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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4年中国茶籽油行业行业市场评估及发展投资调研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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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4年中国茶籽油行业行业市场评估及发展投资调研报告》表明

：2019年我国精制食用植物油产量累计值达5421.8万吨，期末产量比上年累计增长1%。             

指标   2019年12月   2019年11月   2019年10月   2019年9月   2019年8月   2019年7月   2019年6月       精

制食用植物油产量当期值(万吨)   586.4   515.6   446.9   475.3   494.1   430   443.7       精制食用植物油

产量累计值(万吨)   5421.8   4822.9   4330.5   3894.9   3569   3106.3   2456.4       精制食用植物油产量

同比增长(%)   -0.1   -1.9   -20.9   -6.7   0.8   -2.4   6.9       精制食用植物油产量累计增长(%)   1   1.7  

-0.6   1.5   2.9   2.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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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19年与2018年广东新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茶油产品的平均销售成本构成 



图表：2016-2019年广东新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图表：2016-2019年广东新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茶油、茶粕合并毛利率的情况如下： 

图表：2016-2019年广东新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茶籽、茶饼采购均价的具体情况 

图表：几类主要食用植物油的脂肪酸含量对比 

图表：茶粕有机肥具有如下特点： 

图表：广东新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主要产品结构 

图表：2016-2019年广东新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按产品分类的主营业务收入及其增长情

况 

图表：2014-2019年我国与全球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增长趋势对比 

图表：2014-2019年中国人口增长情况 

图表：2014-2019年我国餐饮业收入年增速 

图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食用油消费仍有差距（2018年，KG年） 

图表：小包装食用油的金字塔格局 

图表：各类食用油超市终端售价比较 

图表：高收入及中高收入家庭在粮油上的人均支出增幅更高 

图表：2014-2019年国内葵花籽油、玉米油、茶油、橄榄油及其他食用油消费量占比 

图表：2014-2019年橄榄油进口量 

图表：2014-2019年大豆油、玉米油、花生油、橄榄油及菜籽油消费量增速对比 

图表：几种食用油营养价值比较 

图表：茶油与橄榄油营养价值、价格对比 

图表：茶油功效举例 

图表：茶油消费占比低于发达国家橄榄油消费占比 

图表：我国茶油人均占有量低于发达国家人均占有橄榄油水平 

图表：上海&mdash;&mdash;压榨纯茶油品牌及终端售价比较 

图表：长沙&mdash;&mdash;压榨纯茶油品牌终端售价比较 

图表：中粮&mdash;&mdash;福临门纯茶油 

图表：益海嘉里&mdash;&mdash;金龙鱼纯茶油 

图表：2014-2019年我国橄榄油进口量 

图表：2000-2019年橄榄油国际市场价格走势 

图表：橄榄油的主要等级 

图表：几类常见橄榄油终端售价比较（截至2018年） 

图表：茶油和橄榄油性价比对比 



图表：2014-2019年我国茶油历年产量 

图表：2019年在市场流通的精制茶油占比 

图表：我国油茶籽分布情况 

图表：茶油的成本构成 

图表：全国最适宜栽培油茶的省份为湖南、江西、福建和浙江 

图表：2018年与2019年我国油茶出油率与产量比较 

图表：我国适宜种植油茶的荒山荒地面积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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