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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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包（qi&aacute;nbāo）顾名思义是装钱的包包 ，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小包，既

适合自己的身份，又体现自己的个性。合适的钱包款式更能体现你的时尚指数。  

      国际上比较出名的钱包有：LV路易威登、CHANEL香奈儿、PRADA普拉达、GUCCI古驰

、FOZENS福盈氏、HERMES爱马仕、FENDI芬迪、DUNHILL登喜路、DIOR迪奥、金利来、

万里马、LEESIZHE里思哲等。

      钱包不仅可以把钱和银行卡、信用卡等货币工具收集到一起装在一个小包内，而且便于随

身携带使用，通常有巴掌大小。如今钱包除了以上作用外还可以是随身装饰品或当家庭照片

夹使用。     LV路易威登   ( 1854年法国,世界品牌500强,箱包和皮具领域的全球第一品牌,路易威

登(中国)商业销售有限公司 )       CHANEL香奈儿   ( 于1913年法国,世界品牌500强,世界知名奢

侈品品牌,化妆品行业著名品牌,法国香奈儿(CHANEL)公司 )       Prada普拉达   (于1913年意大利

米兰,世界顶级奢华品,以时尚而品质卓越系列产品闻名,普拉达时装商业(上海)有限公司)      

Gucci古驰   ( 始于1923年,意大利最大时装集团之一,世界著名奢侈品品牌,时尚界顶级品牌,古

驰(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       Dior迪奥   ( 始于1947年法国,代表高贵典雅生活风格精华的品牌,世

界知名品牌,克丽丝汀迪奥商业(上海)有限公司 )       COACH寇驰   (创立于1941年纽约曼哈顿,

美国受市场欢迎时间最久和最成功的皮革品牌之一,蔻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李维

斯Levi's   ( 于1853年美国,世界品牌500强,世界著名品牌,大型跨国企业,十大牛仔裤品牌,利惠商

业(上海)有限公司 )       BottegaVeneta宝缇嘉   ( BV,源于意大利的著名奢侈品品牌,以新颖独特的

皮革制品誉满全球,柏蒂&middot;温妮达(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       金利来Goldlion   (于1968年香

港,男士商务装行业影响力品牌,著名皮具品牌,上市公司,大型跨国公司,金利来(中国)有限公司) 

     七匹狼皮具   (成立于1996年,七匹狼集团旗下主力产品之一,国内皮具行业的领先品牌之一,福

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资料来源：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钱包市场竞争策略及前景发展趋势预测报告》

共十一章。首先介绍了中国钱包行业的概念，接着分析了中国钱包行业发展环境，然后对中

国钱包行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钱包行业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

。您若想对中国钱包行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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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