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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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棉纺织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报告

》介绍了棉纺织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棉纺织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棉纺织行业的现状、

中国棉纺织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棉纺织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棉纺织产业

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棉纺织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棉纺织行业，本报告

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中国纺织，历史悠久。纺织产品可归纳为刺绣、丝绸、服饰和地毯四大品种。这四大品种

，制作工艺各不相同，风格独具。

    未显示数据请查阅正文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棉纺织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报

告》表明：2021年上半年我国纺织业出口交货值累计值达1333亿元，期末产量比上年累计增

长17.3%。                                   指标   2021年6月   2021年5月   2021年4月   2021年3月   2021年2月     纺

织业出口交货值当期值(亿元)   242.1   228.8   235.1   232.6   　     纺织业出口交货值累计值(亿元)  

1333   1090.1   859.4   622.7   385.3     纺织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4.4   14.2   27.7   9.1   　  纺织

业出口交货值累计增长(%)17.320.522.120.631.7

 第一章 棉纺织行业外部发展环境分析

 

    　　1.1 棉纺织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1.1.1 棉纺织行业政策环境

    　　　　1.1.2 棉纺织行业经济环境

    　　　　　　（1）国际经济环境分析

    　　　　　　（2）国内经济环境分析

    　　　　1.1.3 棉纺织行业消费环境

    　　　　　　（1）居民消费能力分析

    　　　　　　（2）居民消费结构分析

    　　　　　　（3）居民消费信心分析

    　　　　1.1.4 棉纺织行业外贸环境



    　　1.2 棉纺织行业上游棉花市场调研

 

    　　　　1.2.1 国内棉花市场供给分析

    　　　　　　（1）棉花产量分析

    　　　　　　（2）棉花进口量分析

    　　　　　　（3）国内棉花供给变化影响因素分析

    　　　　1.2.2 国内棉花市场需求分析

    　　　　　　（1）棉花国内消费量分析

    　　　　　　（2）棉花出口分析

    　　　　　　（3）国内外棉花市场价格分析

   

  第二章 棉纺织所属行业发展现状与经营效益分析

 

    　　2.1 中国棉纺织所属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2.1.1 中国棉纺织所属行业发展规模分析

    　　　　2.1.2 中国棉纺织所属行业利润总额分析

    　　　　2.1.3 中国棉纺织所属行业增长速度分析

    　　2.2 中国棉纺织所属行业经营情况分析

 

    　　　　2.2.1 棉纺织所属行业经营效益分析

     　　　　2.2.2 棉纺织所属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2.2.3 棉纺织所属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2.2.4 棉纺织所属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2.2.5 棉纺织所属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2.3 中国棉纺织所属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2.3.1 棉纺织所属行业主要经济效益影响因素

    　　　　2.3.2 棉纺织所属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第三章 棉纺织所属行业供需状况及进出口分析

 



    　　3.1 棉纺织所属行业供需平衡分析

 

    　　　　3.1.1 全国棉纺织行业供给情况分析

    　　　　　　（1）全国棉纺织行业总产值分析

    　　　　　　（2）全国棉纺织行业产成品分析

    　　　　3.1.2 年各地区棉纺织所属行业供给情况分析

    　　　　3.1.3 全国棉纺织所属行业需求情况分析

    　　　　　　（1）全国棉纺织所属行业销售产值分析

    　　　　　　（2）全国棉纺织所属行业销售收入分析

    　　　　3.1.4 各地区棉纺织行业需求情况分析

    　　　　3.1.5 全国棉纺织所属行业产销率分析

    　　3.2 棉纺织所属行业进出口分析

 

    　　　　3.2.1 棉纺织所属行业进出口状况综述

    　　　　3.2.2 棉纺织所属行业出口产品结构分析

    　　　　3.2.3 棉纺织所属行业进口产品结构分析

   

  第四章 棉纺织行业产品市场及装备技术分析

 

    　　4.1 棉纺织所属行业产品市场调研

 

