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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针对国内酸奶发酵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的现状，酸奶发酵剂国产化将是一条减少酸奶

生产成本，降低生产企业以及消费者负担，促进国内酸奶产业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国

外企业在最初进入后，对中国酸奶产业做出重要贡献，同时随着市场要求的变化，他们在本

土化方面也做出很多努力，比如在中国成立应用研发中心，开发后酸更弱和粘度更高的菌种

适应中国企业的要求。随着市场的发展，酸奶发酵剂国产化必然成为一个重要趋势，国产化

能够更好地提供差异化产品和服务，降低产品成本和售价，进而更全面地推广直投式酸奶发

酵剂产品的应用，提高整个行业的食品安全水平。

2009-2015年中国浓缩糖蜜发酵液（38259000）进出口数据统计表  年份 出口（千克、千美元） 

进口（千克、千美元）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2009年 21785886 1,676 34371157 804   2010年

45439414 2,449 39952039 1,029   2011年 13838710 3,456 35821000 927   2012年 3003321 2030 43704100

1118   2013年 3395395 8017 52203960 1589   2014年 ** ** ** **   2015年 ** ** ** **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酸奶发酵剂行业深度评估与投资规划建议研究报告》依

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

，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它是业内企

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

前景，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规划建议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博思数据是中国权威的产业研究机构之一，提供各个行业分析，市场分析，市场预测，行

业发展趋势，行业发展现状，及各行业、进出口，经营状况等统计数据，具体产品有行业分

析报告，市场分析报告，年鉴，名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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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11-2015年我国酸乳加工行业工业销售产值增长趋势图

图表：2011-2015年我国酸乳加工行业出口 交货值增长趋势图

图表：2011-2015年我国酸乳加工行业销售成本增长趋势图

图表：2011-2015年我国酸乳加工行业费用使用统计图

图表：2011-2015年我国酸乳加工行业主要盈利指标统计图

图表：2011-2015年我国酸乳加工行业主要盈利指标增长趋势图

图表：2011-2014年全国液体乳产量分析

图表：2015年全国及主要省份液体乳产量分析

图表：2015年全国液体乳产量集中度分析

图表：2011-2015年中国酸乳进出口数量分析

图表：2011-2015年中国酸乳进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2011-2015年中国酸乳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图表：2011-2015年中国酸乳进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图表：2016-2022年中国酸奶发酵剂市场供给情况预测分析

图表：2016-2022年中国酸奶发酵剂市场需求消费预测分析

图表：2016-2022年中国酸奶发酵剂市场进出口贸易预测分析

图表：2016-2022年中国酸奶发酵剂市场盈利预测分析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 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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