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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内容
大蒜为百合科，其具有抑杀多种有害细菌、真菌的作用，诸如痢疾杆菌、大肠杆菌、枯草杆菌、伤
寒杆菌、白喉杆菌、霍乱弧菌，甚至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这是由于蒜体中“蒜氨酸”在特有的“蒜酶
”活化作用下起着强烈的酶反应，将蒜氨酸分解为蒜素，杀灭有害细菌、真菌。
中国大蒜行业发展回顾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9-2025年）大蒜产业已经逐步向种植规模化、生产标
准化、市场均衡化、经营产业化、产品外向化、服务网络化的方向迈进，大蒜已经成为不少地区农业结
构调整的一个新亮点，同时也是这些地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中国调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大蒜行业发展回顾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9-2025年）认为，从需求
方面看，对大蒜的需求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国内直接食用消费需求；二是出口市场需求；三是作为原料
消耗需求。最近几年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消费量的逐年增长已成事实，**-**年我国大蒜每年出口都大约
增长10万多吨，并且涌现出山东金乡及苍山、河南中牟、江苏苏州等地成为我国重要的大蒜出口基地。
**年，中国出口大蒜数量为1,545,276.6吨，比上年下降15.3%，金额为16.9亿美元，比上年下降
32.2%，平均单价为1,093.3美元/吨，比上年下降20.0%。**年我国大蒜出口量为162.6万吨。
影响大蒜价格走势的主要因素是市场的供求关系，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市场需求、自然灾害
、新蒜种植面积、市场参与者价格预期、市场资金状况和市场监管等也是影响大蒜价格走势的重要因素
。换言之，供求关系是决定大蒜价格走势的主旋律，但其他因素在一定时期内也可以共同或独立影响大
蒜市场价格的走势，大蒜市场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价格宽幅震荡是大蒜市场的主要特征之一。
预计，未来大蒜市场发展前景看好，而且将向精细加工和高附加值方向发展。
《中国大蒜行业发展回顾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9-2025年）》在多年大蒜行业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大蒜行业市场的发展现状，通过资深研究团队对大蒜市场资讯进行整理分析，并依托国家权
威数据资源和长期市场监测的数据库，对大蒜行业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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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调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大蒜行业发展回顾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9-2025年）》可以帮助
投资者准确把握大蒜行业的市场现状，为投资者进行投资作出大蒜行业前景预判，挖掘大蒜行业投资价
值，同时提出大蒜行业投资策略、营销策略等方面的建议。
第一章 2019年世界大蒜市场运行形势分析
第一节 2019年世界大蒜种植概况
一、世界大蒜种植规模与区域分布
二、世界大蒜的产量分析
三、世界大蒜研究进展
第二节 2019年世界大蒜市场运行透析
一、世界大蒜市场需求、消费分析
二、世界大蒜贸易分析
三、世界大蒜价格分析
第三节 2019-2025年世界大蒜重点区域市场分析
第四节 2019-2025年世界大蒜市场前景预测
第二章 2019年中国大蒜市场运行环境解析
第一节 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国民经济运行情况GDP
二、消费价格指数CPI、PPI
三、全国居民收入情况
四、恩格尔系数
五、工业发展形势
六、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七、中国汇率调整（人民币升值）
八、对外贸易&进出口
第二节 2019年中国大蒜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中国蔬菜政策分析
二、大蒜质量标准
三、大蒜进出口贸易政策分析
第三节 2019年中国大蒜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一、人口环境分析
二、教育环境分析
三、文化环境分析
四、生态环境分析
五、中国城镇化率
六、居民的各种消费观念和习惯

