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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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人参保健品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人参

保健品行业相关概述、中国人参保健品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人参保健品行业的现状、

中国人参保健品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人参保健品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人

参保健品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人参保健品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人

参保健品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人参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喜阴凉，叶片无气孔和栅栏组织，无法保留水分，温度高于32度

叶片会灼伤，郁闭度0.7-0.8。通常3年开花，5-6年结果，花期5-6月，果期6-9月。生长于北

纬33度-48度之间的海拔数百米的以红松为主的针阔混交林或落叶阔叶林下，产于中国东北、

朝鲜、韩国、日本、俄罗斯东部。人参的别称为黄参、地精、神草、百草之王，是闻名遐迩

的&ldquo;东北三宝&rdquo;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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