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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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脆肉鲩养殖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脆肉

鲩养殖行业相关概述、中国脆肉鲩养殖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脆肉鲩养殖行业的现状、

中国脆肉鲩养殖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脆肉鲩养殖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脆

肉鲩养殖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脆肉鲩养殖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脆

肉鲩养殖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脆肉鲩，原产于广东省中山市长江水库，是中山市地理标志之一，是利用水库的矿泉水，

喂精饲料，运用活水密集养殖法养育成的名特水产品。因其肉质结实、清爽、脆口而得名。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所谓的&ldquo;脆肉鲩&rdquo;，并非新的物种，生物学意义上仍然属

于草鱼，属鲤形目鲤科雅罗鱼亚科草鱼属，只是通过特定的喂养方式生产出的具有特殊生物

特性(如肉不易煮烂)的普通草鱼，通过人工实现了肉质的改变。

     &ldquo;脆肉鲩&rdquo;外形像草鱼，而生物性异于草鱼，需要特殊的烹调方式，如果像草

鱼一样烹调，则煮不烂、嚼不动，筷子戳不进，吃起来味道像吃橡胶，惊吓好多人。2017年9

月中旬湖南湘潭市首次采购脆肉鲩，由于消费者不了解，导致大批退货。供货商在出售的时

候，有告知义务。

 第一部分 产业环境透视

 第一章 脆肉鲩养殖行业发展综述

 第一节 脆肉鲩养殖行业定义及特征

 一、行业定义

 二、行业产品分类

 第二节 脆肉鲩养殖行业价值分析

 一、主要价值

 二、副产品价值

 第三节 脆肉鲩养殖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一、赢利性

 二、成长速度

 三、附加值的提升空间

 四、进入壁垒／退出机制

 五、风险性

 六、行业周期



 七、竞争激烈程度

  

 第二章 脆肉鲩养殖行业市场环境及影响分析（PEST）

 第一节 脆肉鲩养殖行业政治法律环境（P）

 一、行业管理体制分析

 二、行业主要法律法规

 三、行业相关政策

 第二节 行业经济环境分析（E）

 一、2019年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二、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三、&ldquo;十三五&rdquo;时期我国经济形势预测

 四、宏观经济环境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第三节 行业社会环境分析（S）

 一、人口环境

 二、生态环境

 三、城镇化率

 四、消费环境

 五、社会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第四节 行业技术环境分析（T）

 一、脆肉鲩养殖行业技术现状

 1、脆肉鲩养殖专利申请人分布

 2、脆肉鲩养殖专利申请种类分布

 3、部分脆肉鲩养殖专利展示

 二、脆肉鲩养殖行业技术发展趋势

  

 第二部分 行业市场分析

 第三章 中国脆肉鲩养殖所属行业运营形势分析

 第一节 我国脆肉鲩养殖所属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行业发展历程和阶段

 二、行业发展现状及特点

 第二节 2015-2019年脆肉鲩养殖所属行业运行现状分析

 一、行业资产规模分析



 二、行业市场发展特点

 第三节 2015-2019年脆肉鲩养殖市场经营情况分析

 一、行业总产值分析

 二、行业销售额分析

 三、行业利润总额分析

 四、行业投资规模分析

 五、行业产出量分析

 六、行业销售量分析

 第四节 2015-2019年中国脆肉鲩养殖所属行业企业分析

 一、企业数量变化分析

 二、企业所有制结构分布分析

 三、企业资产规模分布分析

 第五节 2015-2019年中国脆肉鲩养殖所属行业财务指标总体分析

 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三、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四、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六节 我国脆肉鲩养殖市场价格走势分析

 一、脆肉鲩养殖价格走势分析

 二、2021-2027年脆肉鲩养殖价格走势预测

  

 第四章 中国脆肉鲩养殖技术及销售渠道分析

 第一节 养殖技术分析

 一、养殖环境技术

 二、繁殖及配种技术

 三、种畜选择技术

 四、饲养配料技术

 五、防病抗害技术

 六、关键养殖技术点分析

 第二节 销售途径分析

 一、主要销售渠道分析

 二、销售渠道占比分析



 三、投资预测

 四、销售渠道扩展建议

  

