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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内容
据中国调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一次性纸制品行业发展监测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2025年
）显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种一次性纸制生活用品层出不穷，不断推出了许多各式各样
、用在不同场合的生活用纸。自**年以来，中国一次性纸制品的市场规模在不断扩大。**年中国一次性纸
制品的市场销市场规模突破千亿元。一次性纸制品中，消耗量最大的是卫生纸、妇女卫生巾、餐巾纸、
面巾纸，而且这几种产品的产量占整个生活用纸产量的95%左右。
《中国一次性纸制品行业发展监测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2025年）》主要研究分析了一
次性纸制品行业市场运行态势并对一次性纸制品行业发展趋势作出预测。报告首先介绍了一次性纸制品
行业的相关知识及国内外发展环境，并对一次性纸制品行业运行数据进行了剖析，同时对一次性纸制品
产业链进行了梳理，进而详细分析了一次性纸制品市场竞争格局及一次性纸制品行业标杆企业，最后对
一次性纸制品行业发展前景作出预测，给出针对一次性纸制品行业发展的独家建议和策略。中国调研报
告网发布的《中国一次性纸制品行业发展监测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2025年）》给客户提供
了可供参考的具有借鉴意义的发展建议，使其能以更强的能力去参与市场竞争。
《中国一次性纸制品行业发展监测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2025年）》的整个研究工作是
在系统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是相关一次性纸制品企业、研究单位、政府等准确、全面、迅速了
解一次性纸制品行业发展动向、制定发展战略不可或缺的专业性报告。
第一章 2018年世界一次性纸制品行业整体运营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18年世界一次性纸制品行业运行环境分析
第二节 2018年世界一次性纸制品行业市场运行格局
一、世界一次性纸制品市场特征分析
二、全球市场成人失禁用品销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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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一次性纸制品品牌综述
四、世界一次性纸制品市场动态分析
第三节 2018年世界主要国家一次性纸制品运行分析
一、美国
二、日本
三、德国
第四节 2018-2025年世界一次性纸制品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二章 2018年中国一次性纸制品市场运行环境解析
第一节 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分析
一、中国GDP分析
二、消费价格指数分析
三、城乡居民收入分析
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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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中国一次性纸制品行业人口环境分析
一、中国人口结构分析
二、中国人口出生率的变化
三、第四次中国“婴儿潮”的影响分析
四、中国女性人口变化分析
五、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六、中国家庭人口结构分析
第三节 2018年中国一次性纸制品行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分析
一、中国为环保关闭大批小型造纸厂
二、《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三、部分生活用纸产品列入出入境检验检疫商品目录
四、中国提高部分生活用纸出口退税率
第三章 2018年中国一次性纸制品市场运营新形势探析
第一节 2018年中国一次性纸制品业综述
一、金融风暴将加快行业洗牌
二、一次性纸制品市场继续稳步增长
三、国产设备水平迅速提高走向国际市场
四、一次性纸制品消费区域化差异大
第二节 2018年中国一次性纸制品行业快速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一次性纸制品成为生活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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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
三、政府环保政策的实施效果
四、销售渠道作用的充分发挥
五、卫生意识的增强
第三节 2018年中国一次性纸制品产业热点问题探讨
一、安全性是一次性纸制品市场敏感区
二、造成的环境污染严重
第四章 2013-2018年中国卫生用纸原纸产量统计分析
第一节 2017-2018年全国卫生用纸原纸产量分析
第二节 2018年全国及主要省份卫生用纸原纸产量分析
第三节 2018年卫生用纸原纸产量集中度分析
第五章 2018年中国一次性纸制品业内热点产品运营态势分析
第一节 妇女卫生巾
一、中国妇女卫生巾行业现状分析
二、卫生巾市场一路飚升
三、中国妇女卫生巾和护垫主要制造商和品牌
四、卫生巾发展步入成熟轨道
五、卫生巾企业面临的七大挑战
第二节 婴儿纸尿布
一、中国纸尿裤市场进入高速增长期
二、小纸尿裤蕴含大市场
三、金佰利看好中国纸尿裤市场
中國一次性紙製品行業發展監測分析與發展趨勢預測報告（2018-2025年）
四、全球婴儿纸尿裤市场展望
五、纸尿裤质量连年下滑
第三节 成人失禁用品
一、中国成人失禁用品市场现状
二、成人失禁用品市场在快速增长
三、全球成人失禁用品竞争激烈
四、未来成人失禁用品前景展望
第六章 2018年中国一次性纸制品细分产品进出口贸易数据监测
第一节 2013-2018年中国卫生纸、面巾纸、餐巾纸及类似纸进出口数据监测分析（48030000）
一、2013-2018年中国卫生纸、面巾纸、餐巾纸及类似纸进口数据分析
二、2013-2018年中国卫生纸、面巾纸、餐巾纸及类似纸出口数据分析
三、2013-2018年中国卫生纸、面巾纸、餐巾纸及类似纸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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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3-2018年中国卫生纸、面巾纸、餐巾纸及类似纸进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第二节 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卫生纸进出口数据监测分析（48181000）
一、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卫生纸进口数据分析
二、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卫生纸出口数据分析
三、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卫生纸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四、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卫生纸进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第三节 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纸手帕及纸面巾进出口数据监测分析（48182000）
一、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纸手帕及纸面巾进口数据分析
二、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纸手帕及纸面巾出口数据分析
三、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纸手帕及纸面巾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四、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纸手帕及纸面巾进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第四节 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纸台布及纸餐巾进出口数据监测分析（48183000）
一、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纸台布及纸餐巾进口数据分析
二、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纸台布及纸餐巾出口数据分析
三、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纸台布及纸餐巾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四、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纸台布及纸餐巾进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第五节 2013-2018年中国纸卫生巾及类似的卫生用品进出口数据监测分析（48184000）
一、2013-2018年中国纸卫生巾及类似的卫生用品进口数据分析
二、2013-2018年中国纸卫生巾及类似的卫生用品出口数据分析
三、2013-2018年中国纸卫生巾及类似的卫生用品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四、2013-2018年中国纸卫生巾及类似的卫生用品进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第七章 2018年中国一次性纸制品市场销售策略分析
第一节 中国一次性纸制品市场销售终端的基本类型
一、一次性纸制品市场各终端的基本特点
二、各类一次性纸制品终端的分布格局
三、一次性纸制品市场的主要销售模式
第二节 2018年中国一次性纸制品行业市场销售渠道分析
第三节 2018年中国一次性纸制品行业市场销售渠道的瓶颈
第四节 2018年一次性纸制品市场营销案例分析
一、安乃诗卫生巾市场推广策略
二、金佰利在中国的复活
第五节 2018年一次性纸制品市场营销策略分析
一、锁定目标人群
二、定位突出产品功能
三、实施价格覆盖
四、市场传播渠道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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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呈现清晰卖点
第八章 2018年中国一次性纸制品市场消费调查分析
第一节 消费者基本情况调查分析
第二节 一次性纸制品关注度调查分析
一、妇女卫生巾
二、婴儿纸尿布
三、成人失禁用品
第三节 一次性纸制品消费者满意度调查分析
一、品牌满意度
二、价格满意度
三、质量满意度
第四节 2018年一次性纸制品品牌构成
一、妇女卫生巾品品牌构成
二、婴儿纸尿布品品牌构成
三、成人失禁用品品品牌构成
第五节 影响消费者购买的因素分析
一、质量
二、品牌
三、价格
第九章 2018年中国一次性纸制品市场竞争格局透析
第一节 2018年中国一次性纸制品市场竞争格局
一、国际品牌的三国演义
二、婴儿卫生用品开打价格战
三、女性卫生用品原材料凸现竞争趋势
