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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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

婴幼儿配方奶粉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婴幼儿配方

奶粉行业的现状、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行业做了重点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婴幼儿配方奶

粉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婴幼儿配方奶粉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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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消费者对婴儿配方奶粉品牌选用的原因

 五、消费者对婴儿配方奶粉作用的关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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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多美滋优阶系列产品采用&ldquo;分阶段营养强化&rdquo;新理念

 四、多美滋获2012中国婴童品牌百强评选奶粉榜提名

 第三节 美赞臣

 一、赞臣A+早产儿配方奶粉惠及早产宝宝

 二、美赞臣在华建婴儿营养中心

 三、美赞臣举办国际儿科领袖峰会

 四、美赞臣高端品牌攻略分析

 第四节 惠氏

 一、惠氏名列2012最受欢迎婴儿奶粉品牌

 二、惠氏要做婴幼儿配方奶粉第一品牌

 三、惠氏以制药的经验制造奶粉

 四、惠氏为幼儿打造&ldquo;乐动天赋&rdquo;新年音乐会

 第五节 雀巢

 一、雀巢高价收购惠氏

 二、雀巢益生菌奶粉预防婴儿过敏

 三、雀巢奶粉钙及磷含量过低被警告

 四、雀巢在广东投资5亿元扩产食品厂

 第六节 雅培

 一、雅培公司120年成长秘密解析



 二、雅培全球召回折射中国网购弊端

 三、雅培启动家庭科教公益项目

 第七节 伊利

 一、伊利在上海&ldquo;SAIL CHINA&rdquo;获得九大奖项

 二、伊利用专利数据诠释创新精神

 三、伊利全 面启动品牌升级

 四、伊利11亿元新西兰婴儿奶粉项目获批

 第八节 蒙牛

 一、蒙牛国内市场的优势进一步扩大

 二、蒙牛携手国际巨头抢滩高端奶粉市场

 三、蒙牛31.8亿港元收购现代牧业股份

 四、蒙牛用科技实力提升品牌竞争力

 第九节 完达山

 一、完达山奶粉实现功能细分

 二、完达山打造绿色奶源基地

 三、完达山乳业迎来高速发展期

 四、&ldquo;完达山&rdquo;2012年度品牌荣耀

 第十节 圣元

 一、圣元抓牢质量关赢得市场

 二、圣元乳业打造百年民族品牌

 三、圣元优博奶粉以高端质量得到广泛赞誉

  

 第十二章 2018年中国婴幼儿奶粉营销分析

 第一节 2018年国产婴幼儿奶粉市场营销分析

 一、婴幼儿奶粉主流品牌营销模式分析

 二、婴幼儿奶粉市场面临跨区域营销问题

 三、隔代教养差异与婴幼儿乳品营销分析

 四、消费者教育与口碑传播营销策略

 第二节 2018年中国婴儿食品广告投放分析

 一、婴幼儿食品广告投放整体状况

 二、婴幼儿食品广告投放特点分析

 三、婴儿奶粉广告投放分析



 第三节 2018年中国婴幼儿奶粉中的4P营销分析

 一、产品和需求

 二、价格和价值

 三、渠道和方便性

 四、促销和传播

 五、以产品为中心到以需求为中心

 六、奶粉新营销组合因素的产生

 第四节 2018年中国婴幼儿奶粉四种成功营销模式

 一、全 面投入型营销

 二、传统通路型营销

 三、渠道激励型营销

 四、高空投入型营销

 第五节 2018年国产品牌婴幼儿奶粉营销策略选择

 一、加强品质管理提高产品质量

 二、进行市场细分占领农村市场

 三、通过整合营销突出品牌个性

 四、重视医务渠道建设抢占市场先机

 五、做好深度分销重视促销和人性化管理

  

