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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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食品塑料包装市场发展态势与投资可行性报

告》共十一章。首先介绍了食品塑料包装行业市场发展环境、食品塑料包装整体运行态势等

，接着分析了食品塑料包装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食品塑料包装市场竞争格局。

随后，报告对食品塑料包装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食品塑料包装行业发展

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食品塑料包装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食品塑料包装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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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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食品包装业

一、全球食品包装业发展规模迅速扩大

二、塑料包装占食品包装容器市场规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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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实施多项食品包装安全标准

 

第二章 2020年中国食品塑料包装产业运行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中国GDP分析

二、消费价格指数分析

三、城乡居民收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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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六、进出口总额及增长率分析

第二节 2020年中国食品塑料包装产业的政策环境分析

一、中国正式启动食品包装全面实施市场准入制度

二、&ldquo;限塑令&rdquo;及对塑料包装行业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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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2020年中国食品塑料包装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一、塑料包装材料的回收再利用技术现状分析

二、食品包装用塑料薄膜产品的更新

 

第三章 2020年世界食品塑料包装产业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20年世界食品塑料包装行业发展状况

一、国外塑料食品包装的市场进展

二、国外市场食品包装青睐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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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界食品包装技术发展方向分析

 

第四章 2020年中国食品塑料包装产业运行形势透析

第一节 2020年中国食品包装业运行总况

一、中国食品包装行业的发展历程分析

二、中国食品包装市场规模分析

三、2020年中国食品包装业

第二节 2020年中国食品塑料包装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中国食品塑料包装市场规模分析

二、2020年中国食品饮料塑料包装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三、2020年中国食品塑料包装行业运行态势分析

四、食品塑料包装行业准入制的产业整合作用分析



五、中国首次在食品包装中用再生塑料

第三节 2020年中国食品包装用塑料的分类和应用分析

一、食品包装用塑料的主要类型及应用范围分析

二、食品塑料软包装的生产应用误区分析

三、食品包装用塑料的新品种介绍

第四节 2020年中国食品塑料包装行业存在的问题与发展对策

一、中国食品塑料包装行业存在的问题分析

二、食品塑料包装的安全卫生问题分析

三、中国食品用塑料包装行业的发展对策分析

 

第五章 2016-2020年中国食品塑料包装所属行业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16-2020年中国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所属行业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增长分析

二、从业人数增长分析

三、资产规模增长分析

第二节 2020年中国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所属行业结构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1、不同类型分析

2、不同所有制分析

二、销售收入结构分析

1、不同类型分析

2、不同所有制分析

第三节 2016-2020年中国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所属行业产值分析

一、产成品增长分析

二、工业销售产值分析

三、出口交货值分析

第四节 2016-2020年中国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所属行业成本费用分析

一、销售成本统计

二、费用统计

第五节 2016-2020年中国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所属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一、主要盈利指标分析

二、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第六章 2020年中国食品塑料包装产业市场竞争新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20年中国食品塑料包装产业竞争现状分析

第二节 2020年中国食品塑料包装产业细分竞争分析

一、中国休闲食品包装市场竞争激烈

二、中国食品包装材料的竞争分析

第三节 2020年中国食品塑料包装竞争策略分析

 

第七章中国食品塑料包装产业典型企业竞争力分析

第一节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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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二节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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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三节 杭州娃哈哈速冻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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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四节 上海格来纳亚洲塑料技术上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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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五节 宁乡振邦食品包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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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六节 云南瀚泰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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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七节 汕头市利民食品包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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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八节 北京华盾隆塑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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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九节 衡阳市鹏洋食品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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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十节 北京市京怀食品包装联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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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八章 2020年中国塑料包装机械行业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20年中国塑料机械行业运行概况

第二节 2020年中国塑料包装机械所属行业市场运行分析

一、我国塑料包装机械行业现状

二、中国吹瓶机企业要重新洗牌

三、食品塑料包装机械行业的发展

第三节 2022-2028年中国塑料包装机械前景预测

一、塑料薄膜包装机械市场前景广阔

二、真空塑料包装机械的发展趋向

三、装袋塑料包装机械发展空间大

 

第九章 2020年中国塑料包装产业运行态势透析

第一节 2020年中国塑料包装行业运行概况

一、中国塑料包装行业特点分析

二、塑料包装行业向规模化发展

三、塑料包装行业两大热点问题分析

第二节 2020年中国塑料包装市场浅析

一、塑料包装产品市场回升

二、塑料包装迅速进军啤酒市场

三、塑料包装和纸包装的竞逐

第三节 2020年中国绿色塑料包装发展浅析

一、塑料包装工业的环保要求

二、绿色塑料包装技术的进展情况

三、健康环保的塑料包装发展概况

四、生物降解塑料主导绿色塑料包装

第四节 2020年中国塑料包装产业细分市场动态分析



第五节 2020年中国塑料包装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建议

一、中国食品软塑包装的安全问题

二、中国塑料包装的环保问题

三、中国塑料包装行业的发展建议

 

第十章 2022-2028年中国食品塑料包装产业发展前景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22-2028年中国塑料包装行业前景展望分析

一、塑料包装行业调整振兴发展规划分析

二、塑料包装行业前景广阔

三、塑料无菌包装市场发展空间大

第二节 2022-2028年中国食品塑料包装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食品塑料包装业的发展方向分析

二、调味品用塑料包装发展态势

三、纳米抗菌材料在食品塑料包装行业中广泛应用

四、生物降解材料在食品包装中的应用需求增长

第三节 2022-2028年中国食品塑料包装产业规模预测分析

 

第十一章 2022-2028年中国食品塑料包装产业投资前景预测（）

第一节 2022-2028年中国食品塑料包装产业投资概况

一、食品塑料包装产业投资环境

二、食品塑料包装产业投资与在建项目

第二节 2022-2028年中国食品塑料包装产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市场竞争风险

二、环保政策风险

三、原材料价格变动风险

四、技术和产品质量风险

五、产品替代风险

第三节 2022-2028年中国食品塑料包装产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果蔬饮料塑料包装市场

二、可降解塑料包装

三、玉米塑料薄膜

四、阻透性塑料包装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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