第二节 跨国日化巨头加快一次性纸制品中国市场布局
第三节 2018年中国一次性纸制品业集中度分析
一、一次性纸制品市场集中度分析
二、一次性纸制品区域集中度分析
第四节 2018-2025年中国一次性纸制品行业竞争趋势分析
第十章 2018年中国一次性纸制品重点品牌企业分析
第一节 恒安集团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zhōngguó yīcì xìng zhǐ zhìpǐn hángyè fāzhǎn jiāncè fēnxī yǔ fāzhǎn
qūshì yùcè bàogào (2018-2025 ni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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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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宝洁（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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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佰利（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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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生（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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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恒利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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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链接
：http://www.BaogaoBaogao.com/2/99/YiCiXingZhiZhiPinWeiLaiFaZhanQuS.html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六节 尤妮佳生活用品（中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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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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日美实业（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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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倍舒特妇幼用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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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唯尔福（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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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花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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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2018-2025年中国一次性纸制品市场前景展望与趋势预测
第一节 2018-2025年中国一次性纸制品行业发展前景
一、中国妇女卫生巾行业发展潜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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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婴儿纸尿裤行业发展前景
三、中国成人失禁用品行业发展前景
四、冰湿巾的发展前景
第二节 2018-2025年中国一次性纸制品市场趋势分析
一、一次性纸制品新产品趋势
二、卫生用品正朝两个趋势发展
第三节 2018-2025年中国一次性纸制品行业市场预测分析
一、妇女一次性纸制品市场预测分析
二、婴儿纸尿裤市场预测分析
三、成人失禁用品市场预测分析
第四节 2018-2025年中国一次性纸制品市场盈利预测分析
第十二章 2018-2025年中国一次性纸制品行业投资战略研究
第一节 2018年中国一次性纸制品行业投资周期分析
第二节 2018-2025年中国一次性纸制品行业投资机会分析_订 阅 电 话:4 0 0 612 ８ 66 8
一、中国纸尿裤市场商机无限
二、投资热点分析
三、与产业链相关的投资机会分析
China's disposable paper products industry development monitoring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trend forecast report (2018-2025)
第三节 2018-2025年中国一次性纸制品行业投资风险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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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研′咨询:专家投资观点
图表目录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GDP总量及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8年中国三产业增加值结构图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CPI、PPI月度走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对比图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对比表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走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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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3-2018年我国社会固定投资额走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城乡固定资产投资额对比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财政收入支出走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
图表 2018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对照表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货币供应量统计表 单位：亿元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速走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外汇储备走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外汇储备及增速变化图
图表 2018年23日中国人民币利率调整表
图表 2013-2018年央行历次调整利率时间及幅度表
图表 我国历年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情况统计表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走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货物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走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就业人数走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城镇就业人数走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及自然增长率走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总人口数量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8年人口数量及其构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城镇化率走势图
图表 2013-2018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走势图
图表 2017-2018年全国卫生用纸原纸产量分析
图表 2018年全国及主要省份卫生用纸原纸产量分析
图表 2018年卫生用纸原纸产量集中度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卫生纸、面巾纸、餐巾纸及类似纸进口数量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卫生纸、面巾纸、餐巾纸及类似纸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卫生纸、面巾纸、餐巾纸及类似纸出口数量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卫生纸、面巾纸、餐巾纸及类似纸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卫生纸、面巾纸、餐巾纸及类似纸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卫生纸、面巾纸、餐巾纸及类似纸进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卫生纸进口数量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卫生纸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卫生纸出口数量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卫生纸出口金额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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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卫生纸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