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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博智业根据中国T恤行业发展的现状，综合国家统计局、商务部、工信部、行业协会等权威部
门发布的统计信息和统计数据，糅合各类年鉴信息数据、各类财经媒体信息数据、各类商用数据
库信息数据，依靠宇博智业强大的研究和调查团队，在独立、公正、公开的原则指引下，撰写了
《2012-2016年中国T恤行业市场调查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报告》，较为系统、全面地分析了T恤
行业的市场状况和发展趋势，能够为企事业单位深入细致地认知T恤行业的市场情况提供具有价
值和指导意义的成果。

第一章 第一章 T恤产业市场概述

第一节 行业定义

第二节 行业属性

第三节 行业关键成功要素

第四节 行业价值链分析

第五节 产业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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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全球T恤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

第一节 全球T恤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

一、 全球T恤产业竞争现状

二、 全球T恤产业投资状况

三、 全球T恤产业市场发展趋势

第二节 全球主要国家T恤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

一、 A国家地区T恤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

1. 产业市场环境分析

2. 2009-2012年T恤产业市场规模状况

3. 2009-2012年T恤产业投资状况

4. 产业竞争优劣势及发展趋势分析

…….

第三节 全球主要国家地区T恤产业现状及产业转移

一、 A国家产业发展状况与产业分布概况

1. 产业发展概况

2. 产业结构

3. 产业布局变化

……..

第四节 全球T恤市场经营模式现状及发展趋势

第三章 中国T恤产业链发展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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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上游行业发展状况

第二节 下游行业发展状况

第三节 相关行业发展状况

第四节 辅助行业发展状况

第四章 中国T恤产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中国T恤产业发展现状

第二节 中国T恤产业国际地位现状

第三节 中国T恤产业经济运行现状

第四节 中国T恤产业运营模式现状

第五节 中国T恤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发展策略分析

第六节 中国T恤产业发展趋势

第五章 中国T恤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

第一节 中国T恤市场供给状况

第二节 中国T恤市场需求状况

第三节 中国T恤市场结构状况

第四节 中国T恤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发展策略分析

第五节 中国T恤市场发展潜力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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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国T恤产业基本竞争战略

第一节 成本领先战略

一、 竞争战略的类型

二、 竞争战略的适用条件及组织要求

三、 竞争战略的收益及风险

四、 T恤产业该战略的SWOT分析

五、 T恤产业该战略的典型企业分析

第二节 差异化竞争战略

第三节 集中化竞争战略

第七章 中国T恤产业市场竞争分析

第一节 行业内现有企业的竞争

第二节 新进入者的威胁

第三节 替代品的威胁

第四节 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

第五节 购买者的讨价还价能力

第八章 中国T恤产业市场营销策略竞争分析

第一节 市场产品策略

第二节 市场渠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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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市场价格策略

第四节 广告媒体策略

第五节 客户服务策略

第九章 国外领先企业在中国T恤产业市场竞争策略研究

第一节

一、 公司概况

二、 公司业务经营布局现状

三、 公司经营业绩

四、 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二节

一、 公司概况

二、 公司业务经营布局现状

三、 公司经营业绩

四、 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三节

一、 公司概况

二、 公司业务经营布局现状

三、 公司经营业绩

四、 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四节

一、 公司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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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业务经营布局现状

三、 公司经营业绩

四、 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五节

一、 公司概况

二、 公司业务经营布局现状

三、 公司经营业绩

四、 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十章 中国T恤产业市场发展预测

第一节 中国T恤产业发展环境预测

一、 经济环境预测

二、 社会环境预测

三、 政策环境预测

四、 技术环境预测

第二节 中国T恤市场发展预测

一、 2012-2016年中国T恤市场需求预测

二、 2012-2016年中国T恤市场结构预测

三、 2012-2016年中国T恤市场集中度预测

四、 2012-2016年中国T恤市场供给预测

五、 2012-2016年中国T恤市场价格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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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中国T恤产业市场投资机会与风险

第一节 中国T恤产业市场投资优势分析

第二节 中国T恤产业市场投资劣势分析

第三节 中国T恤产业市场投资机会分析

第四节 中国T恤产业市场投资风险分析

第十二章 中国T恤产业市场竞争策略建议

第一节 中国T恤产业竞争战略建议

一、 竞争战略选择建议

二、 产业升级策略建议

三、 产业转移策略建议

四、 价值链定位建议

第二节 中国T恤市场竞争策略建议

一、 市场定位策略建议

二、 产品开发策略建议

三、 渠道竞争策略建议

四、 品牌竞争策略建议

五、 价格竞争策略建议

六、 客户服务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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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博智业业务：细分行业市场研究  可行性研究报告  园区规划  产业规划  IPO咨询  
行业监测研究  商业计划书 

  宇博智业实力：如何鉴别一家研究机构的实力？  为什么选择宇博智业？  
宇博智业们的客户案例  我们的售后服务

  

报告大厅简介

报告大厅(http://www.chinabgao.com/)成立于2002年10月，是由宇博智业机构开通并运营的一
家大型专业化市场研究网站，提供针对企业用户的各类信息，如深度研究报告、市场调查、统计
数据等。为了满足企业对原始数据的需求，也为了能给企业提供更为全面和客观的研究报告，报
告大厅与国内各大数据源（包括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图书馆、信息中心等权威机构）建立起战
略合作关系。经过多年的努力，报告大厅与国内100多家最优质研究公司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推出超过50000份有价值的研究报告，报告大厅目标是打造一个真正的一站式服务的多用户报告
平台。报告大厅汇聚全国各大市场研究信息生产商的研究成果，正是依托独有的资源优势，为客
户提供最准确、最及时、最权威、最专业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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