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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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大闸蟹养殖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

大闸蟹养殖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大闸蟹养殖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大闸蟹养殖行业的现

状、中国大闸蟹养殖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大闸蟹养殖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

国大闸蟹养殖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大闸蟹养殖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

资大闸蟹养殖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说起大闸蟹，与小龙虾还不太一样，小龙虾原本就是外来生物，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可以

愉快的成长，所以消费者们吃小龙虾时很少会问这是哪儿的小龙虾，相比之下，大闸蟹就比

较娇贵了，大闸蟹对生活环境要求要高得多，目前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其中江苏省生产的大闸蟹占总产量的44%，几乎接近市场供给量的半壁江山。市场最受欢

迎的阳澄湖大闸蟹与洪泽湖大闸蟹都是产自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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