卫生纸进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纸手帕及纸面巾进口数量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纸手帕及纸面巾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纸手帕及纸面巾出口数量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纸手帕及纸面巾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纸手帕及纸面巾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纸手帕及纸面巾进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纸台布及纸餐巾进口数量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纸台布及纸餐巾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纸台布及纸餐巾出口数量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纸台布及纸餐巾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纸台布及纸餐巾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小卷（张）纸台布及纸餐巾进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纸卫生巾及类似的卫生用品进口数量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纸卫生巾及类似的卫生用品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纸卫生巾及类似的卫生用品出口数量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纸卫生巾及类似的卫生用品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纸卫生巾及类似的卫生用品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纸卫生巾及类似的卫生用品进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
图表 恒安集团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恒安集团经营收入走势图
中国の使い捨て紙製品業界の開発の分析と開発動向の予測レポート（2018-2025）
图表 恒安集团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恒安集团负债情况图
图表 恒安集团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恒安集团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恒安集团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宝洁（中国）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宝洁（中国）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宝洁（中国）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宝洁（中国）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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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宝洁（中国）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宝洁（中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宝洁（中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金佰利（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金佰利（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金佰利（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金佰利（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金佰利（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金佰利（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金佰利（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强生（中国）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强生（中国）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强生（中国）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强生（中国）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强生（中国）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强生（中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强生（中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福建恒利集团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福建恒利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福建恒利集团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福建恒利集团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福建恒利集团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福建恒利集团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福建恒利集团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尤妮佳生活用品（中国）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尤妮佳生活用品（中国）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尤妮佳生活用品（中国）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尤妮佳生活用品（中国）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尤妮佳生活用品（中国）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尤妮佳生活用品（中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尤妮佳生活用品（中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全日美实业（上海）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全日美实业（上海）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全日美实业（上海）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全日美实业（上海）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全日美实业（上海）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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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全日美实业（上海）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全日美实业（上海）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北京倍舒特妇幼用品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北京倍舒特妇幼用品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北京倍舒特妇幼用品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北京倍舒特妇幼用品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北京倍舒特妇幼用品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北京倍舒特妇幼用品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北京倍舒特妇幼用品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上海唯尔福（集团）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上海唯尔福（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上海唯尔福（集团）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上海唯尔福（集团）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上海唯尔福（集团）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上海唯尔福（集团）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上海唯尔福（集团）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上海花王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上海花王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上海花王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上海花王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上海花王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上海花王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上海花王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2018-2025年中国妇女一次性纸制品市场预测分析
图表 2018-2025年中国婴儿纸尿裤市场预测分析
图表 2018-2025年中国成人失禁用品市场预测分析
图表 2018-2025年中国一次性纸制品市场盈利预测分析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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