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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主要依據國家統計局、國家海關總署、國家發改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內外相關刊
物的基礎信息以及其他研究單位等公布和提供的大量資料，結合深入的市場調查資料，立足於世
界對外貿易行業整體發展大勢，對中國對外貿易行業資源、對外貿易產行業的發展情況、各地區
發展情況、主要企業等進行了分析及預測，並對未來對外貿易行業發展的整體環境及發展趨勢進
行探討和研判，最後在上述大量分析、預測的基礎上，研究了對外貿易行業今後的發展與投資策
略，為對外貿易行業設備製造、投資等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洞察先機，根據市場需求及時調
整經營策略，為戰略投資者選擇恰當的投資時機和公司領導層做戰略規劃提供了準確的市場情報
信息及科學的決策依據，同時對銀行信貸部門也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第一章 對外貿易行業發展概述

第一節 對外貿易定義及分類

一、對外貿易行業的定義

二、對外貿易行業的種類

三、對外貿易行業的特性

第二節 對外貿易產業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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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外貿易行業經濟特性

二、對外貿易主要細分行業

三、對外貿易產業鏈結構分析

第三節 對外貿易行業地位分析

一、對外貿易行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二、對外貿易行業對人民生活的影響

三、對外貿易行業關聯度情況

第二章 2015-2019年中國對外貿易行業總體發展狀況

第一節 2015-2019年中國對外貿易行業規模情況分析

一、對外貿易行業單位規模情況分析

二、對外貿易行業人員規模狀況分析

三、對外貿易行業資產規模狀況分析

四、對外貿易行業市場規模狀況分析

第二節 2015-2019年中國對外貿易行業產銷情況分析

一、對外貿易行業生產情況分析

二、對外貿易行業銷售情況分析

三、對外貿易行業產銷情況分析

第三節 2020-2025年中國對外貿易行業財務能力分析

一、對外貿易行業盈利能力分析與預測

二、對外貿易行業償債能力分析與預測

三、對外貿易行業營運能力分析與預測

四、對外貿易行業發展能力分析與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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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國對外貿易行業政策技術環境分析

第一節 對外貿易行業政策法規環境分析

一、行業「十三五」規劃解讀

二、行業相關標準概述

三、行業稅收政策分析

四、行業環保政策分析

五、行業政策走勢及其影響

第二節 對外貿易行業技術環境分析

一、國際技術發展趨勢

二、國內技術水平現狀

三、科技創新主攻方向

第四章 2015-2019年中國對外貿易行業市場發展分析

第一節 中國對外貿易行業市場運行分析

一、2015-2019年中國市場對外貿易行業需求狀況分析

二、2015-2019年中國市場對外貿易行業生產狀況分析

三、2015-2019年中國市場對外貿易行業技術發展分析

四、2015-2019年中國市場對外貿易行業產品結構分析

第二節 中國對外貿易行業市場產品價格走勢分析

一、中國對外貿易業市場價格影響因素分析

二、2015-2019年中國對外貿易行業市場價格走勢分析

第三節 中國對外貿易行業市場發展的主要策略

一、發展國內對外貿易行業的相關建議與對策

二、中國對外貿易行業的發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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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2015-2019年中國對外貿易行業進出口市場分析

第一節 對外貿易進出口市場分析

一、進出口產品構成特點

二、2015-2019年進出口市場發展分析

第二節 對外貿易行業進出口數據統計

一、2015-2019年對外貿易進口量統計

二、2015-2019年對外貿易出口量統計

第三節 對外貿易進出口區域格局分析

一、進口地區格局

二、出口地區格局

第四節 2020-2025年對外貿易進出口預測

一、2020-2025年對外貿易進口預測

二、2020-2025年對外貿易出口預測

第六章 2015-2019年中國對外貿易行業市場供需狀況研究分析

第一節 2015-2019年中國對外貿易行業市場需求分析

一、2015-2019年中國對外貿易行業市場需求規模分析

二、2015-2019年中國對外貿易行業市場需求影響因素分析

三、2015-2019年中國對外貿易行業市場需求格局分析

第二節 2015-2019年中國對外貿易行業市場供給分析

一、2015-2019年中國對外貿易行業市場供給規模分析

二、2015-2019年中國對外貿易行業業市場供給影響因素分析

三、2015-2019年中國對外貿易行業市場供給格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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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2015-2019年中國對外貿易行業市場供需平衡分析

