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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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高端化妆品行业市场运营状况分析分析及趋势预测分析

研究报告》介绍了高端化妆品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高端化妆品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高

端化妆品行业的现状、中国高端化妆品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高端化妆品行业做了重点企业

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高端化妆品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高端化妆品产业有个系

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高端化妆品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第一部分 行业运行环境第一章 高端化妆品综合概述 第一节 高端化妆品概述 一、高端化妆品

概念 二、高端化妆品特性 三、高端化妆品分类 第二节 高端化妆品行业特性分析 第三节 高端

化妆品行业产业链分析 一、高端化妆品产业链上游分析 二、高端化妆品产业下游分析 三、高

端化妆品成本构成  第二章 2017年中国高端化妆品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7年全球

经济环境分析 一、2017年世界经济运行基本情况 二、2017年世界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 三、

对2017年世界经济的初步判断 第二节 2017年中国经济环境分析 一、国民经济运行情况GDP 二

、消费价格指数CPI、PPI 三、全国居民收入情况 四、恩格尔系数 五、工业发展形势 六、固

定资产投资情况 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八、对外贸易&进出口 第三节 2017年中国高端化妆

品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与高端化妆品相关的监管机构 二、与高端化妆品相关的政策法规 三

、国外高端化妆品政策法规 第四节 2017年中国高端化妆品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一、人口环境状

况 二、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 三、卫生和社会服务 四、资源、环境和安全生产 五、中国城

镇化率 六、居民的各种消费观念和习惯  第二部分 行业深度分析第三章 全球高端化妆品行业

发展分析 第一节 全球高端化妆品行业市场发展分析 一、高端化妆品市场现状分析 二、全球

高端化妆品产业现状分析 1、全球化妆品产业格局 2、化妆品品牌价值比较 3、高端化妆品产

业趋势 三、高端化妆品全球市场规模分析 四、高端化妆品消费结构分析 五、全球高端化妆品

市场未来展望 第二节 美国高端化妆品产业运行概况 一、美国高端化妆品市场现状 二、美国

高端化妆品进出口分析 三、美国高端化妆品市场品牌分析 1、VIICODE全明星氧眼霜 2

、Revive时光焕颜晶体组 3、HelenaRubinstein极致之美菁华霜 4、LaPrairre24K极致金露 5、Dior

生命之源金萃精华液 6、ElizabethArdenPrevage逆时橘灿精纯晚霜 7、LaMer尊享密集活肤精华

液 四、美国高端化妆品市场发展趋势 第三节 德国高端化妆品产业运行概况 一、德国高端化

妆品市场现状 二、德国高端化妆品进出口分析 三、德国高端化妆品市场品牌分析 1、孩儿

面Haiermian 2、宝迪佳Biodroga 3、摩勒沃兹Maurer+Wirtz 4、碧斯Bestcare 5、施华

蔻Schwarzkopf 6、施巴5.5Sebamed 7、奥莎迪Oshadhi 8、葆时婕Porsjie 9、优色林Eucerin 10、伊

丽再生elektrobio 11、小甘菊Herbacin 四、德国高端化妆品市场发展趋势 第四节 英国高端化妆



品产业运行概况 一、英国高端化妆品市场现状 二、英国高端化妆品进出口分析 三、英国高端

化妆品市场品牌分析 四、英国高端化妆品市场发展趋势 第五节 法国高端化妆品产业运行概况

一、法国高端化妆品市场现状 二、法国高端化妆品进出口分析 三、法国高端化妆品市场品牌

分析 1、法国LANCOME（兰蔻） 2、法国DIOR（迪奥） 3、法国CHANEL（香奈尔） 4、法

国BIOTHERM（碧欧泉） 四、法国高端化妆品市场发展趋势 第六节 日本高端化妆品产业运

行概况 一、日本高端化妆品市场现状 二、日本高端化妆品市场品牌分析 1、日本SHISEIDO（

资生堂） 2、日本SK-II 第七节 韩国高端化妆品产业运行概况 一、韩国高端化妆品市场现状 

二、韩国高端化妆品市场品牌分析  第四章 中国高端化妆品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 高端化妆品

行业发展概况 一、中国高端化妆品行业的现状 二、中国高端化妆品行业发展的阶段 三、中国

高端化妆品行业存在的问题 1、税率高 2、上市时间长 四、中国高端化妆品行业的发展趋势 

第二节 2017年中国高端化妆品行业发展状况 一、2016年中国高端化妆品行业发展回顾 二

、2017年高端化妆品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三、2017年中国高端化妆品行业市场调研 第三节 中国

高端化妆品行业要素分析 一、2015-2017年中国高端化妆品行业企业数量分析 二、2015-2017年

高端化妆品行业从业人员分析 三、2015-2017年中国高端化妆品行业资产规模分析 四、中国高

端化妆品行业品牌分析 第四节 2017年中国高端化妆品行业经营分析 一、高端化妆品行业偿债

能力分析 二、高端化妆品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高端化妆品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五章 2018

年高端化妆品对外贸易形态分析 第一节 高端化妆品贸易概述分析 一、对外贸易现状 二、贸

易结构分析 三、2018年对外贸易前景 第二节 贸易政策分析  第六章 高端化妆品行业政策分析 

第一节 “十三五规划”对高端化妆品行业的影响分析 第二节 化妆品行业“十三五”总体规划

一、化妆品行业“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 二、化妆品行业“十三五”投资前景措施 第三节 “

