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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在全球化经济的带动下，中国石材产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08年1-12月全

国石材进出口总量3652.14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4.83%，；进出口总额54.88亿美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17.14%。石材进出口的增长说明中国拥有巨大的石材加工能力和消费市场，并已成为

名副其实的世界石材&ldquo;加工场&rdquo;，中国石材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发展趋势。但是我们

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国外一些知名品牌相比差距还很大，在繁荣的背后还有诸多的

隐患，它们不同程度地制约着中国石材工业做大做强。2009年，尽管全世界都遭遇了金融危

机，但中国石材贸易进出口合计只比上一年低了7.7%，仍达到了50亿美元的规模，再一次表

明中国石材业具有适应国际市场的应变能力。

    我国石材企业众多，石材企业数量约3万多家，其中矿山开采企业约6000多家，石材加工企

业2.4万多家。整体来看，中国石材行业集中度较为分散，竞争较为激烈，行业内除有限的几

大石材企业集团之外，更多的石材企业生产规模较小。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山东、四川

等省（区）的石材产业区及北京、上海等石材消费城区。2008年1-12月，全国规模企业花岗石

板材累计产量为23360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长8.31%，增幅大幅回落18.8个百分点；全国规

模企业大理石板材累计产量2504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长4.64%，增幅回落2.06个百分点

。2009年中国石材出口2133万吨，创汇36.11亿美元，比2008年年分别降低了25.06%和8.39%。

出口数量降低幅度大大低于出口价值的降低幅度，说明我国石材出口产品结构在进一步调整

，也即单位创造的价值在迅速提高。2009年，中国石材行业经受了出口订单锐减、利润大幅

下滑的严峻考验，是改革开放以来全行业最为困难的一年，同时也是坚定信心、全力抗击金

融危机的一年。

    石材作为一种主要的建筑材料，目前我国人均石材消费量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0-1100。石

材作为建筑装饰的龙头产品，石材在未来20年将会有更大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

房地产业和建筑装饰业都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尤其是2010年世博会和亚运会的召开，为

我国石材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宣传平台，也为石材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

间。预测在2010年后，中国石材业的发展速度将保持在10-15%左右。未来几年将引来我国石

材行业的飞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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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国内外相关刊物的基础信息以及石材行业研究单位等公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对我国石

材行业的发展现状、发展前景、行业总体水平、市场供求现状、市场结构特征，对石材行业

领先品牌等进行了研究，并对未来石材行业发展的整体环境及发展趋势进行探讨和研判，最

后在前面大量分析、预测的基础上，研究了石材行业今后的发展与投资策略。

    本石材行业研究报告，为我国石材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洞察先机，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经

营策略，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了准确的市场情报

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第一章 石材相关概述

第一节 石材的基本概况

一、石材的分类

二、天然石材的定义及特性

三、人造石材的定义及特性

第二节 石材资源的分布

一、中国石材资源的总体分布状况

二、花岗石资源分布情况

三、大理石资源分布情况

第三节 石材的开发利用

一、世界石材的开发历史

二、石材在建筑上的应用演变

三、天然石材的综合利用情况

第二章 中国建筑装饰材料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建筑装饰材料基本概述

一、建筑装饰材料的分类及基本要求

二、现代建筑装饰材料特点分析

三、装饰装修材料选择应遵循的原则

第二节 中国建筑装饰材料业发展综合分析

一、中国建筑装饰行业发展历程

二、中国建筑装饰业发展将进入黄金期

三、中国建筑装饰行业发展的特征

四、环保时尚型新型建筑饰材受追捧



五、2011年中国建筑装饰业产值增速

六、2012年装饰建材市场需求向好

第三节 建筑装饰行业区域市场发展概况

一、浙江建筑装饰业概况及发展出路

二、武汉建筑装饰业实现飞跃进步

三、深圳市装饰材料市场透析

四、2012年成都市建筑装饰业发展展望

第四节 建筑装饰材料业发展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一、建筑装饰材料市场的主要问题