    　　　　4.1.1 纱线所属行业市场调研

    　　　　　　（1）棉纱线产量分析

    　　　　　　（2）棉纱线需求分析

    　　　　　　（3）棉纱线价格分析

    　　　　　　（4）棉纱线出口分析

    　　　　　　（5）棉纺纱重点企业

    　　　　4.1.2 棉布所属行业市场调研

    　　　　　　（1）棉布产量分析

    　　　　　　（2）棉布需求分析

    　　　　　　（3）棉布价格分析

    　　　　　　（4）棉布出口分析



    　　　　　　（5）棉布重点企业

    　　　　4.1.3 坯布所属行业市场调研

    　　　　　　（1）坯布产量分析

    　　　　　　（2）坯布需求分析

    　　　　　　（3）坯布价格分析

    　　　　　　（4）坯布出口分析

    　　　　　　（5）坯布重点企业

    　　　　4.1.4 色织布所属行业市场调研

    　　　　　　（1）色织布产量分析

    　　　　　　（2）色织布需求分析

    　　　　　　（3）色织布价格分析

    　　　　　　（4）色织布出口分析

    　　　　　　（5）色织布重点企业

    　　4.2 棉纺织行业新技术分析

 

    　　　　4.2.1 纺纱新技术分析

    　　　　　　（1）多元纤维差别化加工技术

    　　　　　　（2）新型环锭结构纺纱技术

    　　　　　　（3）喷气涡流纺技术

    　　　　　　（4）转杯纺技术

    　　　　　　（5）自动化应用技术

    　　　　4.2.2 织造新技术分析

    　　　　　　（1）上浆新技术

    　　　　　　（2）色织新技术

    　　　　　　（3）牛仔新技术

    　　　　4.2.3 印染新技术分析

    　　　　4.2.4 行业专利申请分析

    　　　　　　（1）行业技术活跃度分析

    　　　　　　（2）技术实力领先企业技术分析

     　　4.3 棉纺织行业装备分析

 

    　　　　4.3.1 清梳联设备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4.3.2 精梳机组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4.3.3 并条机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4.3.4 粗纱机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4.3.5 细纱机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4.3.6 自动络筒机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五章 棉纺织行业下游需求潜力预测分析

 

    　　5.1 棉纺织行业下游需求结构分析

 

    　　5.2 纺织服装行业用棉纺织品需求潜力预测分析

 

    　　　　5.2.1 纺织服装行业发展潜力分析

    　　　　　　（1）纺织服装行业景气度分析

    　　　　　　（2）纺织服装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3）纺织服装行业成长性分析

    　　　　5.2.2 纺织服装行业用棉纺织品需求潜力预测分析

    　　　　　　（1）纺织服装行业用棉纺织品应用现状调研

    　　　　　　（2）纺织服装行业用棉纺织品需求潜力预测分析

    　　5.3 家纺行业用棉纺织品需求潜力预测分析

 

    　　　　5.3.1 家纺行业发展潜力分析

    　　　　　　（1）家纺行业景气度分析

    　　　　　　（2）家纺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3）家纺行业成长性分析

    　　　　5.3.2 家纺行业用棉纺织品需求潜力预测分析

    　　　　　　（1）家纺行业用棉纺织品应用现状调研

    　　　　　　（2）家纺行业用棉纺织品需求潜力预测分析

    　　5.4 产业用棉纺织品需求潜力预测分析

 

    　　　　5.4.1 医疗与卫生用棉纺织品需求潜力预测分析

    　　　　　　（1）应用现状调研



    　　　　　　（2）重点研发产品

    　　　　　　（3）需求潜力预测分析

    　　　　5.4.2 过滤与分离用棉纺织品需求潜力预测分析

    　　　　　　（1）应用现状调研

    　　　　　　（2）重点研发产品

    　　　　　　（3）需求潜力预测分析

    　　　　5.4.3 土工与建筑用棉纺织品需求潜力预测分析

    　　　　　　（1）应用现状调研

    　　　　　　（2）重点研发产品

    　　　　　　（3）需求潜力预测分析

    　　　　5.4.4 交通工具用棉纺织品需求潜力预测分析

    　　　　　　（1）应用现状调研

    　　　　　　（2）重点研发产品

    　　　　　　（3）需求潜力预测分析

    　　　　5.4.5 安全与防护用棉纺织品需求潜力预测分析

    　　　　　　（1）应用现状调研

    　　　　　　（2）重点研发产品

    　　　　　　（3）需求潜力预测分析

    　　　　5.4.6 结构增强用棉纺织品需求潜力预测分析

    　　　　　　（1）应用现状调研

    　　　　　　（2）重点研发产品

    　　　　　　（3）需求潜力预测分析

   

