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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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功能食品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介绍了功能食品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功能食品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功能食品行业的现状、中国功能食品

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功能食品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功能食品产业发展前

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功能食品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功能食品行业，本报告是

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功能食品行业在我国属于新兴行业，虽然近年涌现出一些如保龄宝之类的优秀企业，但整

体基础仍然比较薄弱，主要市场仍由国外品牌或外企企业控制，国内企业整体竞争实力较弱

。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行业企业进行统计发现，三资企业，企业数量占行业的20%左右，资

产却占据了行业50%，市场份额为40%，整体竞争能力较强。从品牌竞争来看，高端产品基本

被国外公司品牌占据，如安利、康宝莱等公司品牌，国内企业布局中低端，或者以配料生产

为主，尚未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成品品牌，极少数涉足高端，且能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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