 第五章 中国脆肉鲩养殖行业上游分析

 第一节 饲料行业调研

 一、饲料行业发展现状

 二、饲料行业投资预测

 三、饲料行业对脆肉鲩养殖行业产生的影响

 第二节 仔种行业调研

 一、仔种行业发展现状

 二、仔种行业投资预测

 三、仔种行业对脆肉鲩养殖行业产生的影响

 第三节 饲养人员行业调研

 一、饲养人员行业发展现状

 二、饲养人员行业投资预测

 三、饲养人员行业对脆肉鲩养殖行业产生的影响

 第四节 抗病害药品行业调研

 一、抗病害药品行业发展现状

 二、抗病害药品行业投资预测

 三、抗病害药品行业对脆肉鲩养殖行业产生的影响

  

 第六章 中国脆肉鲩养殖行业下游分析

 第一节 食用应用领域市场

 一、食用应用分析

 二、2015-2019年需求规模分析

 三、2021-2027年需求规模预测

 四、2019年各区域需求占比分析

 第二节 其他应用领域市场

 一、其他应用分析

 二、2015-2019年需求规模分析

 三、2021-2027年需求规模预测

 四、2019年各区域需求占比分析



  

 第三部分 竞争格局分析

 第七章 2021-2027年脆肉鲩养殖行业竞争形势分析

 第一节 行业总体市场竞争状况分析

 一、脆肉鲩养殖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1、现有企业间竞争

 2、潜在进入者分析

 3、替代品威胁分析

 4、供应商议价能力

 5、客户议价能力

 二、脆肉鲩养殖行业集中度分析

 1、市场集中度分析

 2、企业集中度分析

 3、区域集中度分析

 三、脆肉鲩养殖行业SWOT分析

 1、脆肉鲩养殖行业优势分析

 2、脆肉鲩养殖行业劣势分析

 3、脆肉鲩养殖行业机会分析

 4、脆肉鲩养殖行业威胁分析

 第二节 中国脆肉鲩养殖行业竞争格局综述

 一、脆肉鲩养殖行业竞争概况

 1、行业品牌竞争格局

 2、行业企业竞争格局

 3、行业产品竞争格局

 二、中国脆肉鲩养殖行业竞争力分析

 1、我国脆肉鲩养殖行业竞争力剖析

 2、我国脆肉鲩养殖企业市场竞争的优势

 3、国内脆肉鲩养殖企业竞争能力提升途径

  

