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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说明

中商情报网全新发布的《2014-

2018年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市场需求前景及投资战略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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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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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仪器仪表出入境检验检疫标准

（四）仪器仪表出入境检验检疫需求现状

（五）仪器仪表出入境检验检疫需求前景

六、通用设备出入境检验检疫需求分析

（一）通用设备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二）通用设备进出口现状及特点



（三）通用设备出入境检验检疫标准

（四）通用设备出入境检验检疫需求现状

（五）通用设备出入境检验检疫需求前景

第七章 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重点省市需求分析

第一节 长三角地区出入境检验检疫需求分析

一、上海市

（一）上海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发展现状

（1）货物检验检疫批次及金额

（2）工业品检验检疫批次及金额

（3）动物及其产品检验检疫批次及金额

（4）植物及其产品检验检疫批次及金额

（5）食物及化妆品检验检疫批次及金额

（二）上海市出入境检验检疫最新动态

（三）上海市出入境检验检疫需求预测

二、浙江省

（一）浙江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发展现状

（1）货物检验检疫批次及金额

（2）工业品检验检疫批次及金额

（3）动物及其产品检验检疫批次及金额

（4）植物及其产品检验检疫批次及金额

（5）食物及化妆品检验检疫批次及金额

（二）浙江省出入境检验检疫最新动态

（三）浙江省出入境检验检疫需求预测

三、江苏省（研究方法同上）

四、安徽省

五、宁波市

第二节 珠三角地区

一、广东省

二、深圳市



三、珠海市

第三节 环渤海地区

一、北京市

二、河北省

三、山东省

第四节 中部地区

一、湖南省

二、湖北省

三、河南省

第八章 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领先机构经营分析

第一节 中国重点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分析

一、北京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一）机构基本情况概述

（二）机构组织结构分析

（三）机构业务范围分析

（四）机构检验检疫数据

1、出境货物批次及货值

2、入境货物批次及货值

（五）机构最新动态分析

（六）机构未来工作重点

二、上海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研究方法同上）

三、广州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四、深圳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五、天津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六、山东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七、江苏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八、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九、浙江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十、湖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第二节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经营分析

一、中国检验认证集团

（一）企业基本情况概述

（二）企业检测资质分析

（三）企业业务范围方向

（四）企业目标客户分析

（五）企业营销网络分析

（六）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七）企业发展的优劣势

（八）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二、深圳市华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内容同上）

三、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谱尼测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六、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七、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所

八、赛宝计量检测中心

九、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十、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十一、国际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十二、中国纤维检验局

十三、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第九章 2014-2018年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发展前景与投资分析

第一节 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一、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影响因素

二、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发展趋势

三、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规模预测

第二节 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一、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进入壁垒



（一）国家认证壁垒

（二）销售渠道壁垒

（三）检验技术壁垒

（四）公信力壁垒

（五）资金壁垒

二、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投资风险

（一）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二）检测事故的公信力风险

（三）行业市场化发展的政策风险

（四）高素质专业人才短缺风险

（五）检验检疫行业面临的其它风险

第三节 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投资潜力与建议

一、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投资机会剖析

二、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营销策略分析

三、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主要投资建议

部分图表目录

图表 出入境检验检疫服务分类列表 

图表 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相关行业 

图表 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管理部门及职能列表 

图表 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主要法律法规列表 

图表 出入境检验检疫收费减免项目列表

图表 2009-201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中国对外贸易国别结构

图表 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

图表 中国进出口总额与出入境检验检疫货物总值关联图

图表 全球检验检疫行业规模走势图

图表 全球检验检疫行业区域转移示意图 

图表 全球检验检疫行业检测主体走势示意图



图表 2009-2012年中国同欧洲各国进出口规模

图表 2009-2012年中国同亚洲各国进出口规模

图表 2009-2012年中国同非洲各国进出口规模

图表 2009-2012年中国同北美洲各国进出口规模

图表 2009-2012年中国同大洋洲各国进出口规模

图表 2009-2012年中国同拉丁美洲各国进出口规模

图表 2009-2013年中国入境旅游外国旅客人数

图表 2013年中国入境旅游旅客国别结构

图表 2009-2013年中国出境旅游市场发展规模

图表 2009-2013年中国出入境货物检验检疫批次

图表 2009-2013年中国出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货值

图表 2009-2013年中国出入境货物检验检疫合格率

图表 2009-2013年中国工业品出入境检验检疫批次

图表 2009-2013年中国工业品出入境检验检疫货值

图表 2009-2013年中国工业品出入境检验检疫合格率

图表 2009-2013年中国动物及动物产品出入境检验检疫批次

图表 2009-2013年中国动物及动物产品出入境检验检疫货值

图表 2009-2013年中国动物及动物产品出入境检验检疫合格率

图表 2009-2013年中国华北地区出入境货物检验检疫批次

图表 2009-2013年中国华北地区出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货值

图表 2009-2013年中国华北地区出入境货物检验检疫合格率

图表 中国第三方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市场规模走势图

图表 中国第三方出入境检验检疫特点列表 

图表 中国第三方出入境检验检疫相对于企业内部检测的优势列表 

图表 中国第三方出入境检验检疫相对于政府强制检测的优势列表 

图表 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区域分布格局

图表 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企业性质分布图

图表 2013年中国食品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图表 2013年中国食品行业进出口情况

图表 食品出入境检验检疫标准

图表 2013年中国药品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图表 2013年中国药品行业进出口情况

图表 药品出入境检验检疫标准

图表 2013年中国化妆品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图表 2013年中国化妆品行业进出口情况

图表 化妆品出入境检验检疫标准

图表 2013年中国汽车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图表 2013年中国汽车行业进出口情况

图表 汽车出入境检验检疫标准

图表 2013年中国服装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图表 2013年中国服装行业进出口情况

图表 服装出入境检验检疫标准

图表 2009-2013年上海市货物检验检疫规模

图表 上海市工业品检验检疫批次及金额

图表 上海市动物及其产品检验检疫批次及金额

图表 上海市植物及其产品检验检疫批次及金额

图表 上海市食物及化妆品检验检疫批次及金额

图表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组织结构

图表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业务范围

图表 2009-2013年浙江省货物检验检疫规模

图表 2009-2013年江苏省货物检验检疫规模

图表 2009-2013年安徽省货物检验检疫规模

图表 2009-2013年宁波市货物检验检疫规模

图表 2009-2013年广东省货物检验检疫规模

图表 2009-2013年深圳市货物检验检疫规模

图表 2009-2013年珠海市货物检验检疫规模



图表 2009-2013年北京市货物检验检疫规模

图表 2009-2013年河北省货物检验检疫规模

图表 2009-2013年山东省货物检验检疫规模

图表 2009-2013年湖南省货物检验检疫规模

图表 2009-2013年湖北省货物检验检疫规模

图表 2009-2013年河南省货物检验检疫规模

图表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业务范围

图表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营销网络

图表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经营情况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市场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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