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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洗衣粉行业市场运营状况分析分析与投资规划建议咨询

研究报告》介绍了洗衣粉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洗衣粉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洗衣粉行业

的现状、中国洗衣粉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洗衣粉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洗

衣粉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洗衣粉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洗衣粉行业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第一章 洗衣粉市场相关概述 　　第一节 洗涤剂介绍 　　　　一、洗涤剂的主要成分 　　　

　二、洗涤剂的种类 　　　　三、洗涤剂的去污原理 　　第二节 洗衣粉介绍 　　　　一、

洗衣粉的成份 　　　　二、洗衣粉的分类 　　　　三、国内外洗衣粉生产工艺 　　第三节 

洗衣粉与环保问题 　　　　一、洗涤剂表面活性剂的污染问题 　　　　二、洗衣粉的副作用 

　　　　三、洗衣粉导致水体污染的情况 　　　　四、国内外治理现状  第二章 中国洗涤剂

行业整体形势分析 　　第一节 世界洗涤剂市场营运概况分析 　　　　一、国际洗涤剂市场综

述 　　　　二、国外洗涤剂市场调研 　　　　三、国际洗涤剂发展出现新趋势 　　第二节 

中国洗涤行业市场供需分析 　　　　一、中国洗涤用品行业市场调研 　　　　二、中国洗涤

剂市场特征分析 　　　　三、洗涤用品市场销售渠道分析 　　第三节 中国洗涤行业存在的问

题分析 　　　　一、国内洗涤产业面临洗牌 　　　　二、小型企业液体洗涤剂仍存在质量问

题 　　　　三、国产洗涤剂面临的包装问题 　　　　 第三章 中国洗衣粉产业运行环境分析 

　　第一节 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GDP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二、固定

资产投资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三、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第二节 中国

洗衣粉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洗衣粉标准解读 　　　　二、《衣料用液体洗涤剂》 

　　　　三、浓缩洗衣粉标志使用管理规则实施细则 　　　　四、洗衣粉进出口政策分析 　

　　　 第四章 中国洗衣粉市场运营局势分析 　　第一节 中国洗衣粉市场总体态势分析 　　

　　一、我国洗衣粉行业发展现状 　　　　二、洗涤巨头推动洗衣粉产业升级 　　　　三、

我国积极推进洗衣粉浓缩化进程 　　　　四、中国浓缩洗衣粉技术推广概述 　　　　五、超

浓缩洗衣粉将成国内发展新方向 　　第二节 中国洗衣粉企业发展状况与策略分析 　　　　一

、中国洗衣粉企业面临的危机 　　　　二、中国洗衣粉企业的投资前景 　　　　三、洗衣粉

中小企业的竞争策略 　　第三节 中国洗衣粉市场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一、洗衣粉

包装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思路 　　　　二、洗衣粉包装过度导致浪费 　　　　三、环保洗衣粉

标准国内空缺  第五章 2015-2017年中国合成洗涤剂制造行业主要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中国合成洗涤剂制造行业总体数据分析 　　　　一、2015年中国合成洗涤剂制造



行业全部企业数据分析 　　　　二、2016年中国合成洗涤剂制造行业全部企业数据分析 　　

　　三、2017年中国合成洗涤剂制造行业全部企业数据分析 　　第二节 2015-2017年中国合成

洗涤剂制造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一、2015年中国合成洗涤剂制造行业不同规

模企业数据分析 　　　　二、2016年中国合成洗涤剂制造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三、2017年中国合成洗涤剂制造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第三节 2015-2017年中国合

成洗涤剂制造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一、2015年中国合成洗涤剂制造行业不

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二、2016年中国合成洗涤剂制造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

析 　　　　三、2017年中国合成洗涤剂制造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第六章

2015-2017年中国合成洗衣粉产量统计分析 　　第一节 2015年中国合成洗衣粉产量数据分析 　

　　　一、2015年全国合成洗衣粉产量数据分析 　　　　二、2015年合成洗衣粉重点省市数

据分析 　　第二节 2016年中国合成洗衣粉产量数据分析 　　　　一、2016年全国合成洗衣粉

产量数据分析 　　　　二、2016年合成洗衣粉重点省市数据分析 　　第三节 2017年中国合成

洗衣粉产量数据分析 　　　　一、2017年全国合成洗衣粉产量数据分析 　　　　二、2017年

合成洗衣粉重点省市数据分析 　　　　 第七章 国外洗衣粉产业重点企业经营动态分析 　　

第一节 美国宝洁公司（Procter&Gamble） 　　　　一、公司简介 　　　　二、宝洁在中国市

场竞争策略的选择 　　　　三、宝洁公司营销策略 　　第二节 联合利华 　　　　一、公司

简介 　　　　二、联合利华在中国的发展 　　　　三、联合利华的创新策略 　　　　四、以

创新保持竞争优势 　　第三节 日本花王 　　　　一、公司简介 　　　　二、花王发展历程 

　　　　三、日本花王陨落中国 　　第四节 德国汉高 　　　　一、公司简介 　　　　二、

德国汉高难进中国家庭 　　　　三、德国汉高中国合资出乱 　　　　四、汉高洗衣粉边缘化

趋势明显 　　　　 第八章 中国洗衣粉行业重点企业关键性数据分析 　　第一节 纳爱斯集团

（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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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 （奥妙OM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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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风

