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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中老年用品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介绍了中老年用

品行业相关概述、中国中老年用品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中老年用品行业的现状、中国

中老年用品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中老年用品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中老年

用品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中老年用品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老年

用品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老年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中国既是全球唯一一个老

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也是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

     &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中国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速。传统观念往往认为中老年人

是社会的边缘人，但却忽略了中国进入高龄化社会之后，庞大的中老年人群体为形成一个巨

大的中老年消费市场奠定了基础。拥有数以亿计的中老年人消费市场是未来中国必然的商机

与趋势。到2020年，中国中老年用品市场份额将上升至2万亿元。

     面对日益增长的中老年消费市场规模，中国政府产业部门及相关生产企业应及时抓住商机

，尽早进入中老年市场并抢占市场份额。政府、企业和社会机构应协同配合，多方联动，制

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如产业部门要制订政策，积极引导规范中老年消费市场；企业应谋求多

元化策略开发中老年消费市场，加快产品和服务创新，进一步更新中老年人观念，有力助推

我国中老年用品市场的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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