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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说明

中商情报网全新发布的《2014-

2020年中国减肥行业竞争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主要依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

商务部、中国海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协会、工商、税务、海关、国内外相关刊



物的基础信息以及行业研究单位等公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结合深入的市场调研资料，由

中商情报网的资深专家和研究人员的分析。首先，报告对本行业的特征及国内外市场环境

进行描述，其次，对本行业的上下游产业链，市场供需状况及竞争格局等进行了细致的详

尽剖析，接着报告中列出数家该行业的重点企业，并分析相关经营财务数据。最后，对该

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投资风险及投资策略给出科学的建议。本报告是行业生产、贸易、

经销等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洞察市场先机，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为战略

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了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

决策依据。

报告名称 2014-2020年中国减肥行业竞争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

出版日期 动态更新

报告格式 PDF电子版或纸介版

交付方式 Email发送或EMS快递

中文价格 印刷版9500元 

电子版9500元 

中文印刷版+电子版9800元

订购热线 400-666-1917  400-788-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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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报告目录

【版权声明】 

本报告由中商情报网出品，报告版权归中商智业公司所有。本报告是中商智业公司的研究与统计成果，

报告为有偿提供给购买报告的客户使用。未获得中商智业公司书面授权，任何网站或媒体不得转载或引

用，否则中商智业公司有权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如需订阅研究报告，请直接联系本网站，以便获得全

程优质完善服务。中商智业公司是中国拥有研究人员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咨询研究机

构，公司每天都会接受媒体采访及发布大量产业经济研究成果。在此，我们诚意向您推荐一种“鉴别咨

询公司实力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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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减肥产业相关概述 

第一节 肥胖的相关常识 

一、肥胖产生的原因分析 

二、肥胖的计算公式及分类 

三、不同肥胖类型的特征 

四、儿童肥胖的原因及危害 

第二节 健康饮食常识 

一、卡路里的概念与摄取量 

二、主要食品热量统计 

三、饮食要营养均衡 

 

第二章 2013-2014年中国减肥产业运行环境分析 

第一节2013-2014年中国减肥产业政策分析 

一、《保健食品评审技术规程》 

二、《保健食品广告审查暂行规定》 

三、相关产业政策影响分析 

第二节2013-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国民经济运行情况GDP(季度更新) 

二、消费价格指数CPI、PPI（按月度更新） 

三、全国居民收入情况（季度更新） 

四、恩格尔系数（年度更新） 

五、工业发展形势（季度更新） 

六、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季度更新） 

七、中国汇率调整（人民币升值） 

八、对外贸易&进出口 

第三节2013-2014年中国减肥产业社会环境分析 

一、人口环境分析 

二、教育环境分析 



三、文化环境分析 

四、生态环境分析 

五、中国城镇化率 

六、居民的各种消费观念和习惯 

 

第三章　2013-2014年中国减肥市场发展形势分析 

第一节2013-2014年中国减肥市场现状分析 

一、肥胖催生中国减肥市场的发展 

二、中国减肥市场的发展特点 

三、中国减肥市场打破旧有秩序谋求差异化经营 

第二节2013-2014年中国减肥产品发展概况 

一、减肥产品类型分析 

二、减肥产品的开发特点分析 

三、减肥产品的消费特征 

四、减肥产品的开发方向 

第三节2013-2014年中国减肥市场存在的问题 

一、减肥市场降温的原因分析 

二、中国减肥市场面临的挑战 

三、中国减肥保健市场混乱亟待监管 

四、减肥产品惯用欺骗手段分析 

第四节2013-2014年中国减肥市场的发展策略分析 

一、中国减肥市场的发展对策分析 

二、减肥市场产品针对开发策略 

三、减肥市场销售策略 

四、减肥产品生产企业的创新策略 

 

