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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地板市场景气度较2011年有所下降，人工、卖场租金等成本上涨

，下游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等都是重要的不利因素。2012年，中国木地板市场销量，下游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等都是重要的不利因素。2012年，中国木地板市场销量

为3.77亿平方米，同比下降5%。

相对于市场的不景气，中国木地板行业产能在投资拉动下发展过快。2012年中

国地板总产量达 6.79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约8%，地板行业阶段性产能过剩问题已

经出现。

2012年，中国已有木地板生产企业2300多家，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苏、上海、

广东、云南、北京和东北等地。

从细分市场来看，强化木地板销量仍居第一，但市场份额有所下滑。实木地板

实木复合地板等高端产品价格下滑 导致强化木地板价格优势削弱 2012年 强、实木复合地板等高端产品价格下滑，导致强化木地板价格优势削弱。2012年，强

化木地板、实木复合地板、实木地板市场份额分别为55.94%、22.8%、11.06%。



图：2012年中国木地板销量（分产品）构成

《2012年全球及中国木地板行业研究报告》在分析中国木地板产业环境、市场竞争格局的基础上，对全球和中

国木地板主要企业的运营状况、发展规划进行重点分析。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产品为中高档强化复合

地板和实木复合地板。2012年下半年，公司开始逐步履行与保利地产、万科地产和恒大地产的地板供应协议。由

于三大地产龙头企业议价能力强于普通购买者，2012下半年德尔家居产品毛利率出现了下滑。

2013年3月，安信地板中标万科集团2013-2014年度地板供应商CD标。在未来两年中，万科CD标各项工程预计

使用650.5万平方米地板产品。2013 年4 月，安信地板中标绿地集团2013年度控购供应商。在该框架协议中，地板

铺装面积将达70余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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