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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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服装吊牌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服装吊

牌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服装吊牌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服装吊牌行业的现状、中国服装

吊牌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服装吊牌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服装吊牌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服装吊牌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服装吊牌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服装吊牌即各种服装上吊挂的牌子，包含一些服装材质，洗涤注意事项等信息。从质地上

看，吊牌的制作材料大多为纸质，也有塑料的、金属的。另外，还出现了用全息防伪材料制

成的新型吊牌。再从它的造型上看，则更是多种多样的：有长条形的，对折形的，圆形的，

三角形的，插袋式的以及其它特殊造型的，真是多姿多彩，琳琅满目。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服装吊牌市场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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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