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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十字绣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十字绣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十字绣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十字绣行业的现状、中国十字绣行业竞

争格局、对中国十字绣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十字绣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

测。您若想对十字绣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十字绣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

要工具。

    十字绣是一种古老的民族刺绣，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中国许多民族的日常生活中，一直以

来就普遍存在着自制的十字绣的工艺品。由于各国文化的不尽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十字

绣在各国的发展也都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无论是绣线、面料的颜色还是材质、图案，都

别具匠心。

     挑花是一种中国古老的传统刺绣工艺，它分布广泛，其中湖北黄梅挑花发源最早、最具代

表性和影响力，在中国挑花工艺发展史中占主导地位，因此&ldquo;黄梅挑花&rdquo;也是各挑

花的代表和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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