第四章2013-2014年中国减肥产业市场运行动态分析 

第一节2013-2014年中国减肥产品市场发展概况 

一、中国减肥产品市场发展回顾 



二、中国减肥产品市场被四大品种占据 

三、中国减肥产品市场呈现新局势 

第二节2013-2014年中国减肥消费市场整体分析 

一、减肥市场消费人群分类 

二、减肥市场女性消费群体基本特征 

三、减肥市场消费心理分析 

四、消费者对减肥市场相关认知 

五、减肥者购买行为及场所分析 

第三节2013-2014年中国专业减肥中心发展的现状分析 

一、减肥行业步入专业减肥纤体新阶段 

二、专业美体瘦身行业的发展现状 

三、中国美体减肥店的主要类型 

四、广州四种类型纤体中心特征分析 

五、减肥中心的三大骗术 

 

第五章　2013-2014年中国减肥药品产业市场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2013-2014年中国减肥药相关概述 

一、减肥西药种类介绍 

二、减肥中药种类介绍 

三、减肥药品的副作用 

第二节2013-2014年国际减肥药整体现状分析 

一、全球减肥药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二、药品安全因素使国外减肥药研发受挫 

三、世界减肥药品研发动态及前景展望 

第三节2013-2014年中国减肥药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一、国内减肥药市场调整步伐加快 

二、中西药争夺减肥药市场份额 

三、我国开展儿童专用减肥药研发 



第四节2013-2014年中国减肥药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开发策略 

一、减肥药消费的六大错误观念 

二、减肥产品中添加禁用药物情况严重 

三、减肥药品及保健品市场监管不力 

四、减肥药品开发策略 

 

第六章　2013-2014年中国减肥食品产业市场运行状况透析 

第一节2013-2014年世界减肥食品市场状况分析 

一、世界减肥食品市场发展回顾 

二、欧盟实施减肥食品新规定 

三、日本减肥观念转变减肥食品日益流行 

四、韩国研发减肥食用油 

五、英国新型减肥食品有望问世 

六、中国减肥食品市场的发展要突破五大难关 

七、减肥食品行业亟需规范发展 

第二节2013-2014年中国无糖食品产业运行分析 

一、无糖食品流行国际食品市场 

二、美国减肥糖果销售市场看好 

三、我国无糖食品市场受宠 

四、无糖食品市场营销分析 

五、我国无糖食品行业期待规范发展 

第三节2013-2014年中国减肥饮品产业市场分析 

一、减肥饮品开始在国际市场上走俏 

二、挪威研发具有减肥功效的绿茶饮料 

三、可口可乐开发出减肥饮品 

第四节2013-2014年中国苹果醋制造业运行分析 

一、中国果醋原料市场状况 

二、苹果醋生产工艺简介 



三、苹果醋的功效 

四、中国苹果醋行业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五、河南苹果醋市场竞争状况 

六、苹果醋开发前景分析 

 

第七章　2013-2014年中国其他减肥产品市场运行走势分析 

第一节2013-2014年中国减肥茶产业市场分析 

一、减肥茶瘦身“原理” 

二、国内减肥茶市场简述 

三、减肥茶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 

四、减肥茶市场面临困境 

第二节2013-2014年中国功能性内衣产业市场分析 

一、塑身内衣概述 

二、纤体塑身内衣市场的发展变化 

三、美体内衣的市场问题分析 

四、美体内衣未来市场空间广阔 

第三节2013-2014年中国减肥仪器产业市场分析 

一、美国开发出可植入人体的减肥仪器 

二、减肥瘦身仪器市场的状况 

三、减肥仪器主要产品市场分析 

四、器械减肥的优势分析 

五、美体瘦身仪器的未来发展方向 

 