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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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宝洁有限公司（汰渍Tide、碧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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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白猫股份有限公司（白猫洗衣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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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 广州立白集团（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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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杭州传化花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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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节 安徽省全力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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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节 略⋯⋯ 　　　　 第九章 中国洗衣粉原料市场营运局势分析 　　第一节 表面活性剂 

　　　　一、表面活性剂相关介绍 　　　　二、中国表面活性剂洗涤剂领域技术发展分析 　

　　　三、中国表面活性剂行业集中度分析 　　　　四、中国表面活性剂行业发展趋势 　　

第二节 丙烯酸 　　　　一、全球丙烯酸市场调研 　　　　二、中国丙烯酸市场发展回顾 　

　　　三、中国丙烯酸及酯市场供需分析 　　　　四、丙烯酸最新技术进展 　　　　五、中

国丙烯酸（酯）市场未来仍将高速发展 　　第三节 纯碱 　　　　一、国际纯碱市场发展趋势

分析 　　　　二、国内纯碱市场现状分析 　　　　三、影响中国纯碱市场的因素分析 　　　

　 第十章 中国洗衣粉替代品分析 　　第一节 洗衣液 　　　　一、洗衣液介绍 　　　　二、

洗衣液挑战洗衣粉 　　　　三、洗衣液产品发展趋势 　　第二节 肥皂 　　　　一、肥皂品

牌的发展 　　　　二、洗涤剂品牌的发展历程 　　　　三、国外厂商品牌战略 　　　　四、

肥香皂行业发展趋势 　　第三节 不用洗衣粉的洗衣机 　　　　一、不用洗衣粉的洗衣机发展

迅速 　　　　二、不用洗衣粉洗衣机又成行业热点 　　　　三、中国已着手制定不用洗衣粉

洗衣机国家标准  第十一章 2017-2022年中国洗衣粉市场行业前景调研分析 　　第一节

2017-2022年中国洗衣粉市场发展趋势 　　　　一、中国洗衣粉市场发展趋势 　　　　二、中

国洗衣粉要告别“有磷时代” 　　　　三、洗衣粉技术变革与产品革新 　　第二节

2017-2022年中国洗衣粉市场行业前景调研分析 　　　　一、未来中国洗衣粉产量预测分析 　

　　　二、未来中国洗衣粉市场销量预测分析 　　　　三、未来中国洗衣粉进出口贸易预测

分析 　　第三节 2017-2022年中国洗衣粉行业市场盈利预测分析  图表目录：（部分） 图表：

洗衣粉成本核算对比表 图表：全球各洲LAB需求年增率情况 图表：北美LAB生产能力分布情

况 图表：雕牌与奥妙在质量、性价比方面的对比 图表：质量与性价比的打分标准 图表：雕牌

与奥妙洗衣粉使用情况对比 图表：雕牌与奥妙洗衣粉满意程度对比 图表：联合利华与宝洁中

国市场品牌竞争一览表 图表：2015-2017年中国合成洗涤剂制造行业企业数量及增长率分析 单

位：个 图表：2015-2017年中国合成洗涤剂制造行业亏损企业数量及增长率分析 单位：个 图



表：2015-2017年中国合成洗涤剂制造行业从业人数及同比增长分析 单位：个 图表：2015-2017

年中国合成洗涤剂制造企业总资产分析 单位：亿元 图表：2017年中国合成洗涤剂制造行业不

同类型企业数量 单位：个 图表：2017年中国合成洗涤剂制造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量 单位：

个 图表：2017年中国合成洗涤剂制造行业不同类型销售收入 单位：千元 图表：2017年中国合

成洗涤剂制造行业不同所有制销售收入 单位：千元 图表：2015-2017年中国合成洗涤剂制造产

成品及增长分析 单位：亿元 图表：2015-2017年中国合成洗涤剂制造工业销售产值分析 单位

：亿元 图表：2015-2017年中国合成洗涤剂制造出口交货值分析 单位：亿元 图表：2015-2017

年中国合成洗涤剂制造行业销售成本分析 单位：亿元 图表：2015-2017年中国合成洗涤剂制造

行业费用分析 单位：亿元 图表：2015-2017年中国合成洗涤剂制造行业主要盈利指标分析 单

位：亿元 图表：2015-2017年中国合成洗涤剂制造行业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图表：2006-2016

年全国合成洗衣粉产量分析 图表：2017年全国及主要省份合成洗衣粉产量分析 图表：2017年

合成洗衣粉产量集中度分析 图表：纳爱斯集团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纳爱斯集团经营收

入走势图 图表：纳爱斯集团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纳爱斯集团负债情况图 图表：纳爱斯集团

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纳爱斯集团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纳爱斯集团成长能力指标走势

图 图表：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

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联合利华（中国）

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联合利华（中

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

表：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

收入走势图 图表：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南风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广州宝洁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广州宝洁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广州

宝洁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广州宝洁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广州宝洁有限公司

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广州宝洁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广州宝洁有限公司成长

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上海白猫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上海白猫股份有限

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上海白猫股份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上海白猫股份有限

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上海白猫股份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上海白猫股份有限公司

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上海白猫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广州立白集团

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广州立白集团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广州立白集团盈利指标走势

图 图表：广州立白集团负债情况图 图表：广州立白集团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广州立白集团

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广州立白集团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杭州传化花王有限公司



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杭州传化花王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图表：杭州传化花王有限

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杭州传化花王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杭州传化花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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