 第十三章 中国婴幼儿奶粉负面事件影响分析

 第一节 三聚氰胺事件分析

 一、三鹿婴幼儿奶粉三聚氰胺超标

 二、22家企业婴幼儿奶粉检出三聚氰胺

 三、伊利VS蒙牛回应&ldquo;毒奶粉&rdquo;事件

 四、三聚氰胺使国内乳业巨头损失惨重

 第二节 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

 一、&ldquo;空壳奶粉&rdquo;与&ldquo;大头娃娃&rdquo;

 二、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概况

 三、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各方应对措施

 四、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调查结果

 第三节 国际婴幼儿奶粉品牌负面事件

 一、雀巢奶粉重金属含量执行双重标准



 二、美赞臣公司出现含有金属颗粒婴幼儿奶粉

 三、雅培公司召回500万罐问题奶粉

 四、美素丽儿奶粉造假案

 五、新西兰乳制品被检出双氰胺

 第四节 婴幼儿奶粉其他不合格事件

 一、三种婴儿奶粉磷钙铁锌严重低于标准含量

 二、婴幼儿乳粉三成不合格

 三、婴幼儿奶粉营养强化剂不达标

 四、邮寄洋奶粉发现致命阪崎肠杆菌

  

 第十四章 2018年中国奶粉行业重点企业分析

 第一节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二节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生产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第三节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四节 圣元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五节 澳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产品及业务情况

 三、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四、企业在华情况介绍

 第六节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七节 American Dairy（飞鹤乳业）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运营指标分析

 四、企业发展情况分析

 第八节 Mead Johnson NutrITion（美赞臣）

 一、美赞臣公司简介

 二、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运营指标分析

 四、企业发展优势分析

 第九节 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三、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十节 广州市合生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十五章 2019-2025年中国婴幼儿奶粉行业发展趋势预测与策略分析

 第一节 2019-2025年中国婴幼儿奶粉行业前景分析



 一、未来五年，行业复合增长率预计将达到15%

 二、行业前十大集中度有望提高到80%以上

 三、国产龙头企业将受益于本土渠道优势和品牌修复

 第二节 2019-2025年中国婴幼儿奶粉市场发展趋势

 一、政府对行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大

 二、农村市场将成为争夺重点

 三、市场将出现高端混战

 四、市场竞争下行业购并不可避免

 五、婴幼儿奶粉&ldquo;无香&rdquo;是大趋势

 第三节 2019-2025年中国奶粉企业进军高端市场策略分析

 一、目标市场的重新审视

 二、品牌架构的重新审视

 三、品牌内涵的重新审视

 四、产品创新的重新审视

 五、品牌传播的重新审视

 六、渠道管理的重新审视

 第四节 2019-2025年中国婴幼儿奶粉市场规模预测

 一、2019-2025年中国婴幼儿食品零售规模预测分析

 二、2019-2025年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零售规模预测

 三、2019-2025年中国标准配方奶粉零售规模预测

 四、2019-2025年中国幼儿配方奶粉零售规模预测

  

 第十六章 2019-2025年中国婴幼儿奶粉行业投资规划建议研究

 第一节 2012-2018年中国婴幼儿奶粉投资概况

 一、雀巢天价收购惠氏

 二、辉山婴幼儿奶粉基地投资概况

 三、伊利公告购买新西兰大洋洲乳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四、雅士利宣布投资11亿元新西兰建厂

 五、贝因美拟投资2000万欧元在爱尔兰设立全资子公司

 四、未来中国婴幼儿奶粉业投资环境分析

 第二节 2019-2025年中国奶粉业市场投资机会分析

 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奶粉消费大国



 二、中国婴幼儿奶粉投资潜力分析

 三、高端市场的投资机会分析

 四、与产业链相关的投资机会分析

 第三节 2019-2025年中国婴幼儿奶粉投资前景预警

 一、宏观调控风险

 二、产业政策风险

 三、市场竞争风险

 四、产品质量风险

 五、成本价格风险

 第四节  2019-2025年中国婴幼儿奶粉行业投资建议

 一、婴幼儿奶粉SWOT分析

 二、适时进军高端奶粉市场

 三、二三线市场还有待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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