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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内容
中国调研报告网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孕妇保健品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认为，**年
我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是**年以来历史第二高值。未来，二胎生育意愿也有望在未来几年持续释放。
与之对应，新增孕妇群体庞大，孕妇营养保健品的消费群体增加。
**-**年中国出生人口走势
2019-2025年中国孕妇保健品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对我国孕妇保健品行业现状、发展
变化、竞争格局等情况进行深入的调研分析，并对未来孕妇保健品市场发展动向作了详尽阐述，还根据
孕妇保健品行 业的发展轨迹对孕妇保健品行业未来发展前景作了审慎的判断，为孕妇保健品产业投资者
寻找新的投资亮点。
2019-2025年中国孕妇保健品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最后阐明孕妇保健品行业的投资空
间，指明投资方向，提出研究者的战略建议，以供投资决策者参考。
中国调研报告网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孕妇保健品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是相关
孕妇保健品企业、研究单位、政府等准确、全面、迅速了解孕妇保健品行业发展动向、制定发展战略不
可或缺的专业性报告。
第一章 中国孕妇保健品行业发展综述
1.1 行业定义及分类
1.1.1 概念及定义
1.1.2 主要产品大类
1.1.3 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1.2 孕妇保健品行业PEST模型
1.2.1 行业政治法律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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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管制与调控
1）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管理机制
2）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3）保健食品的调控性文件
（2）行业法律法规
（3）行业发展规划
1.2.2 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1）居民收入水平
（2）消费结构变化
1.2.3 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1）自我保健意识与个人营养学发展
（2）疾病护理及亚健康保健
（3）中国城市化与保健需求
（4）中国新医改政策与落实情况
（5）传统礼仪与礼品消费
1.2.4 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1.3 孕妇保健品行业波特五力模型
1.3.1 上游议价能力
（1）原料市场议价能力
（2）包装业议价能力
1.3.2 下游议价能力
1.3.3 新进入者威胁
1.3.4 替代威胁
1.3.5 行业内竞争
第二章 孕妇保健品行业产业链结构分析
2.1 孕妇保健品行业产业链环节与构成
2.2 孕妇保健品行业原料供应链解析
2.2.1 孕妇保健品行业原料结构
2.2.2 国家药监局原料使用统计数据
2.2.3 保健品植物类原料市场供给与价格走势
（1）中药材市场供给与价格走势
（2）植物提取物市场供给与价格走势
2.2.4 保健品动物类原料市场供给与价格走势
2.2.5 保健品真菌/益生菌类原料市场供给与价格走势
2.2.6 保健品生物活性物质类原料市场分析
2.3 孕妇保健品行业辅料供应链解析