  第六章 棉纺织行业转型升级战略及风险分析

 

    　　6.1 中国制造业产业转移和转型升级背景与途径

 

    　　　　6.1.1 制造业产业转移和转型升级背景

    　　　　　　（1）分工细化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形成

    　　　　　　（2）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6.1.2 制造业产业转移和转型升级主要途径

    　　　　　　（1）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型



    　　　　　　（2）企业定位的转型

    　　　　　　（3）企业运营模式的转型

    　　　　6.1.3 企业转型升级应具备的基础

    　　6.2 棉纺织行业转型升级必要性分析

 

    　　　　6.2.1 棉纺织行业存在问题分析

    　　　　　　（1）棉纺织行业产能问题分析

     　　　　　　（2）棉纺织产业链存在问题分析

    　　　　　　（3）棉纺织行业融资问题分析

    　　　　　　（4）棉纺织行业出口问题分析

    　　　　　　（5）棉纺织行业人才问题分析

    　　　　6.2.2 棉纺织行业转型升级必要性分析

    　　6.3 棉纺织行业转型升级重点及途径分析

 

    　　　　6.3.1 棉纺织行业可持续投资前景分析

    　　　　6.3.2 棉纺织行业转型升级关键因素

    　　　　　　（1）转型升级与企业自主创新因素密不可分

    　　　　　　（2）对企业自主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

    　　　　　　（3）影响企业转型升级的其他因素

    　　　　6.3.3 棉纺织行业转型升级重点及途径分析

    　　　　　　（1）技术创新

    　　　　　　（2）品牌建设

    　　　　　　（3）产能调整

    　　　　　　（4）产业链整合

    　　6.4 棉纺织行业转型升级潜在风险及控制

 

    　　　　6.4.1 棉纺织行业转型升级潜在风险

    　　　　6.4.2 棉纺织行业转型升级风险控制

    　　6.5 兰溪棉纺织行业转型升级成功经验分析

 

    　　　　6.5.1 兰溪棉纺织行业规模现状调研

    　　　　6.5.2 兰溪棉纺织行业转型升级的阻力分析



    　　　　6.5.3 兰溪棉纺织行业转型升级的优势分析

    　　　　6.5.4 兰溪棉纺织行业转型升级的制约机理

    　　　　6.5.5 兰溪棉纺织行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

    　　　　6.5.6 兰溪棉纺织行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第七章 棉纺织行业聚集地发展现状及转型升级战略

 

    　　7.1 华东地区行业需求分析

 

    　　7.2 华南地区行业需求分析

 

    　　7.3 华中地区行业需求分析

 

    　　7.4 华北地区行业需求分析

 

    　　7.5 东北地区行业需求分析

 

    　　7.6 西南地区行业需求分析

 

    　　7.7 西北地区行业需求分析

 

   

  第八章 棉纺织行业领先企业经营现状及投资前景

 

    　　8.1 棉纺织企业发展总体状况分析

 

    　　　　8.1.1 棉纺织行业销售收入情况分析

    　　　　8.1.2 棉纺织行业利润总额情况分析

    　　8.2 棉纺织企业经营现状及投资前景分析

 

