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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男性护肤品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男性

护肤品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男性护肤品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男性护肤品行业的现状、

中国男性护肤品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男性护肤品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男

性护肤品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男性护肤品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男

性护肤品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男性消费者在选购时，最为关注的两个指标分别为产品、口碑。随着男士对护肤品了解的

深入，关注&ldquo;品牌&rdquo;的比例逐年降低，而更关注&ldquo;产品&rdquo;和&ldquo;使用

方法 &rdquo;。男士香水、洁面乳、面霜、爽肤水、润唇膏等护肤品，无论从种类还是从品牌

上，都较以往有很大的变化，品种单一、品牌缺乏的局面正在悄悄地改变。 

    2019年8月中国化妆品及护肤品进口量为20127吨，同比增长10.3%，2019年9月中国化妆品及

护肤品进口量为23266吨，同比下降2.5%，2019年1-9月中国美容化妆品及护肤品进口量

为166789吨，同比增长11.9%，进口金额为6629.5百万美元，同比增长39.9%。        时间   化妆品

及护肤品进口金额：百万美元       2019.1   909.4       2019.2   687.8       2019.3   816.4       2019.4   808.9   

   2019.5   1184.9       2019.6   621.5       2019.7   718.1       2019.8   1097.4       2019.9   1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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