二、加强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的信息化建设

三、建筑装饰行业跨越式发展的对策

四、加快中国绿色建材发展的措施

第三章 国际石材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国际石材业发展概况

一、世界石材工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世界石材生产和贸易回顾

三、世界石材市场未来发展趋势

第二节 美国

一、美国石材的需求与进口贸易透析

二、美国建筑石材装饰发展动态透视

三、美国市场大理石消费需求现状浅析

四、美国天然石材行业机构情况介绍

五、美国石材行业采取各种措施抵御经济寒流

第三节 意大利

一、意大利石材资源及生产概况

二、2011年意大利石材市场出口状况

三、意大利石材机械发展现状

四、意大利大理石出口重心逐渐东移

第四节 西班牙

一、西班牙石材行业发展概况

二、西班牙石材业发展呈下降趋势



三、2011年西班牙石材出口贸易分析

四、经济危机对西班牙石材市场的影响

第五节 巴西

一、巴西石材资源状况及特点解析

二、阿拉伯仍是巴西石材主要进口来源国

三、巴西石材贸易及影响因素分析

四、1998-2010年巴西天然石材出口数据

第六节 埃及

一、埃及的石材资源状况

二、埃及的石材工业概况

三、埃及石材工业招商引资政策解析

四、埃及石材工业未来的战略目标

五、金融危机冲击埃及石材产业发展

第七节 印度

一、印度主要石材资源分布及开采情况

二、印度石材行业发展简述

三、印度石材出口美国市场的五年综述

第八节 其他国家

一、俄罗斯天然石材受经销商青睐

二、德国石材行业发展分析

三、澳大利亚石材行业进出口走势解读

四、土耳其石材工业未来发展前景可期

第四章 中国石材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中国石材行业发展概况

一、中国石材工业的发展历程

二、中国石材业进入良性化发展轨道

三、中国石材产品走中国特色化道路

四、中国石材业的发展超越世界经济发展速度

第二节 2009-2012年中国石材行业发展现状

一、2009年中国石材行业发展概况

二、2010年我国石材行业运行综述



三、2010年中国石材工业进出口数据分析

四、2011年中国石材行业热点回眸

五、2011年中国石材工业进出口数据分析

六、2012年石材业发展现状分析

第三节 金融危机下中国石材业的发展概况

一、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石材市场

二、金融危机给我国石材出口带来新机遇

三、金融危机也将促进石材行业的产业升级

四、石材企业应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冲击

第四节 2010-2012年石材产品产量数据分析

一、2010-2012年天然大理石建筑板材产量分析

二、2010-2012年天然花岗石建筑板材产量分析

第五节 石材企业发展概述

一、中国石材企业的分布及发展情况

二、中国石材企业的SWOT分析

三、石材企业&ldquo;走出去&rdquo;抢摊国际市场

四、增值税转型改革给石材企业提供良机

五、中国石材企业之间的渠道之争

第六节 中国石材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中国石材业发展面临五大难题

二、中国石材产业存在的八大问题及根源

三、中国石材业发展的限制因素分析

四、外资并购给中国石材业发展带来的挑战

第七节 中国石材行业发展对策分析

一、石材品牌塑造应把握&ldquo;四高原则&rdquo;

