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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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纺织业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纺织

业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纺织业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纺织业行业的现状、中国纺织业行

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纺织业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纺织业产业发展前景与投

资预测。您若想对纺织业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纺织业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

的重要工具。

    纺织业在中国是一个劳动密集程度高和对外依存度较大的产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

品服装生产和出口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持续稳定增长对保证中国外汇储备、国际收支平衡

、人民币汇率稳定、解决社会就业及纺织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2019年1-12月中国纺织业出口交货值为284270000千元，同比下降2.4%；2020年1-2月中国纺

织业出口交货值为28960000千元，同比下降27.5%。

 近一年中国出口交货值及增速统计表                           时间             纺织业单月出口交货值（千元）

            纺织业单月出口交货值增速（%）             纺织业累计出口交货值（千元）             纺织业

累计出口交货值增速（%）                               2019年1-2月             -             -             44330000             1.1    

                          3月             25940000             9.7             70890000             3.8                               4月            

27130000             1.2             97080000             3.4                               5月             26580000             -3.1            

123900000             1.6                               6月             27110000             -0.2             150810000             1.2                

              7月             26580000             -4.3             177760000             0.5                               8月             25200000   

         -5.8             196690000             0.3                               9月             25350000             -5.0             217370000     

       -0.7                               10月             23120000             -6.5             235890000             -1.2                               11

月             23810000             -4.6             258310000             -2.0                               12月             25410000            

-3.4             284270000             -2.4                               2020年1-2月             -             -             28960000            

-27.5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博思数据整理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纺织业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

：2020年我国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商品零售类值累计值达12364.6亿元，期末产量比上年

累计下降6.6%。                                        指标   2020年12月   2020年11月   2020年10月   2020年9月  

2020年8月   2020年7月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商品零售类值当期值(亿元)   1526.6   1497.5  

1274   1124.8   967.2   889.3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商品零售类值累计值(亿元)   12364.6  



10848.9   9339.4   8045   6936.4   5958.6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商品零售类值同比增长(%)   3.8 

 4.6   12.2   8.3   4.2   -2.5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商品零售类值累计增

长(%)-6.6-7.9-9.7-12.4-1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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