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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2022-2028年中国妇科药市场发展现状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指导性

强，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信息，

准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发展

定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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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妇科药市场发展现状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

共十七章。首先介绍了妇科药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妇科药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妇科

药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妇科药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妇科药做了重点企

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妇科药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妇科药产业有个系

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妇科药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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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科药行业发展概述

第一节 妇科病概况

一、常见妇科病

二、中国妇科病发病情况分析

三、妇科主要病症及检查方法

第二节 主要妇科病种分析

一、阴道炎

二、宫颈炎

三、子宫内膜异位症

四、乳腺增生

五、乳腺癌

六、子宫肌瘤

第三节 妇科药产业概况

一、妇科药的定义

二、妇科用药特点分析

三、妇科药的种类

四、中医妇科学的发展简史

 

第二章 中国妇科药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第一节 国内妇科药经济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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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妇科药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第二节 中国妇科药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第三章 中国妇科药行业运行动态分析

第一节 2020年全国妇科药市场分析

一、抗炎和调经用药成为治疗领域两大主力

二、妇科炎症用药鏖战有限市场空间

三、调经养血类药潜在需求激励市场成长

四、妇科血瘀证用药单品种显示垄断优势

第二节 2020年全国妇科药市场现状及问题

一、市场现状及规模

二、妇科药市场问题分析

三、妇科药市场发展对策分析

第三节 2020年对中国妇科药市场的分析及思考

一、妇科药市场特点

二、妇科药消费者教育思考

三、妇科药企业研发及营销思考

四、泡腾片市场发展潜力思考

 

第四章 中国妇科外用药市场行为分析

第一节 2020年中国妇科药市场消费群体分析

一、健康状况

二、妇科检查

三、妇科药消费者潜力分析

第二节 2020年中国消费者行为研究

一、一级消费者

二、二级消费者

三、三级消费者

 



第五章 中国妇科药消费市场动态分析

第一节 2020年妇科用药消费者分析

一、城乡OTC市场消费心理对比

二、医药市场城乡消费者需求对比研究

三、社区药品营销深度开发浅析

第二节 中国连锁药店市场分析

一、连锁药店市场分析

二、重庆和平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三、天津中新药业连锁药店

四、重庆桐君阁大药房连锁

五、深圳一致

六、四川天诚大药房

七、中联大药房

八、辽宁成大方圆

九、海王星辰

 

第六章 中国国内妇科用药医院市场分析

第一节 2020年国内奥硝唑类产品市场分析

一、产品简介

二、国内市场规模分析

三、生产企业竞争状况

四、地区销售状况分析

第二节 2020年国内奥硝唑类产品市场分析

一、产品简介

二、米非司酮类产品生产情况

第三节 2020年国内奥硝唑类产品市场分析

一、产品简介

二、国内孕三烯酮胶囊市场分析

第四节 2020年国内其他类产品市场分析

一、溴隐亭

二、替勃龙

 



第七章 国内妇科中成药零售市场分析

第一节 中国OTC市场现状与发展前景

一、中国OTC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二、中国OTC市场发展前景分析

第二节 妇儿类用药销量排行榜

第三节 2020年国内妇科中成药零售市场分析

一、妇科千金片

二、花红片

三、金鸡胶囊

四、玉清抗宫炎片

第四节 2020年OTC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八章 中国不同类型妇科用药市场分析

第一节 2020年中国妇科炎症用药分析

一、妇科炎症用药市场潜力分析

二、妇科口服抗感染药物市场发展现状

三、妇科炎症口服中成药市场分析

四、妇科炎症药物市场发展走势

第二节 2020年中国妇科肿瘤和癌症用药分析

一、全球抗肿瘤药市场发展状况

二、全球妇科肿瘤药物市场发展现状

三、妇科肿瘤用药市场潜力

四、妇科癌症用药市场结构分析

 