十三五”规划解读 一、“十三五”规划的总体战略布局 二、“十三五”规划对经济发展的影

响 三、“十三五”规划的主要精神解读 第四节 “十三五”区域产业发展分析 一、“十二五

”区域发展态势与存在问题 二、“十三五”我国区域政策的基本走向 三、“十三五”区域产

业布局与产业转移  第七章 中国高端化妆品行业消费分析 第一节 高端化妆品行业产品消费者

分析 一、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偏好分析 二、不同年龄的消费者偏好分析 三、不同地区的消费

者偏好分析 四、不同性别的偏好分析 第二节 高端化妆品市场消费需求分析 一、高端化妆品

市场的消费需求规模及其变化趋势 三、2018-2023年高端化妆品品牌市场消费需求预测 第三节

高端化妆品消费市场状况分析 一、高端化妆品行业消费特点 二、高端化妆品消费动机分析 第

四节 影响消费因素分析  第八章 中国高端化妆品行业市场调研 第一节 中国高端化妆品行业市

场综述 一、中国高端化妆品行业市场现状 二、中国高端化妆品行业市场结构分析 三、高端化

妆品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四、高端化妆品行业趋势分析 五、高端化妆品特点及消费者心理分析 

第二节 2015-2017年高端化妆品行业市场调研 一、2015-2017年高端化妆品行业市场供给分析 



二、2015-2017年高端化妆品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三、2015-2017年高端化妆品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四、2017年市场结构格局分析 五、市场渠道分析 六、高端化妆品行业营销策略  第三部分 竞

争格局分析第九章 高端化妆品行业竞争分析 第一节 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一、现有企业间竞争 

二、潜在进入者分析 三、替代品威胁分析 四、供应商议价能力 五、客户议价能力 第二节 行

业集中度分析 一、市场集中度分析 二、企业集中度分析 三、区域集中度分析 四、品牌集中

度分析 第三节 中国高端化妆品行业竞争格局综述 一、2017年高端化妆品行业集中度 二、2017

年高端化妆品行业竞争程度 三、2017年高端化妆品行业竞争格局 第四节 2018-2023年中国高端

化妆品行业竞争分析及预测 一、2017年高端化妆品市场竞争情况分析 二、2017年高端化妆品

市场竞争形势分析 三、2018-2023年集中度分析及预测 四、2018-2023年国内化妆品企业高端品

牌构建的SWOT分析及预测 五、2018-2023年生命周期分析及预测  第十章 重点区域分析 第一

节 华北地区 一、2015-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2018-2023年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二节 东

北地区 一、2015-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2018-2023年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三节 华东地

区 一、2015-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2018-2023年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四节 华南地区 一

、2015-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2018-2023年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五节 华中地区 一

、2015-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第六节 西南地区 一、2015-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

、2018-2023年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七节 西北地区 一、2015-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

、2018-2023年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十一章 整体化妆品行业市场调研 第一节 化妆品市场调研 

一、化妆品市场概况分析 二、化妆品行业“十三五”规划 三、化妆品市场运行分析 四、化妆

品发展存在的问题 五、化妆品市场前景分析 第二节 2015-2017年化妆品市场调研 一、2015年

化妆品市场情况 二、2016年化妆品市场情况 三、2017年化妆品市场情况 第三节 化妆品投资策

略分析 一、化妆品市场定位分析 二、化妆品相关政策解读 三、化妆品发展趋势分析 第四节 

化妆品最新动态  第十二章 高端化妆品行业重点企业品牌分析 第一节 雅诗兰黛 一、公司概况 

二、公司经营分析 三、公司品牌优势 四、公司投资前景分析 第二节 兰蔻 一、品牌简介 二、

品牌优势 三、品牌投资前景分析 第三节 CLINIQUE 一、品牌简介 二、公司品牌优势 三、公

司投资前景分析 第四节 MAYBELLINE 一、品牌简介 二、品牌优势 三、品牌投资前景分析 第

五节 资生堂 一、品牌简介 二、品牌优势 三、公司投资前景分析 第六节 娇兰 一、品牌简介 

二、品牌优势 三、公司投资前景分析 第七节 LOREALPARIS 一、品牌简介 二、品牌优势 第八

节 BOBBIBROWN 一、品牌简介 二、品牌优势 第九节 海蓝之谜 一、品牌简介 二、品牌优势 

第十节 MAC 一、品牌简介 二、品牌优势 第十一节 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 第十二节 雅诗

兰黛（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第四部分 行业投资建议第十三章 2018-2023年高端化妆品行业投

资机会与风险预测 第一节 2018-2023年高端化妆品行业投资效益分析 一、2015-2017年高端化

妆品行业投资状况分析 二、2018-2023年高端化妆品行业投资效益分析 三、2018-2023年高端化



妆品行业投资市场空间预测 四、2018-2023年高端化妆品行业供给分析 五、2018-2023年高端化

妆品行业需求分析 六、2018-2023年高端化妆品行业供需平衡 七、2018-2023年高端化妆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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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2018-2023年影响高端化妆品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2018-2023年影响高端化妆品行业

运行的有利因素分析 二、2018-2023年影响高端化妆品行业运行的稳定因素分析 三、2018-2023

年影响高端化妆品行业运行的不利因素分析 四、2018-2023年我国高端化妆品行业发展面临的

挑战分析 五、2018-2023年我国高端化妆品行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分析 第三节 2018-2023年高端

化妆品行业投资前景及控制策略分析 一、2018-2023年高端化妆品行业市场风险及控制策略 二

、2018-2023年高端化妆品行业政策风险及控制策略 三、2018-2023年高端化妆品行业经营风险

及控制策略 四、2018-2023年高端化妆品同业竞争风险及控制策略 五、2018-2023年高端化妆品

行业其他风险及控制策略  第五部分 投资前景研究第十四章 2018-2023年高端化妆品行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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