 第八章 脆肉鲩养殖行业区域市场调研

 第一节 华东地区脆肉鲩养殖行业发展分析

 一、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行业发展规模分析

 三、市场需求规模分析

 四、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第二节 华南地区脆肉鲩养殖行业发展分析

 一、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行业发展规模分析

 三、市场需求规模分析

 四、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第三节 华中地区脆肉鲩养殖行业发展分析

 一、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行业发展规模分析

 三、市场需求规模分析

 四、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第四节 华北地区脆肉鲩养殖行业发展分析

 一、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行业发展规模分析

 三、市场需求规模分析

 四、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第五节 东北地区脆肉鲩养殖行业发展分析

 一、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行业发展规模分析

 三、市场需求规模分析

 四、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第六节 西南地区脆肉鲩养殖行业发展分析

 一、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行业发展规模分析

 三、市场需求规模分析

 四、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第七节 西北地区脆肉鲩养殖行业发展分析

 一、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行业发展规模分析

 三、市场需求规模分析



 四、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第九章 脆肉鲩养殖行业相关企业经营形势分析

 第一节 湖北鼎脆脆肉鲩养殖发展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养殖规模分析

 三、竞争优势分析

 四、未来前景展望

 第二节 中山市东升镇车仔脆肉鲩养殖基地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养殖规模分析

 三、竞争优势分析

 四、未来前景展望

 第三节 中山市嘉华脆肉鲩鱼养殖专业合作社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养殖规模分析

 三、竞争优势分析

 四、未来前景展望

 第四节 来凤县山泉水脆肉鲩专业合作社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养殖规模分析

 三、竞争优势分析

 四、未来前景展望

 第五节 中山市丽景脆肉鲩食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养殖规模分析

 三、竞争优势分析

 四、未来前景展望

 第六节 中山市创御脆肉鲩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养殖规模分析

 三、竞争优势分析



 四、未来前景展望

 第七节 光泽县闽源生态渔业发展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养殖规模分析

 三、竞争优势分析

 四、未来前景展望

 第八节 湖南百恋渔业科技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养殖规模分析

 三、竞争优势分析

 四、未来前景展望

 第九节 中山市鑫隆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养殖规模分析

 三、竞争优势分析

 四、未来前景展望

 第十节 屏南县盛源养殖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养殖规模分析

 三、竞争优势分析

 四、未来前景展望

  

 第四部分 行业趋势预测

 第十章 2021-2027年脆肉鲩养殖行业前景及趋势预测

 第一节 2021-2027年脆肉鲩养殖市场前景预测

 一、2021-2027年脆肉鲩养殖市场发展潜力

 二、2021-2027年脆肉鲩养殖市场前景预测展望

 第二节 2021-2027年脆肉鲩养殖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一、2021-2027年脆肉鲩养殖行业发展趋势

 二、2021-2027年脆肉鲩养殖销售收入预测

 三、2021-2027年脆肉鲩养殖利润总额预测

 第三节 2021-2027年中国脆肉鲩养殖行业供需预测



 一、2021-2027年供给预测

 二、2021-2027年需求预测

 四、2021-2027年中国脆肉鲩养殖投资规模预测

 第四节 影响企业生产与经营的关键趋势

 一、市场整合成长趋势

 二、需求变化趋势及新的商业机遇预测

 三、企业区域市场拓展的趋势

 四、科研开发趋势及替代技术进展

 五、影响企业销售与服务方式的关键趋势

 六、影响企业融资渠道的关键因素

  

 第十一章 2021-2027年脆肉鲩养殖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防范

 第一节 2021-2027年脆肉鲩养殖行业投资机会

 一、产业链投资机会

 二、细分市场投资机会

 三、重点区域投资机会

 第二节 2021-2027年脆肉鲩养殖行业投资前景及防范

 一、政策风险及防范

 二、技术风险及防范

 三、供求风险及防范

 四、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及防范

 五、关联产业风险及防范

 六、产品结构风险及防范

 七、其他风险及防范

  

 第十二章 2021-2027年脆肉鲩养殖行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第一节 2019年脆肉鲩养殖行业面临的困境

 第二节 脆肉鲩养殖企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一、重点脆肉鲩养殖企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二、中小脆肉鲩养殖发展困境及机遇分析

 第三节 中国脆肉鲩养殖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中国脆肉鲩养殖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二、脆肉鲩养殖行业发展的建议对策

 三、市场的重点客户战略实施

 1、实施重点客户战略的必要性

 2、合理确立重点客户

 3、重点客户战略管理

 4、重点客户管理功能

 第四节 中国脆肉鲩养殖市场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一、中国脆肉鲩养殖市场发展面临的挑战

 二、中国脆肉鲩养殖市场发展对策分析

  

 第十三章 脆肉鲩养殖行业投资趋势分析

 第一节 脆肉鲩养殖行业投资趋势分析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业务组合战略

 四、区域战略规划

 五、产业战略规划

 六、营销品牌战略

 七、竞争战略规划

 第二节 对我国脆肉鲩养殖品牌的战略思考

 一、脆肉鲩养殖品牌的重要性

 二、脆肉鲩养殖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三、脆肉鲩养殖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我国脆肉鲩养殖企业的品牌战略

 五、脆肉鲩养殖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六、国内外脆肉鲩养殖品牌对比及策略建议

 第三节 脆肉鲩养殖经营策略分析

 一、脆肉鲩养殖市场细分策略

 二、脆肉鲩养殖市场创新策略

 三、品牌定位与品类规划

 四、脆肉鲩养殖新产品差异化战略

 第四节 脆肉鲩养殖行业投资前景建议研究



 一、2021-2027年脆肉鲩养殖行业投资前景建议

 二、2021-2027年细分行业投资前景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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