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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额和零售量的增长率均有所放缓

进口饼干可及性增强

甜味饼干比咸味饼干增长更迅速

零售额和零售量的增长率均有所放缓
数据19: 中国饼干零售市场规模，2011-2016年

零售量预计将以2.8%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增长
数据20: 中国饼干市场销量的最好情形和最差情形，2011-2021年

数据21: 中国饼干市场零售额的最好情形和最差情形预测，2011-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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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2: 中国甜味饼干的进口量和进口额，2014-2016年

数据23: 中国前10大甜味饼干进口国，2015和2016年

人均食用量有增长空间
数据24: 消费者人均每年的饼干食用量（按国家区分），2016年（估计）

原料价格增长将加快高端化进程

咖啡店和烘焙店可能将成为威胁

跨类别竞争增强
数据25: 有饼干成分的巧克力产品实例，波多黎各和美国，2017年

甜味饼干比咸味饼干增长更迅速
数据26: 中国饼干市场的零售额（按市场细分区分），2011-2016年

两类饼干都应该可以保持积极增长
数据27: 中国咸味饼干市场零售额的最好情形和最差情形预测，2011-2021年

数据28: 中国甜味饼干市场零售额的最好情形和最差情形预测，2011-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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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奇饼干生产商是市场赢家

传统口味正在下滑

“适合在路上吃”的宣称有所增加；“低糖”宣称有所减少

迈大集团是最大赢家
数据29: 前11大公司销售额份额，2014-2016年

亿滋国际丢失的份额最多

进口饼干和电商品牌的发展
数据30: 新晋国际品牌的产品实例，中国，2016年

格力高与川宁进行品牌合作，扩大消费者的食用场合

曲奇饼干市场更加拥挤
数据31: 福建达利集团的甄好黄油味曲奇，中国，2016年

格力高推出针对早餐场合的产品
数据32: 格力高针对早餐场合推出的新产品

2016年亿滋国际与阿里巴巴达成战略合作

传统口味正在下滑
数据33: 前10饼干口味，中国，2014-2016年

数据34: 非传统口味的饼干产品实例，日本，2016年

蔬菜和蔓越莓口味正在兴起
数据35: 新兴饼干口味，中国，2014-2016年

数据36: 蔓越莓口味饼干产品实例，中国，2016-2017年

使用天然甜味剂，减少糖分添加
数据37: 前10大新饼干的宣称，中国，2014-2016年

数据38: 以使用天然甜味剂为特色的饼干产品实例，印度尼西亚、美国和德国，2016-2017年

将品牌扩展至其他类别
数据39: 以奥利奥为特色的产品创新

“五色”饼干
数据40: 易买得的五色饼干，韩国，2016年

甜味饼干更令人享受；咸味饼干健康但种类较单一

坚果和乳制品是最受欢迎的配料

享受型的饼干：酥脆，质地和口感有层次感

更多奶酪口味的饼干有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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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得知更多报告内容吗? 
不要错过这难得的机会。
只要您在购买『饼干- 中国 - 2017年3月』这篇报告时，告
知英敏特报告专员下方红包内的折扣代码与金额，您就
可以马上用红包金额折抵此报告的销售原价。

关于英敏特中国报告:

• 综合报告结合市场分析，主要消费者研究、 
产品创新机会与主要趋势。

• 主要研究领域涵盖从1级到3级城市的 
消费者态度、行为、品牌认知和购买动机。

• 我们使用专有的市场规模方法论来研究 
中国的发展已经超过15年，这是您可以 
信赖的数据。

• 专家分析行业面临问题和关键市场趋势。
• 依照英敏特全球新产品数据库（GNPD）的 

独家数据提出新产品趋势分析。
• 在线报告平台可提供多种格式报告下载，并

在PC和平板电脑上都可完整呈现与演示。

联系英敏特中国:
英敏特信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  
上海市淮海中路398号博银国际大厦25楼 | 上海中国 200020
电话: +86(21) 6032 7300
电邮: infochina@mintel.com

*英敏特有权决定最终的 
报告价格以及汇率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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