第九章 2022-2028年中国医药制造所属行业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22-2028年中国医药所属行业总体数据分析

一、2018年中国医药所属行业全部企业数据分析

二、2019年中国医药所属行业全部企业数据分析

三、2020年中国医药所属行业全部企业数据分析

第二节 2022-2028年中国医药所属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一、2018年中国医药所属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二、2019年中国医药所属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三、2020年中国医药所属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第三节 2022-2028年中国医药所属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一、2018年中国医药所属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二、2019年中国医药所属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三、2020年中国医药所属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第十章 中国妇科药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20年中国妇科药行业竞争状况分析

一、中国妇科药市场竞争状况

二、妇科药区域市场竞争状况

三、妇科外用药市场竞争状况

第二节 2020年中国妇科药行业竞争格局概况

一、中国妇科药市场竞争格局

二、妇科炎症用药新兴市场竞争状况

三、妇科用药产品结构调整状况

第三节 2020年中国妇科药产业研发力分析

一、中国妇科中药研制开发分析

二、国外妇科新药在中国竞争分析

 

第十一章 中国妇科药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第一节 贸易战下中国医药企业发展分析

一、中国医药企业海外竞争劣势分析

二、贸易战下中国药企海外并购发展分析

第二节 2020年中国妇科药市场品牌化发展分析

一、模糊品牌阶段

二、品牌个性打造

第三节 2020年中国妇科药企业并购整合策略分析

一、并购策略

二、整合策略

 

第十二章 中国妇科药重点企业运行分析

第一节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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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二节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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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三节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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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四节 修正药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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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五节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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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六节 广西灵峰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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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十三章 2022-2028年中国医药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一节 2022-2028年医药业发展趋势和预测分析



一、2020年全球医药市场发展预测

二、2022-2028年全球医药业发展趋势

三、2020年中国医药行业市场发展态势

四、中国医药市场竞争趋势

五、2020年中国医药业发展预测

第二节 2022-2028年中国医药业发展前景分析

一、全球贸易战对中国医药行业的影响

二、2020年医药行业发展前景

三、2020年中国医药行业发展走向

 

第十四章 2022-2028年中国妇科药行业发展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22-2028年妇科药需求与消费预测

一、市场需求趋势

二、市场竞争趋势

三、产品品牌趋势

第二节 2022-2028年中国妇科药产品市场走向

一、外用药发展趋势

二、零售市场发展趋势

 

第十五章 2022-2028年中国妇科药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分析

第一节 2022-2028年医药行业的投资特征分析

一、集中程度

二、高技术性

三、高投入性

四、高风险性

五、高收益性

六、市场进入壁垒

第二节 2020年妇科用药物行业发展机遇分析

一、8500亿元新医改带来的投资机会

二、2020年医药发展速度及其带来的投资机会

三、贸易战中中国妇科用药物企业发展机遇分析

 



第十六章 2022-2028年中国医药行业投资策略分析

第一节 贸易战下对中国医药行业影响与策略分析

一、贸易战对中国医药行业的影响

二、贸易战下中国医药市场供需分析

三、贸易战影响下中国医药企业并购策略分析

四、贸易战影响下中国医药企业整合策略分析

第二节 2022-2028年中国医药行业投资策略分析

一、医药行业保持高速增长

二、医药卫生的市场需求分析

三、2020年医药行业投资策略

 

第十七章 2022-2028年中国妇科药行业投资战略分析

第一节 贸易战下中国妇科用药物企业投资战略

一、坚守核心主业

二、构建优质渠道

三、整合优质资源

四、提升经营能力

五、明确品牌形象

六、调整市场策略

第二节 2022-2028年妇科药企业战略规划不确定性风险分析

一、客观事件的不确定性风险

二、市场的不确定性风险

三、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风险

四、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风险

五、战略规划者的主观不确定性风险

六、执行过程的不确定性风险

七、工具方法的局限性风险

八、战略规划系统的不确定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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