孕妇保健品行业现状与发展趋势

-3-

2019-2025年中国孕妇保健品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

中国调研报告网

baogaobaogao.com

2.3.1 孕妇保健品行业辅料结构
2.3.2 食品添加剂市场供给与价格走势
2.3.3 药用辅料市场供给与价格走势
2.4 孕妇保健品行业下游流通链解析
2.4.1 零售业发展现状与需求
2019-2025年中國孕婦保健品市場調查研究及發展趨勢分析報告
（1）传统零售业发展现状与需求
（2）电子商务行业发展现状与需求
（3）直销行业发展现状与需求
2.4.2 药品零售发展现状与需求
（1）药品零售连锁发展现状
（2）孕妇保健品在药店流通渠道的发展情况
第三章 孕妇保健品所属行业运行经济指标
2014-2018年中国孕妇营养保健品市场规模走势
3.1 中国孕妇保健品发展情况综述
3.1.1 综合经营效益指标
3.1.2 盈利能力指标
3.1.3 运营能力指标
3.1.4 偿债能力指标
3.1.5 发展能力指标
3.2 中国孕妇保健品所属行业结构分析
3.2.1 综合经济指标
3.2.2 不同规模企业经济指标
3.2.3 不同性质企业经济指标
3.3 中国孕妇保健品行业供需平衡指标
3.3.1 孕妇保健品行业供给指标
（1）总产值
（2）总产值前十地区
（3）产成品
（4）产成品前十地区
3.3.2 孕妇保健品行业需求指标
（1）销售产值
（2）销售产值前十地区
（3）销售收入
（4）销售收入前十地区
2019-2025 nián zhōngguó yùnfù bǎojiàn pǐn shìchǎng tiáo chá yánji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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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í fāzhǎn qūshì fēnxī bàogào
3.3.3 孕妇保健品行业产销率
3.4 2018年孕妇保健品所属行业运营状况分析
3.4.1 2018年产业规模分析
3.4.2 2018年资本/劳动密集度分析
3.4.3 2018年孕妇保健品行业产销分析
3.4.4 2018年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3.4.5 2018年孕妇保健品行业盈亏分析
第四章 孕妇保健品所属行业主要产品市场分析
4.1 按功能属性划分的细分产品市场
4.1.1 不同功能产品结构特征
4.1.2 细分产品市场发展情况
4.2 孕妇保健品套餐市场
4.2.1 套餐功能与设计
4.2.2 套餐满足健康需求
4.2.3 套餐增值服务附加
4.2.4 主要品牌企业套餐服务情况
（1）营养师配套情况
（2）套餐类别及功能
（3）售后服务与计划
第五章 孕妇保健品所属行业市场发展与竞争分析
5.1 国际孕妇保健品市场发展及经验借鉴
5.1.1 美国孕妇保健品市场
（1）美国孕妇保健品市场结构
（2）市场发展经验借鉴
5.1.2 欧洲孕妇保健品市场
（1）欧洲孕妇保健品市场结构
（2）市场发展经验借鉴
5.1.3 日本保健品市场
（1）日本孕妇保健品市场结构
（2）市场发展经验借鉴
5.1.4 韩国保健品市场
（1）韩国孕妇保健品市场结构
（2）市场发展经验借鉴
5.2 国内孕妇保健品市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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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国内孕妇保健品市场发展与竞争
（1）产业价值链及毛利率水平
（2）产业规模的驱动增长因素
（3）产业竞争格局
（4）产业集中度
1）行业销售集中度分析
2）行业资产集中度分析
3）行业利润集中度分析
（5）不同经济类型企业特征
1）不同经济类型企业特征
2）企业经济类型集中度
5.2.2 孕妇保健品行业投资兼并与重组
（1）投资兼并与重组整合特征判断
（2）国际孕妇保健品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整合
（3）国内孕妇保健品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整合
5.2.3 孕妇保健品企业监管情况
第六章 孕妇保健品行业重点区域市场
6.1 总体区域结构特征
6.1.1 区域结构总体特征
6.1.2 区域集中度
6.1.3 区域规模指标
6.1.4 区域效益指标
6.1.5 区域企业分布
6.1.6 区域消费指标
6.2 广东省孕妇保健品市场发展
6.3 浙江省孕妇保健品市场发展
6.4 江苏省孕妇保健品市场发展
6.5 山东省孕妇保健品市场发展
6.6 北京市孕妇保健品市场发展
6.7 湖北省孕妇保健品市场发展
6.8 辽宁省孕妇保健品市场发展
6.9 河南省孕妇保健品市场发展
6.10 吉林省孕妇保健品市场发展
6.11 上海市孕妇保健品行业市场发展
第七章 孕妇保健品行业进出口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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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贸易环境及市场影响
7.1.1 国际贸易环境现状
7.1.2 孕妇保健品贸易环境现状
全文链接
：http://www.BaogaoBaogao.com/1/50/YunFuBaoJianPinHangYeXianZhuangY.html
7.1.3 孕妇保健品贸易环境发展趋势
7.2 孕妇保健品行业进出口总体情况
7.3 孕妇保健品行业出口市场
7.3.1 出口整体情况
7.3.2 出口产品结构
7.3.3 出口目的国及比重
7.3.4 出口地区及比重
7.4 孕妇保健品行业进口市场
7.4.1 进口整体情况
7.4.2 进口产品结构
第八章 孕妇保健品行业主要企业经营情况
8.1 企业总体情况
8.1.1 企业规模排序
8.1.2 企业工业总产值排序
8.1.3 企业销售收入和利润排序
8.2 传统孕妇保健品领先企业个案
8.2.1 汇仁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主营业务与产品结构
（3）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
（5）企业优劣势分析
8.2.2 深圳万基药业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主营业务与产品结构
（3）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
（5）企业优劣势分析
8.2.3 劲牌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主营业务与产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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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
（5）企业优劣势分析
8.2.4 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主营业务与产品结构
（3）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
（5）企业优劣势分析
8.2.5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主营业务与产品结构
（3）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
（5）企业优劣势分析
8.2.6 江西汪氏蜜蜂园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主营业务与产品结构
（3）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
（5）企业优劣势分析
8.2.7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主营业务与产品结构
（3）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
（5）企业优劣势分析
8.2.8 杭州民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主营业务与产品结构
（3）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
（5）企业优劣势分析
8.3 直销孕妇保健品领先企业个案
8.3.1 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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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营业务与产品结构
（3）批准直销区域与销售网络 咨询热线 010-６6181099
（4）企业经营情况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8.3.2 新时代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主营业务与产品结构
（3）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8.3.3 哈药集团有限公司
（1）集团发展简况
（2）集团组织架构
（3）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主营业务与产品结构
3）销售渠道与网络
4）主要经济指标
5）盈利能力
6）运营能力
（4）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主营业务与产品结构
3）销售渠道与网络
4）主要经济指标
5）盈利能力
6）运营能力
8.3.4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主营业务与产品结构
（3）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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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 宝健（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主营业务与产品结构
（3）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第九章 孕妇保健品行业行销模式及策略分析
9.1 行销模式发展演变
9.1.1 行销模式发展演变
9.1.2 行销模式主要结构
9.2 传统营销模式
9.2.1 药店分销模式
（1）零售药店规模与结构
1）药店数量及地区分布
2）药品销售规模
3）药店结构变化
（2）连锁零售药店规模与结构
1）药店数量规模
2）药店销售规模
3）药店竞争格局
（3）药店孕妇保健品销售情况
1）品类结构
2）品牌结构
3）销售规模
9.2.2 商超渠道分销模式
2019-2025年の中国の妊婦の健康製品市場の研究開発動向に関するレポート
9.3 直销模式
9.3.1 直销业政策与监管
9.3.2 直销牌照批准与审核
9.3.3 单层直销与多层直销解析
9.3.4 直销运作区域性发展
9.3.5 直销模式适应性分析
9.3.6 直销模式优劣势分析
9.3.7 直销模式转型与调整
（1）国外直销企业转型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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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销企业回归与结构冲突
9.3.8 典型直销企业经验借鉴
（1）安利直销模式经验借鉴
（2）雅芳直销模式经验借鉴
9.4 会议营销模式
9.4.1 会议营销操作程序
9.4.2 会议营销目标群体
9.4.3 会议营销主要企业
9.4.4 会议营销优劣势分析
9.4.5 会议营销转型与调整
9.5 电子商务模式
Report o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ese pregnant women's health
products market in 2019-2025
9.5.1 电子商务应用方式
（1）企业网上宣传
（2）网上市场调研
（3）网络分销联系
（4）网上直接销售
9.5.2 电子商务价值链构成
9.5.3 电子商务竞争格局
（1）外部竞争与发展特征
（2）内部竞争与发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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