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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化妆品（hu&agrave; zhuāng pǐn）：为了美化、保留或改变人的外表(例如为了表演)而

用于人体的调剂(除肥皂),或为了净、染、擦、矫正或保护皮肤、头发、指甲、眼睛或牙齿而

用的调剂。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化妆品行业深度调研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

共二十二章。首先介绍了化妆品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护肤品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护

肤品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护肤品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护肤品做了重点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护肤品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护肤品产业有个

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护肤品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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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的市场策略

二、中小企业产品开发策略

三、中小企业发展策略

 

第十八章 2020年中国化妆品市场营销分析

第一节 2020年中国化妆品行业主要市场渠道分析

一、批发市场

二、零售终端市场

三、专业市场

第二节 2020年中国化妆品市场营销概况分析

一、化妆品市场营销的十大趋势透析

二、化妆品市场微博营销悄然升温

第三节 2020年中国化妆品网络营销分析

一、化妆品网络营销的特征和优势

二、中国化妆品网络营销发展概况

第四节 2020年中国化妆品直销分析

一、化妆品直销的概述



二、化妆品直销企业&ldquo;反周期&rdquo;规律深度思考

三、我国化妆品网上直销市场销售通路的主流趋势

第五节 2020年中国化妆品专卖店经营分析

一、中国化妆品专卖店市场发展现状

二、化妆品专卖店成行业发展新趋势

三、化妆品专卖店的运营策略探讨

四、化妆品专卖店发展的前景剖析

第六节 2020年中国化妆品梯度营销渠道的策略分析

一、化妆品实行梯度营销的必要性

二、渠道梯度

三、目标消费者梯度

 

第十九章国外化妆品企业及品牌经营情况分析

第一节 法国欧莱雅（loreal）

一、集团简介

二、欧莱雅经营状况

三、卡尼尔

四、美宝莲

五、巴黎欧莱雅

六、兰蔻

七、薇姿

第二节 美国宝洁公司（procter&amp;gamble）

一、公司简介

二、宝洁经营状况

三、玉兰油

四、skii

五、沙宣

六、舒肤佳

第三节 美国安利公司（amway）

一、公司简介

二、雅姿

三、丝婷



四、雅蜜

第四节 雅诗兰黛（esteelauder）

一、公司简介

二、雅诗兰黛旗下品牌

三、雅诗兰黛公司经营状况

第五节 美国雅芳（avon）

一、公司简介

二、雅芳经营状况

三、雅芳品牌在华销售情况分析

第六节 日本资生堂（shiseido）

一、公司简介

二、资生堂经营状况

三、欧珀莱

四、思魅欧珀莱

五、uno（吾诺）

六、za

七、urara悠莱

第七节 爱茉莉集团

一、公司简介

二、爱茉莉集团经营状况

三、iope

四、兰芝

五、爱丽

六、雪花秀

第八节 英国联合利华（unilever）

一、公司简介

二、联合利华公司经营状况

三、旁氏

四、力士

 

第二十章国内化妆品重点企业关键性数据分析

第一节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二节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三节 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四节 雅芳（中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五节 天津郁美净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六节 妮维雅（上海）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七节 四川可采实业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二十一章 2022-2028年中国化妆品投资可行性分析

第一节 投资基本概况

一、化妆品的产业特性

二、化妆品产业的赢利模式剖析



三、化妆品项目投资的主要优势

四、中国渐成化妆品投资的热点市场

第二节 2022-2028年中国化妆品的投资前景分析

一、我国化妆品市场投资存在的商机

二、我国化妆品行业口服美容产品投资潜力大

三、药妆美肤品市场投资前景看好

四、芦荟化妆品的前景和开发

第三节 2022-2028年中国化妆品投资面临的问题及建议分析

二、化妆品行业投资风险因素

三、化妆品企业投资经营策略

四、中药化妆品的投资策略

 

第二十二章 化妆品行业发展前景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22-2028年中国化妆品行业的发展趋势

一、全球化妆品市场的发展趋势探析

二、绿色与有机化妆品成未来发展方向

三、未来化妆品包装向环保化发展

第二节 2022-2028年中国化妆品市场的发展潜力及预测

一、农村市场将逐渐成为重要的需求来源

二、高校化妆品市场的发展潜力巨大

三、2022-2028年中国化妆品制造行业预测分析

四、&ldquo;十三五&rdquo;时期中国化妆品行业发展目标（）

 

部分图表目录：

图表 消费购买行为分类

图表 中国化妆品制造行业从业人数

图表 2016-2020年我国化妆品制造行业产成品增长情况

图表 2016-2020年我国化妆品制造行业工业销售情况

图表 2016-2020年我国化妆品制造业总产值

图表 2016-2020年我国护肤品制造业总产值

图表 2016-2020年我国化妆品制造行业出口交货值

图表 2016-2020年我国化妆品制造行业销售成本



图表 2016-2020年我国化妆品制造行业费用分析

图表 2016-2020年我国化妆品制造行业主要盈利指标分析

图表 2016-2020年我国化妆品制造行业资产规模增长情况

图表 2020年我国美容品或化妆品及护肤品的进口数据分析

更多图表见正文&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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