二、我国现代石材行业发展的根本途径

三、促进中国石材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四、中国石材的品牌策略发展分析

第五章 中国石材产业集群发展状况

第一节 中国石材产业集群发展概述

一、中国石材产业集群发展形态分析



二、中国石材产业集群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促进中国石材产业集群发展的对策

第二节 南安石材产业集群发展概况

一、金融危机下南安市石材行业发展情况

二、南安水头石材产业风光背后有隐忧

三、南安石材产业呈现&ldquo;两头&rdquo;在外格局

四、2011年南安石材产业强劲发力

五、南安市节约型石材产业集群的战略构想

第三节 云浮石材产业集群发展概况

一、云浮石材产业的发展历程

二、云浮石材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三、云浮石材产业集群发展概述

四、云浮石材产业集群形成与运行机制

五、云浮石材产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瓶颈

六、云浮石材产业的未来发展规划

第四节 莱州石材产业集群发展概况

一、莱州市石材产业发展基本状况

二、莱州市石材企业实力雄厚

三、莱州市夏邱镇石材业发展综述

四、莱州市石材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

五、推进莱州市石材产业发展的措施

第五节 贺州市石材产业集群发展概况

一、贺州市石材矿产资源状况

二、贺州市石材生产加工业发展分析

三、贺州石材产业蓬勃发展

四、贺州市石材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五、贺州市石材产业发展的思路探讨

第六节 湖北通山县石材产业集群发展概况

一、通山县石材产业发展概况

二、通山大力加快石材加工产业集群建设

三、通山县石材产业发展的环境优势

四、通山县石材产业发展思路与目标



五、通山县石材产业加快发展的对策建议

六、通山石材产业未来五年的发展

第六章 中国主要省市石材产业分析

第一节 福建省石材产业发展概述

一、2009年福建民营石材企业对外贸易活跃

二、2010年福建石材企业协力共渡金融危机难关

三、2011年福建省石材出口贸易分析

四、2012年福建省石材产业调结构谋升级

五、厦门市石材贸易业竞争形态分析

第二节 山东省平邑县石材产业发展概述

一、平邑县石材产业发展现状

二、平邑县石材产业发展的优势分析

三、平邑县石材产业存在的问题

四、平邑县石材产业发展思路及目标

五、平邑县石材产业发展措施

第三节 浙江省石材产业发展概述

一、浙江天然石材资源特点及地质状况

二、浙江天然石材亟待进一步开发

三、浙江石材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四、浙江石材产业发展的经验：

五、浙江石材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六、浙江石材产业的发展对策与措施

第四节 吉林省石材产业发展概述

一、浅析吉林省石材产业的发展潜力

二、水头镇石材对吉林天岗石材发展的启示

三、2012年吉林蛟河12石材项目集中开工

四、吉林石材产业发展遭遇的难题

五、加快吉林省石材产业发展的建议

第五节 新疆石材产业发展概述

一、新疆石材资源分布情况

二、新疆石材牵手外贸应对危机



三、新疆发展石材工业的有利条件

四、新疆石材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五、新疆石材产业发展的对策

六、新疆石材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

第六节 其他地区石材产业发展概况

一、云南石材资源状况及开发建议

二、陕西省西乡县石材产业发展概述

三、广西省岑溪市石材产业发展分析

四、河北省承德县石材产业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

五、贵州安龙县笃山乡石材产业蓬勃发展

第七章 中国石材行业进出口数据分析

第一节 中国大理石、

一、2012年中国大理石、

二、2012年中国大理石、

三、2012年中国大理石、

第二节 中国花岗岩、

一、2012年中国花岗岩、

二、2012年中国花岗岩、

三、2012年中国花岗岩、

第三节 中国已加工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等进出口数据分析

一、2012年中国已加工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等进出口总体数据

二、2012年中国已加工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等主要省市进出口数据

三、2012年中国已加工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制品等进出口主要国家数据

第四节 中国已加工的板岩及板岩或粘聚板岩的制品进出口数据分析

一、2012年中国已加工的板岩及板岩或粘聚板岩的制品进出口总体数据

二、2012年中国已加工的板岩及板岩或粘聚板岩的制品主要省市进出口数据

三、2012年中国已加工的板岩及板岩或粘聚板岩的制品进出口主要国家数据

第五节 中国天然石料制的长方砌石、

一、2012年中国天然石料制的长方砌石、

二、2012年中国天然石料制的长方砌石、

三、2012年中国天然石料制的长方砌石、



第八章 石材加工设备发展分析

第一节 中国石材机械业总体概述

一、中国石材加工机械的现代化发展历程

二、中国石材工业机械化是大势所趋

三、中国石材机械工业产业结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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