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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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烟草包装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烟草包

装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烟草包装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烟草包装行业的现状、中国烟草

包装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烟草包装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烟草包装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烟草包装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烟草包装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中国卷烟按原料分主要有4种：①烤烟型，以烤烟为原料，流行于英国、中国、印度、

加拿大等国；②混合型，以烤、晒、晾烟为原料，现风靡于世界；③香料型（东方型），以

香料烟为原料，流行于土耳其、希腊、苏联及东欧等国；④晒烟型，以深色晒烟为原料，流

行于南欧及非洲部分国家。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烟草包装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18

年上半年我国卷烟销量达12241.7亿支，比上年同期增长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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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烟销售

量_累计值(亿支)   12241.7   6706.2   23486.6   17912.9   11592.5   6069.6       卷烟产销率_累计值(%)  

103.4   105   100.7   102.6   102.7   100       卷烟产销率比上年同期增减(百分点)   0.7   5.2   -1.5   0.1  

-1.4   -5.6       卷烟期末库存比年初增减(%)   -18.7   -11.7   12.9   -18.3   -11.9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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