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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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休闲食品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介绍了休闲食品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休闲食品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现状、中国休闲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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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休闲食品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休闲食品行业，本报告是

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休闲食品已成为人们日常食品消费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我国休闲食品行业年产值由 2010年的4014亿元增长至2017 年的9191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12.56%，且预计2018-2020年仍将保持高速增长，由2018年的10,297亿

元增长至2020年的12,984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2.29%。2010至2017年间，坚果炒货行业年

产值从452亿元迅速增长1214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15.2%，增速高于整体休闲食品，预计

到2020年产值规模将达到2322 亿元，保持复合增长率17.29%的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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