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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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装，是衣服鞋包及装饰品等的总称，多指衣服。在国家标准中对服装的定义为:缝制，

穿于人体起保护和装饰作用的产品，又称衣服。

        服装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就已出现，当时古人将一些材料做成粗陋的&ldquo;衣

服&rdquo;，穿在身上。人类最初的衣服多用兽皮，而裹身的最早&ldquo;织物&rdquo;是用麻

和草等纤维制成。对社会来说，服装已经是遮体、装饰的生活必需品，不仅仅为穿，还是一

个身份、一种生活态度、一个展示个人魅力的表现。

        2019 年以来，受中美贸易战和去杠杆政策影响，服装零售整体表现低迷，2019 年各月份

服装零售同比增长都低于社零增速，4 月和 10 月甚至出现负增长，全年同比增长2.9%，增速

同比下滑 5.01pct。所以，服装行业在大消费体系中存量大，但是增速低于平均值，显示出服

装行业进入了相对存量竞争的阶段。2019年 以来我国服装零售额增速放缓数据来源：公开资

料整理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服装市场发展态势与投资分析报告》共十三

章。首先介绍了服装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服装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服装行业市场运

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服装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服装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最后分析了服装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服装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服

装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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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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国服装业产业市场营销策略探讨

第一节 中国服装产业市场营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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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装专卖店视觉营销的主要原则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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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2019年中国服装业行业消费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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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品名称

五、商标

六、商品价格

七、商品广告

八、消费者收入

第三节 2019年我国服装业市场消费需求分析

一、我国服装业市场消费需求情况



二、服装业消费市场调查

三、服装业外销市场消费需求预测

 

第九章 2019年中国服装业产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19年中国服装业产业竞争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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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中国服装业产业主体企业竞争力分析

第一节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述（企业、产品分布） 

二、销售渠道与网络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发展优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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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述（企业、产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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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发展优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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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述（企业、产品分布） 

二、销售渠道与网络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发展优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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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2022-2028年中国服装业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22-2028年世界及中国服装行业发展趋势

一、世界服装业的六大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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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服装业发展逐渐呈出四大趋势

四、中国女装产品发展趋势

女装行业作为服装行业的重要分支，2019年中国女装行业的销量也有所上升，且增加幅度大

于整体服装行业的增幅，销量的增加意味着女装行业市场需求的回暖，市场规模进一步增大

。我国女装行业市场规模在2017年达到约9232亿元，同比增长5.8%，增速有所增加。2018年女



装市场规模约为9739亿元左右，2019年我国女装行业市场规模10000亿元。2013-2019年中国女

装市场规模趋势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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