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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产业集群是指在一定领域中，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

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现今，产业集群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与提

升区域产业竞争力的重要经济载体。中国家具行业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逐步形成了17个

家具产业集群。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家具产业集群需要顺应时代潮流，进一步推进家具产业

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家具产业集群升级是规避&ldquo;路径锁定&rdquo;、应对集群风险和外部压力的需要，是

产业集群实现向全球价值链两端的高价值环节攀升的需求，也是我国家具产业结构调整的必

然方向。但目前我国家具产业集群基本都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制造环节，缺乏向全球价值

链上游的研发、设计环节以及下游的营销、品牌环节的延伸，面临着极大的升级压力。

      家具产业集群升级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它的实现需要依托产业集群的大规模生产与配

套系统的完善，包括各种先进生产设备、工艺流程与技术的应用及严格的质量管理和环境管

理，尤其是现代化的营销物流、创意设计与商业渠道等服务业层次的提升;其升级的最终体现

就是研发的新产品持续推向市场并获得定价权，即相应的市场势力。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家具产业集群市场监测及发展方向研究报告》依据国

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

，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它是业

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

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企顾问网是国内权威的市场调查、行业分析专家，主要服务有市场调查报告，行业分析

报告，投资发展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市场分析报告,行业研究报告,行业调查报告,投资咨询报

告,投资情报，免费报告,行业咨询,数据等，是中国知名的研究报告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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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 家具产业集群重点分布区域

（1）香河家具产业集群分析

（2）石家庄家具产业集群分析

4.9 上海市家具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分析

4.9.1 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1）经济发展增速

（2）产业结构分析

（3）进出口贸易分析

4.9.2 土地资源供应现状

（1）土地利用现状及规划

（2）土地资源供应趋势分析

4.9.3 政府配套措施及规划

（1）行业管理政策分析

（2）产业配套扶持政策

4.9.4 家具制造行业运营现状分析

（1）行业年产值分析

（2）行业从业人员规模

（3）行业出口贸易规模

（4）行业商贸流通体系

（5）行业品牌建设现状

4.9.5 家具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分析

（1）家具产业集群产值



（2）家具产业园区建设

（3）技术中心建设情况

（4）服务体系构建情况

4.10 北京市家具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分析

4.10.1 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1）经济发展增速

（2）产业结构分析

（3）进出口贸易分析

4.10.2 土地资源供应现状

（1）土地利用现状及规划

（2）土地资源供应趋势分析

4.10.3 政府配套措施及规划

（1）行业管理政策分析

（2）产业配套扶持政策

4.10.4 家具制造行业运营现状分析

（1）行业年产值分析

（2）行业从业人员规模

（3）行业出口贸易规模

（4）行业商贸流通体系

（5）行业品牌建设现状

4.10.5 家具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分析

（1）家具产业集群产值

（2）家具产业园区建设

（3）技术中心建设情况

（4）服务体系构建情况

 

第5章：国际家具产业集群发展状况及经验借鉴

5.1 主要国家家具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5.1.1 意大利家具产业集群分析

（1）意大利家具产业集群成因

（2）意大利家具产业发展现状

（3）意大利家具产业集群剖析



（4）案例-意大利米兰家具商贸中心

5.1.2 德国家具产业集群分析

（1）德国家具产业集群成因

（2）德国家具产业发展现状

（3）德国家具产业集群剖析

（4）案例-德国科隆家具商贸中心

5.1.3 美国家具产业集群分析

（1）美国家具产业集群成因

（2）美国家具产业发展现状

（3）美国家具产业集群剖析

（4）案例-美国高点家具商贸中心

5.1.4 日本家具产业集群分析

（1）日本家具产业集群成因

（2）日本家具产业发展现状

（3）日本家具产业集群剖析

5.2 国际家具产业集群发展经验借鉴

5.2.1 国际家具产业集群成功关键因素分析

5.2.2 国际家具产业集群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第6章：中国家具产业集群创新与升级的战略思路

6.1 中国家具产业集群的形成要素

6.1.1 家具产业集群形成的必要条件

（1）需求要素

（2）资源要素

（3）相关配套产业

（4）同行业结构

（5）市场竞争状况

6.1.2 家具产业集群的规划原则

（1）市场导向原则

（2）发挥优势原则

（3）配套互补原则

（4）集中布局原则



（5）企业主体原则

6.2 家具产业集群创新与升级的界定

6.2.1 家具产业集群创新和升级的定义

6.2.2 中国家具产业集群升级的必要性

（1）家具产业集群应对集群风险的需要

（2）家具产业集群应对外部压力的需要

（3）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需要

6.3 家具产业集群创新系统分析

6.3.1 家具产业集群创新的基本特征

（1）互惠共生性

（2）竞争协同性

（3）根植性

（4）知识资源互补性

（5）创新组织的开放性

6.3.2 家具产业集群的创新动力分析

（1）组织动力

（2）外部动力

（3）制度动力

（4）文化动力

6.4 家具产业集群升级系统分析

6.4.1 家具产业集群升级运行机制

（1）家具产业集群学习运行机制

（2）家具产业集群创新运行机制

（3）家具产业集群社会资本运行机制

（4）家具产业集群外向关联运行机制

6.4.2 家具产业集群升级路径分析

（1）家具产业集群技术能力升级

（2）家具产业集群创新能力升级

（3）家具产业集群外向关联升级

（4）家具产业集群社会资本升级

（5）家具产业集群升级的动态演进路径

6.5 家具产业集群升级政策支持体系建设



6.5.1 家具产业集群升级为导向的公共政策理论

6.5.2 家具产业集群升级为导向的公共政策的制定

6.5.3 家具产业集群升级为导向的公共政策内容

6.5.4 家具产业集群升级为导向的公共政策的实施与协调

 

第7章：中国家具产业集群创新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7.1 政府公共政策层面的对策建议

7.1.1 创造良好市场环境

7.1.2 促进外向关联发展

7.1.3 加强社会信用制度

7.2 产业集群层面的对策建议

7.2.1 加强协会作用，推动集群网络发展

7.2.2 提高地方家具产业集群的开放性

7.2.3 促进家具产业集群企业协作发展

7.2.4 促进家具产业集群内部合作创新

7.2.5 促进家具产业集群内的流动效率

7.2.6 打造家具产业集群区域品牌

7.2.7 引导培养建设家具企业梯队

7.2.8 提升家具制造业出口竞争力

7.3 企业层面的对策建议

7.3.1 主导企业发挥重要作用

7.3.2 集群企业进军价值链高端

7.3.3 开拓家具业国际营销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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