第八章2013-2014年中国其他减肥形式运行局势分析 

第一节 减肥手术 

一、减肥手术的发展历程 

二、微创减肥手术简介 

三、抽脂手术介绍 

四、中国胃束带减肥手术市场现状 



五、减肥手术的风险分析 

第二节 针灸减肥 

一、针灸减肥概述 

二、针灸减肥的机理 

三、针灸穴位埋线减肥法介绍 

四、针灸减肥市场状况分析 

五、上海针灸减肥市场的问题分析 

第三节 瑜伽减肥 

一、瑜伽瘦身的原理简析 

二、纤体效果明显的瑜伽类型 

三、瑜伽减肥更利于身心健康 

四、瑜伽市场竞争分析 

五、瑜伽市场的问题分析 

六、瑜伽市场开发方向及策略 

 

第九章　2013-2014年中国减肥市场广告分析 

第一节2013-2014年中国减肥广告现状分析 

一、中国减肥产品宣传概念分类 

二、洗肠概念减肥品广告分析 

三、减肥广告市场基本套路分析 

四、中国减肥产品广告投放总体分析 

五、减肥药品及保健品广告投放回顾 

六、经济寒流催热网络减肥广告市场 

第二节2013-2014年中国减肥品广告市场存在的问题 

一、减肥广告市场的危机 

二、企业亟需转变对减肥广告的认识 

三、减肥品广告宣传违法率高 

四、违法减肥广告难治理 



第三节2013-2014年中国减肥广告创意及策略 

一、广告创意基本思路及案例分析 

二、减肥广告要注重传播力 

三、减肥广告传播的优化创新策略 

四、减肥广告形象代言人的选择与应用策略 

 

第十章　2013-2014年中国减肥行业市场营销策略分析 

第一节2013-2014年中国减肥业营销现状与策略分析 

一、减肥市场三大营销案例比较 

二、减肥产品销售的卖点分析 

三、减肥市场营销模式探析 

四、减肥市场区域滚动销售模式分析 

五、减肥市场启动期的营销要点分析 

六、减肥产品推广期的营销策略 

七、减肥保健品的市场突围策略 

第二节 999减肥胶囊市场营销案例 

一、减肥品类型及各阶段品牌演变 

二、产品概念 

三、产品试销 

四、市场营销策略 

第三节 SO瘦减肥茶的品牌营销策略 

一、SO瘦是碧生源品牌突围的新生力量 

二、首次试水SO瘦广告遭遇挫折 

三、SO瘦减肥茶的策略颠覆 

四、新策略面市收效甚佳 

五、碧生源品牌升级的市场拐点 

第四节 康尔寿营销整合案例分析 

一、康尔寿减肥茶营销渐入被动 



二、康尔寿减肥茶市场营销策略 

三、康尔寿整合营销取得成功 

第五节 香脂减肥营销案例解析 

一、QIMEI香脂瘦身产品介绍 

二、QIMEI代言人的选择 

三、减肥产品市场竞争环境分析 

四、QIMEI产品营销运作的过程 

 

第十一章 2013-2014年中国减肥产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13-2014年中国减肥产业竞争现状分析 

一、减肥市场环境激烈竞争 

二、减肥市场竞争达到白热化状态 

三、减肥药市场将要高开低走- 

第二节 2013-2014年中国主要地区减肥市场状况分析 

一、北京减肥品市场发展回顾 

二、上海减肥市场品牌竞争激烈 

三、广州减肥市场消费特征 

四、深圳减肥品牌抢滩广州市场 

五、西安减肥产品市场“新概念”横飞亟待规范 

第三节 2013-2014年中国减肥产业提升竞争力策略分析 

 

第十二章2013-2014年中国减肥行业重点企业竞争力分析 

第一节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二节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三节 北京澳特舒尔保健品开发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四节 北京寿春堂医药保健品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五节 婷美集团保健科技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六节 汕头市大印象（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七节 修水县神茶实业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八节 黑龙江北奇神高科保健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九节 北京市天龙保健茶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十节 随州活化石生物保健工程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十三章　2014-2020年中国减肥行业发展前景预测分析 

第一节2014-2020年中国减肥行业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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