第七章 2015-2019年對外貿易行業相關行業市場運行綜合分析

第一節 2015-2019年對外貿易行業上游運行分析

一、對外貿易行業上游介紹

二、對外貿易行業上游發展狀況分析

三、對外貿易行業上游對對外貿易行業影響力分析

第二節 2015-2019年對外貿易行業下游運行分析

一、對外貿易行業下游介紹

二、對外貿易行業下游發展狀況分析

三、對外貿易行業下游對本行業影響力分析

第八章 2015-2019年中國對外貿易行業競爭格局分析

第一節 對外貿易行業競爭結構分析

一、現有企業間競爭

二、潛在進入者分析

三、替代品威脅分析

四、供應商議價能力

五、客戶議價能力

第二節 對外貿易企業國際競爭力比較

一、生產要素

二、需求條件

三、支援與相關產業

四、企業戰略、結構與競爭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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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府的作用

第三節 對外貿易行業競爭格局分析

一、對外貿易行業集中度分析

二、對外貿易行業競爭程度分析

第四節 2015-2019 年對外貿易行業競爭策略分析

一、2015-2019年對外貿易行業競爭格局展望

二、2015-2019年對外貿易行業競爭策略分析

第九章 2015-2019年中國對外貿易行業重點區域運行分析

第一節 2015-2019年華東地區對外貿易行業運行情況

第二節 2015-2019年華南地區對外貿易行業運行情況

第三節 2015-2019年華中地區對外貿易行業運行情況

第四節 2015-2019年華北地區對外貿易行業運行情況

第五節 2015-2019年西北地區對外貿易行業運行情況

第六節 2015-2019年西南地區對外貿易行業運行情況

第七節 主要省市集中度及競爭力分析

第十章 2015-2019年中國對外貿易行業知名品牌企業競爭力分析（企業可自選）

第一節 A.公司

一、企業概況

二、企業收入及盈利指標

三、企業資產狀況分析

四、企業成本費用構成情況

五、企業競爭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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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B.公司

一、企業概況

二、企業收入及盈利指標

三、企業資產狀況分析

四、企業成本費用構成情況

五、企業競爭力分析

第三節 C.公司

一、企業概況

二、企業收入及盈利指標

三、企業資產狀況分析

四、企業成本費用構成情況

五、企業競爭力分析

第四節 D.公司

一、企業概況

二、企業收入及盈利指標

三、企業資產狀況分析

四、企業成本費用構成情況

五、企業競爭力分析

第五節 E.公司

一、企業概況

二、企業收入及盈利指標

三、企業資產狀況分析

四、企業成本費用構成情況

五、企業競爭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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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2020-2025年中國對外貿易行業發展前景預測分析

第一節 行業發展前景分析

一、行業市場發展前景分析

二、行業市場蘊藏的商機分析

三、行業行業「十三五」整體規劃解讀

第二節 2020-2025年中國對外貿易行業市場發展趨勢預測

一、2020-2025年行業需求預測

二、2020-2025年行業供給預測

三、2020-2025年中國對外貿易行業市場價格走勢預測

第三節 2020-2025年中國對外貿易技術發展趨勢預測

一、產品發展新動態

二、產品技術新動態

三、產品技術發展趨勢預測

第四節 我國對外貿易行業SWOT模型分析研究

一、優勢分析

二、劣勢分析

三、機會分析

四、風險分析

第十二章 2020-2025年中國對外貿易行業投資分析

第一節 對外貿易行業投資機會分析

一、投資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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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項目

第二節 對外貿易行業投資風險分析

一、市場風險

二、成本風險

三、貿易風險

第三節 對外貿易行業投資建議

一、把握國家投資的契機

二、競爭性戰略聯盟的實施

三、市場的重點客戶戰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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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博智業業務：細分行業市場研究  可行性研究報告  園區規劃  產業規劃  IPO諮詢  
行業監測研究  商業計劃書 

  宇博智業實力：如何鑑別一家研究機構的實力？  為什麼選擇宇博智業？  
宇博智業們的客戶案例  我們的售後服務

  

報告大廳簡介

報告大廳(http://www.chinabgao.com/)成立於2002年10月，是由宇博智業機構開通並運營的一
家大型專業化市場研究網站，提供針對企業用戶的各類信息，如深度研究報告、市場調查、統計
數據等。為了滿足企業對原始數據的需求，也為了能給企業提供更為全面和客觀的研究報告，報
告大廳與國內各大數據源（包括政府機構、行業協會、圖書館、信息中心等權威機構）建立起戰
略合作關係。經過多年的努力，報告大廳與國內100多家最優質研究公司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
推出超過50000份有價值的研究報告，報告大廳目標是打造一個真正的一站式服務的多用戶報告
平台。報告大廳匯聚全國各大市場研究信息生產商的研究成果，正是依託獨有的資源優勢，為客
戶提供最準確、最及時、最權威、最專業的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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