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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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文教办公用品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文

教办公用品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文教办公用品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文教办公用品行业

的现状、中国文教办公用品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文教办公用品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

分析及中国文教办公用品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文教办公用品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文教办公用品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2012-2016 年我国文教办公用品行业收入从 604.55亿增长到 1095.3 亿，年均复合增长 16.02%

，利润由 36.11 亿增长到 69.1 亿，年均复合增长 17.62%。 2017 年 1-8月份我国文教办公用品行

业实现收入 766.1 亿，同比增 12.1%。 2017 年国内大办公文具（包括办公家具、器材等）的市

场规模超过万亿。未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办公消费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办

公文具市场前景良好。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文教办公用品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

：2019年上半年我国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类达1482.3亿元，累计增长4.2%。         指标  

2019年6月   2019年5月   2019年4月   2019年3月   2019年2月       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类值当期

值(亿元)   321.3   230.8   241.9   249.4   　       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类值累计值(亿元)   1482.3  

1163.2   936   692.1   443       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类值同比增长(%)   6.5   3.1   3.6   -4   　       文

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类值累计增长(%)   4.2   3.6   3.7   3.8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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