    　　　　8.2.1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产品及新产品研发

    　　　　　　（3）公司装备及科研技术水平

    　　　　　　（4）公司销售渠道与销售网络

    　　　　　　（5）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6）公司最新动向分析

    　　　　8.2.2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产品及新产品研发

    　　　　　　（3）公司装备及科研技术水平

    　　　　　　（4）公司销售渠道与销售网络

    　　　　　　（5）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6）公司最新动向分析

    　　　　8.2.3 许昌裕丰纺织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产品及新产品研发

    　　　　　　（3）公司装备及科研技术水平

    　　　　　　（4）公司销售渠道与销售网络

    　　　　　　（5）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6）公司最新动向分析

     　　　　8.2.4 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产品及新产品研发

    　　　　　　（3）公司装备及科研技术水平

    　　　　　　（4）公司销售渠道与销售网络

    　　　　　　（5）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6）公司最新动向分析

    　　　　8.2.5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产品及新产品研发

    　　　　　　（3）公司装备及科研技术水平

    　　　　　　（4）公司销售渠道与销售网络

    　　　　　　（5）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6）公司最新动向分析

    　　　　8.2.6 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产品及新产品研发

    　　　　　　（3）公司装备及科研技术水平

    　　　　　　（4）公司销售渠道与销售网络

    　　　　　　（5）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6）公司最新动向分析

    　　　　8.2.7 天虹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产品及新产品研发

    　　　　　　（3）公司装备及科研技术水平

    　　　　　　（4）公司销售渠道与销售网络

    　　　　　　（5）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6）公司最新动向分析

    　　　　8.2.8 海宁八方布业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产品及新产品研发

    　　　　　　（3）公司装备及科研技术水平

    　　　　　　（4）公司销售渠道与销售网络

    　　　　　　（5）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6）公司最新动向分析

    　　　　8.2.9 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产品及新产品研发

    　　　　　　（3）公司装备及科研技术水平

    　　　　　　（4）公司销售渠道与销售网络

    　　　　　　（5）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6）公司最新动向分析

    　　　　8.2.10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产品及新产品研发



    　　　　　　（3）公司装备及科研技术水平

    　　　　　　（4）公司销售渠道与销售网络

    　　　　　　（5）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6）公司最新动向分析

   

  图表目录

    　　图表 棉纺织行业现状调研

    　　图表 棉纺织行业产业链调研

    　　&hellip;&hellip;

    　　图表 2016-2020年棉纺织行业市场容量统计

    　　图表 2016-2020年中国棉纺织行业市场规模状况分析

    　　图表 棉纺织行业动态

    　　图表 2016-2020年中国棉纺织行业销售收入统计

    　　图表 2016-2020年中国棉纺织行业盈利统计

    　　图表 2016-2020年中国棉纺织行业利润总额

    　　图表 2016-2020年中国棉纺织行业企业数量统计

    　　图表 2016-2020年中国棉纺织行业竞争力分析

    　　&hellip;&hellip;

     　　图表 2016-2020年中国棉纺织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图表 2016-2020年中国棉纺织行业运营能力分析

    　　图表 2016-2020年中国棉纺织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图表 2016-2020年中国棉纺织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图表 2016-2020年中国棉纺织行业经营效益分析

    　　图表 棉纺织行业竞争对手分析

    　　图表 **地区棉纺织市场规模

    　　图表 **地区棉纺织行业市场需求

    　　图表 **地区棉纺织市场评估

    　　图表 **地区棉纺织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图表 **地区棉纺织市场规模

    　　图表 **地区棉纺织行业市场需求

    　　图表 **地区棉纺织市场评估

    　　图表 **地区棉纺织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hellip;&hellip;

    　　图表 棉纺织重点企业（一）基本信息

    　　图表 棉纺织重点企业（一）经营情况分析

    　　图表 棉纺织重点企业（一）盈利能力状况分析

    　　图表 棉纺织重点企业（一）偿债能力状况分析

    　　图表 棉纺织重点企业（一）运营能力状况分析

    　　图表 棉纺织重点企业（一）成长能力状况分析

    　　图表 棉纺织重点企业（二）基本信息

    　　图表 棉纺织重点企业（二）经营情况分析

    　　图表 棉纺织重点企业（二）盈利能力状况分析

    　　图表 棉纺织重点企业（二）偿债能力状况分析

    　　图表 棉纺织重点企业（二）运营能力状况分析

    　　图表 棉纺织重点企业（二）成长能力状况分析

    　　&hellip;&hellip;

    　　图表 2021-2027年中国棉纺织行业信息化

    　　图表 2021-2027年中国棉纺织行业市场容量预测分析

    　　图表 2021-2027年中国棉纺织行业市场规模预测分析

    　　图表 2021-2027年中国棉纺织行业风险分析

    　　图表 2021-2027年中国棉纺织市场趋势分析

    　　图表 2021-2027年中国棉纺织行业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详细请访问：http://www.bosidata.com/report/E64775Y6T4.html

http://www.bosidata.com/report/E64775Y6T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