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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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眼影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眼影行业相

关概述、中国眼影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眼影行业的现状、中国眼影行业竞争格局、对

中国眼影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眼影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眼

影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眼影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眼影是彩妆的一种，用于涂抹在眼脸（即眼皮）和眼角上，产生阴影和色调反差。眼影有

粉末状、棒状、膏状、乳液状、铅笔状和亮片状。颜色十分多样，包括蓝、青、绿、棕、茶

、褐、和紫色等，其他供调色有黑、白、红和黄色等。

     我国化妆品行业虽然消费人群庞大，但人均消费却远低于国际水平。通过与发达国家比较

可知，未来化妆品市场的消化能力有望增大，行业高成长窗口或已开启。其中彩妆的差距最

大，人均消费仅为欧美人均的9%，未来市场提升的空间也最大。预测，未来五年内，彩妆市

场有望可维持12%的复合增速高速增长，到2023年我国彩妆行业市场规模将突破65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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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增速0.6个百分点。截止至2019年6月全国化妆品零售额为265亿元，同比增长22.5%。累计

方面，2019年全国化妆品零售额达到1462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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