电连锁行业投资战略研究

第.一节2015-2019年中国家电连锁投资概况

一、家电连锁投资环境

二、百货和家电连锁仍是投资亮点

第二节2015-2019年中国家电连锁行业投资周期分析

一、经济周期

二、增长性与波动性

三、成熟度分析

第三节2022-2028年中国家电连锁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家电连锁投资潜力分析

二、家电连锁投资吸引力分析

第四节2022-2028年中国家电连锁行业投资风险预警

一、市场运营机制风险

二、市场竞争风险

三、金融风险

四、进退入壁垒

第五节投资建议

 

第十五章家电连锁企业管理策略建议

第.一节市场策略分析

一、家电连锁价格策略分析



二、家电连锁渠道策略分析

第二节销售策略分析

一、媒介选择策略分析

二、产品定位策略分析

三、企业宣传策略分析

第三节对我国家电连锁品牌的战略思考

一、家电连锁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二、家电连锁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三、我国家电连锁企业的品牌战略

四、家电连锁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详细请访问：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110/242083.html

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110/24208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