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2020年中国烟草市场

供需分析与投资战略调研报告

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博思数据研究中心编制
www.bosidata.com

http://www.bosidata.com


报告报价

《2015-2020年中国烟草市场供需分析与投资战略调研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指导性强

，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信息，准

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发展定

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官方网站浏览地址：http://www.bosidata.com/qtzzh1512/728029C1IO.html

【报告价格】纸介版7000元 电子版7200元 纸介+电子7500元

【出版日期】2023-05-24

【交付方式】Email电子版/特快专递 

【订购电话】全国统一客服务热线：400-700-3630(免长话费)  010-57272732/57190630

博思数据研究中心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观。

http://www.bosidata.com/qtzzh1512/728029C1IO.html


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前言

    广义的烟草行业由农、工、商三大产业链节构成，包括烟草种植、烟叶复烤、烟草品制造

、烟草物流、烟草专卖等一系列环节。烟草行业是一个政策影响很大的垄断性行业，烟草行

业实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管理体制。 

    近十年是烟草业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烟叶生产保持稳定发展，现代烟草农业建设扎实推

进；企业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持续推进，烟草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减害降焦取得明显成

效，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运行质量明显改善，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卷烟产品由多品牌

竞争向牌号集中转变，卷烟市场逐步由销售产品向经营品牌转变，市场营销行为由依赖专卖

行政管理向服务和管理并重的模式转变。 

    2012年，我国烟草全行业实现工商利税8649亿元，同比增长15.7%；上交国家财政7166亿元

，比上年增长19%。此外，2012年卷烟产销量4950万箱。2013年全国卷烟增速比上年回落的1.1

个百分点，卷烟的销量增速比上年回落1.2个百分点，但是全年烟草行业实现的工商税利

是9559.86亿元，比上年有所增加。2014年，烟草行业工商税利达到10517.6亿元，同比增

加957.7亿元，增长10.02%；全年上缴财政总额9110.3亿元，同比增加949.1亿元，增长11.63%

。2015年1到6月份，全国烟草行业共生产卷烟2513.3万箱，下降3.11%；销售卷烟2606.0万箱，

下降2.23%。2015上半年我国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6242.4亿元，增长7.58%；上缴财政总

额4850.6亿元，增长9.55%，预计全年上缴财政将超1万亿元。

    中国卷烟市场是全球最庞大的市场，拥有近30%的全球消费者，而且主要吸食中式烤烟型卷

烟。传统上以中式烤烟型为主导的中国卷烟市场，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相对稳固。中国卷

烟在本土中长期内仍占有绝对市场优势，这种优势为中式卷烟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战

略空间和回旋余地。随着全球化进展和中国整体影响力的提升及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式卷烟

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必将逐步加大。因此，中国烟草行业趋势预测广阔。

    本烟草行业研究是博思数据公司的研究成果，通过文字、图表向您详尽描述您所处的行业

形势，为您提供详尽的内容。博思数据在其多年的行业研究经验基础上建立起了完善的产业

研究体系，一整套的产业研究方法一直在业内处于领先地位。本中国烟草行业研究报告

是2014-2015年度，目前国内最全面、研究最为深入、数据资源最为强大的研究报告产品，为

您的投资带来极大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咨询报告由博思数据公司领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监测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

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关

总署、知识产权局、博思数据提供的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我们建立联系的全



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权威统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中国烟草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烟草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

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烟草行业趋势预测分析。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

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

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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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烟草行业品牌竞争格局

2、烟草业未来竞争格局和特点

3、烟草市场进入及竞争对手分析

二、中国烟草行业竞争力分析

1、我国烟草行业竞争力剖析

2、我国烟草企业市场竞争的优势

3、民企与外企比较分析

4、国内烟草企业竞争能力提升途径

三、中国烟草产品竞争力优势分析

1、整体产品竞争力评价

2、产品竞争力评价结果分析

3、竞争优势评价及构建建议

四、烟草行业主要企业竞争力分析

1、重点企业资产总计分析

2、重点企业从业人员对比分析

3、重点企业营业收入对比分析

4、重点企业利润总额对比分析

5、重点企业综合竞争力对比分析

第三节 烟草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一、国内外烟草竞争分析

二、我国烟草市场竞争分析

三、我国烟草市场集中度分析

四、国内主要烟草企业动向

五、国内烟草企业拟在建项目分析

第四节 烟草行业并购重组分析

一、行业并购重组现状及其重要影响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三、本土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四、企业升级途径及并购重组风险分析