大蒜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3-

中国大蒜行业发展回顾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9-2025年）

中国调研报告网

baogaobaogao.com

第三章 2019年中国大蒜市场运行新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19年中国大蒜种植概况
一、中国大蒜种植规模与区域分布
二、中国大蒜种植新技术研究
三、中国大蒜产量分析
第二节 2019年中国大蒜市场运行态势分析
一、中国大蒜产量在全球地位分析
二、中国大蒜贮藏量分析
三、中国大蒜市场需求消费形势
第四章 2019年中国大蒜市场价格解析
第一节 历年国内大蒜价格变化汇总
一、历年国内大蒜价格走势
二、国内大蒜价格运行特点分析
第二节 国内大蒜价格最新运行态势
一、2019年国内大蒜批发价格变化
二、2019年国内大蒜价格指数分析
第三节 国内大蒜市场价格“炒作升温”评析
一、“炒作”现状
二、“炒作”缘由
三、针对国家行政干预的点评
第五章 2015-2019年中国蒜头（07032010）进出口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15-2019年中国蒜头进口数据分析
一、进口数量分析
二、进口金额分析
中国大蒜行业发展回顾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6-2020年）
第二节 2015-2019年中国蒜头出口数据分析
一、出口数量分析
二、出口金额分析
第三节 2015-2019年中国蒜头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第四节 2015-2019年中国蒜头进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一、进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二、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第六章 2015-2019年中国蒜瓣（07032090）进出口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15-2019年中国蒜瓣进口数据分析
一、进口数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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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口金额分析
第二节 2015-2019年中国蒜瓣出口数据分析
一、出口数量分析
二、出口金额分析
第三节 2015-2019年中国蒜瓣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第四节 2015-2019年中国蒜瓣进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一、进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二、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第七章 2015-2019年中国用醋或醋酸腌制的大蒜（20019010）进出口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15-2019年中国用醋或醋酸腌制的大蒜进口数据分析
一、进口数量分析
二、进口金额分析
第二节 2015-2019年中国用醋或醋酸腌制的大蒜出口数据分析
一、出口数量分析
二、出口金额分析
第三节 2015-2019年中国用醋或醋酸腌制的大蒜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第四节 2015-2019年中国用醋或醋酸腌制的大蒜进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一、进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二、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第八章 2015-2019年中国盐水简单腌制的大蒜（07119034）进出口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15-2019年中国盐水简单腌制的大蒜进口数据分析
一、进口数量分析
二、进口金额分析
第二节 2015-2019年中国盐水简单腌制的大蒜出口数据分析
一、出口数量分析
二、出口金额分析
第三节 2015-2019年中国盐水简单腌制的大蒜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中国大蒜行业发展时代顾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6-2020年）
第四节 2015-2019年中国盐水简单腌制的大蒜进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一、进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二、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第九章 2015-2019年中国干燥或脱水的大蒜（07129050）进出口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15-2019年中国干燥或脱水的大蒜进口数据分析
一、进口数量分析
二、进口金额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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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2015-2019年中国干燥或脱水的大蒜出口数据分析
一、出口数量分析
二、出口金额分析
第三节 2015-2019年中国干燥或脱水的大蒜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第四节 2015-2019年中国干燥或脱水的大蒜进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一、进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二、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第十章 2015-2019年中国蔬菜加工行业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15-2019年中国蔬菜加工行业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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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2019年中国蔬菜加工行业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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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2019年中国蔬菜加工行业产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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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2019年中国蔬菜加工行业成本费用分析
一、销售成本统计
二、费用统计
第五节 2015-2019年中国蔬菜加工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一、主要盈利指标分析
二、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第十一章 2019年中国大蒜市场竞争新格局透析
第一节 2019年中国大蒜市场竞争总况
一、中国大蒜市场竞争程度
二、我国大蒜国际竞争力的比较分析
三、中国大蒜市场竞争力研究
1、价格

