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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起，中国先后颁布十余部有关推广新型建材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石膏板

符合绿色建筑的要求，不仅使房屋功能得到改善以满足居住和办公的特定需求，也符合绿色建筑的要求，不仅使房屋功能得到改善以满足居住和办公的特定需求，也

与节能环保经济发展方向相一致，因此得到国家政策大力支持。2003-2012 年，中

国石膏板产量从1.73 亿平方米快速增长至21.21 亿平方米，年复合增速28.48%。

由于房屋竣工面积对石膏板市场需求有直接的拉动作用，2012年，在全国房屋

竣工面积同比增速明显下滑的情况下，全年中国石膏板市场需求规模达到约25亿平

方米 同比增速下滑至 左右 受此影响 年中国石膏板产量同比增速下滑方米，同比增速下滑至12%左右。受此影响，2012年中国石膏板产量同比增速下滑

至14.37%。未来中国石膏板市场需求仍将保持在10%-15%左右，其中增量市场来

自于城市化率提升、市场渗透率提升；存量市场来自于房屋重新装修。

目前，中国石膏板市场中，北新建材的市场竞争优势比较明显，其他企业中，

具备与北新建材有竞争实力的主要是外资企业，包括德国可耐福、澳大利亚博罗集

团、法国圣戈班等企业，而国内大部分石膏板生产企业生产规模普遍偏小，市场



竞争力不足。2012年，北新建材石膏板产量达到10.44亿平方米，已经占到国内石膏板产量的49.2%。其中，公司

龙牌石膏板主要定位于高端产品市场，市场占有率超过50%；而公司旗下的另一品牌——泰山牌石膏板主要定位龙牌石膏板主要定位于高端产品市场，市场占有率超过50%；而公司旗下的另 品牌 泰山牌石膏板主要定位

于中低端产品市场，而凭借规模及产品线优势，泰山牌石膏板在这一市场也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

图：2006-2013年中国石膏板产量（单位：百万平方米）

《2012-2013年全球及中国石膏板行业研究报告》主要在分析全球及中国石膏板市场供需规模的基础上，对国

内外主要石膏板企业进行重点分析。



圣戈班集团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建材企业之一，集团至今已在华设立了54家企业及公司。其中，在石膏

板产品领域，公司已在华设立上海、常州、葫芦岛三个生产基地，合计石膏板产能已达到9000万平方米，公司石板产品领域，公司已在华设立上海、常州、葫芦岛三个生产基地，合计石膏板产能已达到9000万平方米，公司石

膏板业务也已从中国华东地区拓展到东北及华北地区。

北新建材仍在加快在全国产能布局的步伐，2012年，公司石膏板产能16.5 亿平方米，其中龙牌产能4.5 亿平方北新建材仍在加快在全国产能布局的步伐， 0 年，公司石膏板产能 6.5 亿平方米，其中龙牌产能 .5 亿平方

米，泰山石膏产能12 亿平方米。目前公司在建生产线7 条，合计2.6 亿平方米，预计公司2015 年实现石膏板产能20 

亿平方米的规划能提前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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