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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服装辅料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服

装辅料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服装辅料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服装辅料行业的现状、中国

服装辅料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服装辅料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服装辅料产

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服装辅料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服装辅料行业，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服装，指的是衣服鞋包玩具饰品等的总称，多指衣服。服装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就已出

现，古代人把身边能找到的各种材料做成粗陋的&ldquo;衣服&rdquo;用以护身。人类最初的衣

服是用兽皮制成的，包裹身体的最早&ldquo;织物&rdquo;用麻类纤维和草制等成。

 

     服装分类本来就很难找到标准，最没有争议的分类就是按性别分，可以分为三类：男装，

女装，童装，中性服装．在服装界，业内人士通常不这么分类．而是分为：针织与梭织。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服装辅料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

：2018年上半年我国服装销量达108.2亿件，比上年同期下降0.9%。       指标   2018年第二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2017年第四季度   2017年第三季度   2017年第二季度   2017年第一季度       服装

销售量_累计值(亿件)   108.2   55.1   283.3   222.6   143.9   69.3       服装产销率_累计值(%)   99.1  

102.3   99   97.9   98.2   102.3       服装产销率比上年同期增减(百分点)   -0.9   0.4   0   0.1   -0.8   0.9       

服装期末库存比年初增减(%)   7   0.2   14.6   16   7.5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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