-6-

大蒜市场调查报告

中国调研报告网

baogaobaogao.com

中国大蒜行业发展回顾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9-2025年）

2、品种
第二节 2019年中国大蒜市场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2019-2025年中国大蒜提升竞争力策略分析
第十二章 2019年中国大蒜及加工业制品企业运营关键性财务指标分析
第一节 金乡县宏昌果菜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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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二节 莱芜万兴果菜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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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三节 山东星发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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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四节 永年县古城腌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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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五节 永年县万森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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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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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六节 邯郸市绿尔康脱水蔬菜食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zhōngguó dàsuàn hángyè fāzhǎn huígù yǔ shìchǎng qiánjǐng yùcè
bàogào (2016-2020 ni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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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七节 苍山县北斗星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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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八节 河南凯利农产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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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九节 苍山立达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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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十节 森馨脱水食品（青岛）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咨询热线4０0-612-8668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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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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十三章 2019-2025年中国大蒜种植与加工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规避指引
第一节 2019年中国大蒜市场投资环境分析
第二节 2019-2025年中国大蒜种植与加工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大蒜区域投资潜力分析
二、与产业链相关的投资机会分析
第三节 2019-2025年中国大蒜种植与加工行业投资风险预警
一、宏观调控政策风险
二、市场竞争风险
三、原料供给风险
四、市场运营机制风险
第四节 权威专家投资建议
第十四章 2019-2025年中国大蒜种植与加工行业发展趋势与前景展望
第一节 2019-2025年中国大蒜种植与加工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一、大蒜种植经济效益预测分析
二、大蒜深加工业前景预测
第二节 2019-2025年中国大蒜种植与加工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大蒜种植与栽培技术分析
二、大蒜深加工业趋势探析
第三节 2019-2025年中国大蒜种植与加工行业市场预测分析
一、大蒜种植规模预测分析
二、大蒜种植市场供需预测分析
三、大蒜进出口贸易预测分析
第四节 中 智林 2019-2025年中国大蒜种植与加工市场盈利预测分析
图表目录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GDP总量及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月度CPI、PPI指数走势图
图表 2015-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5-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对比表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走势图
图表 2019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分季度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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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5-2019年我国全社会固定投资额走势图
图表 2015-2019年我国财政收入支出走势图
图表 2019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图表 2019年中国货币供应量月度走势图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外汇储备走势图
图表 2015-2019年央行存款利率调整统计表
……
图表 我国历年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情况统计表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5-2019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走势图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货物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走势图
图表 2015-2019年我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及自然增长率走势图
图表 2015-2019年我国总人口数量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9年人口数量及其构成
图表 2015-2019年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及普通高中招生人数走势图
图表 2015-2019年我国广播和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走势图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走势图
图表 2015-2019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走势图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蒜头进口数量分析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蒜头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蒜头出口数量分析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蒜头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蒜头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蒜头进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蒜瓣进口数量分析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蒜瓣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蒜瓣出口数量分析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蒜瓣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蒜瓣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蒜瓣进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用醋或醋酸腌制的大蒜进口数量分析
中国大蒜行业发展回顾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6- 2020年年）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用醋或醋酸腌制的大蒜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用醋或醋酸腌制的大蒜出口数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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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5-2019年中国用醋或醋酸腌制的大蒜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用醋或醋酸腌制的大蒜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用醋或醋酸腌制的大蒜进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盐水简单腌制的大蒜进口数量分析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盐水简单腌制的大蒜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盐水简单腌制的大蒜出口数量分析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盐水简单腌制的大蒜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盐水简单腌制的大蒜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盐水简单腌制的大蒜进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干燥或脱水的大蒜进口数量分析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干燥或脱水的大蒜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干燥或脱水的大蒜出口数量分析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干燥或脱水的大蒜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干燥或脱水的大蒜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干燥或脱水的大蒜进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蔬菜加工行业企业数量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蔬菜加工行业亏损企业数量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蔬菜加工行业从业人数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蔬菜加工行业资产规模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蔬菜加工行业不同类型企业数量分布图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蔬菜加工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量分布图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蔬菜加工行业不同类型企业销售收入分布图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蔬菜加工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销售收入分布图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蔬菜加工行业产成品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蔬菜加工行业工业销售产值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蔬菜加工行业出口交货值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蔬菜加工行业销售成本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蔬菜加工行业费用使用统计图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蔬菜加工行业主要盈利指标统计图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蔬菜加工行业主要盈利指标增长趋势图
图表 金乡县宏昌果菜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金乡县宏昌果菜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金乡县宏昌果菜有限责任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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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金乡县宏昌果菜有限责任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金乡县宏昌果菜有限责任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金乡县宏昌果菜有限责任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金乡县宏昌果菜有限责任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莱芜万兴果菜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莱芜万兴果菜食品加工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莱芜万兴果菜食品加工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莱芜万兴果菜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莱芜万兴果菜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莱芜万兴果菜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莱芜万兴果菜食品加工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山东星发食品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山东星发食品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山东星发食品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山东星发食品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山东星发食品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山东星发食品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山东星发食品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永年县古城腌制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永年县古城腌制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永年县古城腌制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永年县古城腌制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永年县古城腌制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永年县古城腌制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永年县古城腌制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永年县万森食品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永年县万森食品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永年县万森食品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永年县万森食品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全文链接
：http://www.BaogaoBaogao.com/C_NongYeBaoGao/01/DaSuanWeiLaiFaZhanQuShiYuCe.ht
ml
图表 永年县万森食品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永年县万森食品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永年县万森食品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邯郸市绿尔康脱水蔬菜食品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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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邯郸市绿尔康脱水蔬菜食品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邯郸市绿尔康脱水蔬菜食品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邯郸市绿尔康脱水蔬菜食品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邯郸市绿尔康脱水蔬菜食品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邯郸市绿尔康脱水蔬菜食品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邯郸市绿尔康脱水蔬菜食品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苍山县北斗星实业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苍山县北斗星实业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苍山县北斗星实业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苍山县北斗星实业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苍山县北斗星实业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苍山县北斗星实业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苍山县北斗星实业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河南凯利农产品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河南凯利农产品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河南凯利农产品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河南凯利农产品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河南凯利农产品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河南凯利农产品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河南凯利农产品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苍山立达食品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苍山立达食品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苍山立达食品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苍山立达食品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苍山立达食品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苍山立达食品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苍山立达食品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森馨脱水食品（青岛）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森馨脱水食品（青岛）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森馨脱水食品（青岛）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森馨脱水食品（青岛）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森馨脱水食品（青岛）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森馨脱水食品（青岛）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森馨脱水食品（青岛）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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