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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具行业是典型的出口型产业，以OEM及ODM生产模式为主的木制家具生

产企业主要分布在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区。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木制家具出口市场持续低迷，迫使许多生产企业

将经营中心从国外市场转移到国内市场。2011年，中国木制家具产品出口量为将经营中心从国外市场转移到国内市场。2011年，中国木制家具产品出口量为

2.016亿件，同比下降0.99%。2012年3月份，两项旨在约束中国木制家具出口的“

欧盟木材及木制品规例和新环保设计指令”正式通过，中国木制家具出口将面临更

加严厉的环保壁垒。

中国木制家具行业的发展具备较强的区域集群产业特征，已形成珠三角、长三

角、环渤海、东北、西部等5个主要的木制家具产业区。其中，珠三角、长三角的木

制家具的主要用于出口，而环渤海地区的木制家具大部分供应国内市场。

由于中国木材供给量存在较大缺口，目前中国木制家具行业在原木、锯材等原

材料供给的进口依存度较高。俄罗斯、东南亚、非洲及南美等都是主要的木材进口

来源地。



中国木制家具生产企业较多，产能比较分散，目前具备较强市场竞争优势的企业主要有美克股份、索菲亚、华

丰家具、皇朝家具等二十多家企业。丰家具、皇朝家具等二十多家企业。

美克股份是中国最大的家具出口企业之一，公司在中国市场拥有自己的家具品牌“美克.美家”，已在国内十

几个大中城市开设了近70家连锁店。国内市场是该公司目前市场拓展重点，2012年该公司计划新开设30-35家连锁几个大中城市开设了近70家连锁店 国内市场是该公司目前市场拓展重点， 0 年该公司计划新开设30 35家连锁

门店。

索菲亚是中国最大的定制衣柜生产企业，“索菲亚”品牌定制衣柜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超过6%。2010年，索

菲亚公司定制衣柜产能已经达到390万平方米。

华丰家具是中国家具行业第一品牌，依托东北及俄罗斯丰富的森林资源，公司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实木家具生产

企业，年产能达到1000万套（件）。

皇朝家具是中国产销量最大的板式家具生产企业之一，主要生产高档民用家具产品。公司在国内拥有强大的营

销网络，除在中国主要大中城市拥有100多家直营零售店之外，经皇朝家私授权的皇朝品牌专卖店已达30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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