五、行业投资兼并与重组趋势分析

 

章 2015-2020年烟草行业领先企业经营形势分析

第一节 中国烟草企业总体发展状况分析

一、烟草企业主要类型

二、烟草企业资本运作分析

三、烟草企业创新及品牌建设

四、烟草企业国际竞争力分析

五、2015年烟草行业企业排名分析

第二节 中国领先烟草企业经营形势分析

一、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3、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4、企业发展规模分析

5、企业品牌及消费群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二、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3、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4、企业发展规模分析

5、企业品牌及消费群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三、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3、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4、企业发展规模分析

5、企业品牌及消费群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四、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3、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4、企业发展规模分析

5、企业品牌及消费群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五、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3、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4、企业发展规模分析

5、企业品牌及消费群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六、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3、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4、企业发展规模分析

5、企业品牌及消费群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七、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3、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4、企业发展规模分析

5、企业品牌及消费群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八、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3、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4、企业发展规模分析

5、企业品牌及消费群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九、安徽中烟工业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3、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4、企业发展规模分析

5、企业品牌及消费群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十、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3、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4、企业发展规模分析

5、企业品牌及消费群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第五部分 趋势预测展望

第十一章 2015-2020年烟草行业前景及投资价值

第一节 烟草行业五年规划现状及未来预测

一、&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烟草行业运行情况

二、&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烟草行业发展成果



三、烟草行业&ldquo;十三五&rdquo;发展方向预测

第二节 2015-2020年烟草市场趋势预测

一、2015-2020年烟草市场发展潜力

二、2015-2020年烟草市场趋势预测展望

第三节 2015-2020年烟草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一、2015-2020年烟草行业发展趋势

二、2015-2020年烟草市场规模预测

第四节 2015-2020年中国烟草行业供需预测

一、2015-2020年中国烟草行业供给预测

二、2015-2020年中国烟草行业产量预测

三、2015-2020年中国烟草市场销量预测

四、2015-2020年中国烟草行业需求预测

五、2015-2020年中国烟草行业供需平衡预测

第五节 影响企业生产与经营的关键趋势

一、市场整合成长趋势

二、需求变化趋势及新的商业机遇预测

三、企业区域市场拓展的趋势

四、科研开发趋势及替代技术进展

五、影响企业销售与服务方式的关键趋势

第六节 烟草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一、烟草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二、烟草行业盈利因素分析

三、烟草行业盈利模式分析

第七节 2015-2020年烟草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一、有利因素

二、不利因素

第八节 2015-2020年烟草行业投资价值评估分析

一、行业投资效益分析

1、行业活力系数比较及分析

2、行业投资收益率比较及分析

3、行业投资效益评估

二、产业发展的空白点分析



三、投资回报率比较高的投资方向

四、新进入者应注意的障碍因素

 

第十二章 2015-2020年烟草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防范

第一节 烟草行业投融资情况

一、行业资金渠道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三、兼并重组情况分析

四、烟草行业投资现状分析

第二节 2015-2020年烟草行业投资机会

一、产业链投资机会

二、重点区域投资机会

三、烟草行业投资机遇

第三节 2015-2020年烟草行业投资前景及防范

一、政策风险及防范

二、技术风险及防范

三、供求风险及防范

四、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及防范

五、关联产业风险及防范

六、产品结构风险及防范

七、其他风险及防范

第四节 中国烟草行业投资建议

一、烟草行业未来发展方向

二、烟草行业主要投资建议

三、中国烟草企业融资分析

 

第六部分 发展战略研究

第十三章 烟草行业发展战略研究

第一节 烟草行业发展战略研究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业务组合战略



四、区域战略规划

五、产业战略规划

六、营销品牌战略

七、竞争战略规划

第二节 对我国烟草品牌的战略思考

一、烟草品牌的重要性

二、烟草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三、烟草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我国烟草企业的品牌战略

五、烟草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三节 烟草经营策略分析

一、烟草市场细分策略

二、烟草市场创新策略

三、品牌定位与品类规划

四、烟草新产品差异化战略

第四节 烟草行业投资规划建议研究

 

第十四章 研究结论及发展建议

第一节 烟草行业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二节 烟草关联行业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三节 烟草行业发展建议

一、行业投资策略建议

二、行业投资方向建议

三、行业投资方式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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