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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生菜叶用莴苣的俗称，又称鹅仔菜、唛仔菜、莴仔菜，属菊科莴苣属。为一年生或二年

生草本作物，叶长倒卵形，密集成甘蓝状叶球，可生食，脆嫩爽口，略甜。

生菜原产欧洲地中海沿岸，由野生种驯化而来。古希腊人、罗马人最早食用。

        生菜传入中国的历史较悠久，东南沿海，特别是大城市近郊、两广地区栽培较多，近年

来，栽培面积迅速扩大，生菜也由宾馆、饭店进入寻常百姓的餐桌。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生菜种植产业发展现状与投资战略研究报告》共十

四章。首先介绍了中国生菜种植行业市场发展环境、生菜种植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

中国生菜种植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生菜种植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生菜

种植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生菜种植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

想对生菜种植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生菜种植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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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