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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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茶籽油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茶籽油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茶籽油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茶籽油行业的现状、中国茶籽油行业竞

争格局、对中国茶籽油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茶籽油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

测。您若想对茶籽油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茶籽油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

要工具。

    前言

     在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信息已经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信息资源的优先占有者胜，反

之则处于劣势。中国每年有近100万家企业倒闭，对于企业经营而言，因为失误而出局，极有

可能意味着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失败、他们的经验教训，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转化为他

们下一次的成功了！企业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在需求尚未形成之时就牢牢的锁定并

捕捉到它。那些成功的公司往往都会倾尽毕生的精力及资源搜寻产业的当前需求、潜在需求

以及新的需求。 

     随着茶籽油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大型企业间并购整合与资本运作日趋频繁，国内外优秀

的茶籽油企业愈来愈重视对行业市场的分析研究，特别是对当前市场环境和客户需求趋势变

化的深入研究，以期提前占领市场，取得先发优势。正因为如此，一大批优秀品牌迅速崛起

，逐渐成为行业中的翘楚。

     植物油是由不饱和脂肪酸和甘油化合而成的化合物，广泛分布于自然界中，是从植物的果

实、种子、胚芽中得到的油脂。如花生油、豆油、亚麻油、蓖麻油、菜子油等。植物油的主

要成分是直链高级脂肪酸和甘油生成的酯，脂肪酸除软脂酸、硬脂酸和油酸外，还含有多种

不饱和酸，如芥酸、桐油酸、蓖麻油酸等。植物油主要含有维生素E、K、钙、铁、磷、钾等

矿物质、脂肪酸等。      人类的膳食中需要保证油脂的含量。如果人体长时期摄入油脂不足，

体内长期缺乏脂肪，即会营养不良、体力不佳、体重减轻，甚至丧失劳动能力。食用植物油

脂是人类的重要副食品，主要用于烹饪、糕点、罐头食品等，还可以加工成菜油、人造奶油

、烘烤油等供人们食用。近年来，中国食用植物油消费需求在总量上保持刚性增长的趋势，

食用植物油行业整体上也取得了较快发展。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茶籽油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16年

我国精制食用植物油产量达6907.5万吨，累计增长3.4%。         指标   2016年12月   2016年11月  

2016年10月   2016年9月   2016年8月   2016年7月       精制食用植物油产量_当期值(万吨)   727.3  

675.4   636.6   615.1   549.7   510.2       精制食用植物油产量_累计值(万吨)   6907.5   6178.3   5500.5  



4865.8   4241.7   3692.4       精制食用植物油产量_同比增长(%)   1.2   3.1   1.3   3.1   5.9   -3.6       精制

食用植物油产量_累计增长(%)   3.4   4   4.1   5.6   5.9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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