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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番茄酱行业分析及发展投资调研报告》介绍了番茄酱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番茄酱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番茄酱行业的现状、中国番茄酱行业竞

争格局、对中国番茄酱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番茄酱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

测。您若想对番茄酱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番茄酱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

要工具。

    番茄酱是鲜番茄的酱状浓缩制品。呈鲜红色酱体，具番茄的特有风味，是一种富有特色的

调味品，一般不直接入口。番茄酱由成熟红番茄经破碎、打浆、去除皮和籽等粗硬物质后，

经浓缩、装罐、杀菌而成。番茄酱常用作鱼、肉等食物的烹饪佐料，是增色、添酸、助鲜、

郁香的调味佳品。番茄酱的运用，是形成港粤菜风味特色的一个重要调味内容。

    番茄酱，tomato paste，或称茄汁，是一种一般用成熟的番茄制作的、常用的调味品。番茄

酱的基本原料是番茄、醋、糖、盐、众香子、丁香，肉桂、洋葱、芹菜和其它蔬菜也常常被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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