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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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成人用化妆品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成

人用化妆品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成人用化妆品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成人用化妆品行业

的现状、中国成人用化妆品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成人用化妆品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

分析及中国成人用化妆品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成人用化妆品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成人用化妆品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当前我国化妆品生产环节集中度仍较低，且多数本土化妆品加工商聚

焦在单一领域竞争，尚未像国际生产巨头一样多品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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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产业环境透视

 第一章 成人用化妆品市场特征

 第一节 行业定义及特征

 一、行业定义

 二、行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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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行业产业集中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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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卖方侃价能力

 四、进入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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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华北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三、华东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中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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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中国成人用化妆品国内市场综述

 化妆品品牌商在发展早期、规模较小、资金实力较弱背景下通常选择外包生产，在规模逐步

壮大、资金实力较为充裕情况下，多数品牌商选择自建产能，有利于保护自身配方，有利于

配合终端营销打造爆款、防止竞争对手跟风模仿，有利于及时掌控生产进度、快速影响市场

需求。因此通常较大规模的品牌商均有较强的自主生产能力。因此行业的代工需求主要来自

于小品牌，以及大品牌的部分外包。

     当前我国大量小品牌营收规模在 5 亿元以下、对应终端零售规模在 15 亿元以下（出货折扣

约为 3 折），18 年在我国化妆品市占率不足 0.1%。我们以此为界限，假设市占率不足 0.1%的

品牌完全采用外包生产模式，市占率在0.1%以上的品牌外包比例分为三种假设情形：外包占

比 50%/30%/10%，结合 18 年市占率不足 0.1%的品牌、超过 0.1%的品牌合计市占率分别

为25.9%、74.1%，可以推算出三种假设情形下，我国化妆品外包生产（代加工生产）占总产



值的比重分别为 62.95%、48.13%、33.31%，对应市场规模分别为 258 亿元、197 亿元、136 亿

元。

 2018 年我国市占率&lt;0.1% 、&gt;0.1% 的品牌合计零售规模占化妆品总零售规模占比

  

 第一节 中国成人用化妆品产品产量分析及预测

 一、成人用化妆品产业总体产能规模

 二、成人用化妆品生产区域分布

 三、2015-2019年产量

 四、2015-2019年消费情况

 第二节 中国成人用化妆品市场需求分析及预测

 一、中国成人用化妆品需求特点

 二、主要地域分布

 第三节 2021-2027年中国成人用化妆品供需平衡预测

 第四节 中国成人用化妆品价格趋势分析

 一、中国成人用化妆品2015-2019年价格趋势

 二、中国成人用化妆品当前市场价格及分析

 三、影响成人用化妆品价格因素分析

 四、2021-2027年中国成人用化妆品价格走势预测

  

 第五章 中国成人用化妆品所属行业进出口市场情况分析

 第一节 2015-2019年中国成人用化妆品所属行业进出口量分析

 一、2015-2019年中国成人用化妆品行业进口分析

 二、2015-2019年中国成人用化妆品行业出口分析

 第二节 2021-2027年中国成人用化妆品所属行业进出口市场预测分析

 一、2021-2027年中国成人用化妆品行业进口预测

 二、2021-2027年中国成人用化妆品行业出口预测

 第三节 影响进出口变化的主要原因分析

  

 第三部分 竞争格局分析

 第六章 全国成人用化妆品所属行业财务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15-2019年成人用化妆品所属行业规模分析

 一、2015-2019年成人用化妆品行业总资产对比分析



 二、2015-2019年成人用化妆品行业企业单位数对比分析

 三、2015-2019年成人用化妆品行业从业人员平均人数对比分析

 第二节 2015-2019年成人用化妆品所属行业经济效益分析

 一、2015-2019年成人用化妆品行业产值利税率对比分析

 二、2015-2019年成人用化妆品行业资金利润率对比分析

 三、2015-2019年成人用化妆品行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对比分析

 第三节 2015-2019年成人用化妆品所属行业效率分析

 一、2015-2019年成人用化妆品行业资产负债率对比分析

 二、2015-2019年成人用化妆品行业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对比分析

 第四节 2015-2019年成人用化妆品所属行业结构分析

 一、2015-2019年成人用化妆品行业地区结构分析

 二、2015-2019年成人用化妆品行业所有制结构分析

 三、2015-2019年成人用化妆品行业不同规模企业结构分析

 第五节 2015-2019年成人用化妆品所属行业不同规模企业财务状况分析

 一、2015-2019年成人用化妆品行业不同规模企业人均指标分析

 二、2015-2019年成人用化妆品行业不同规模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三、2015-2019年成人用化妆品行业不同规模企业营运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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