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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成品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内生增长承压，外延贡献部分营收增量。顾家家居/喜临门/美

克家居/曲美家居外延收购不仅完善了各公司产品矩阵、优化了公司供应链，且贡献了较多的

营收增量，其2019年非同一控制下合并的企业贡献的营收占当年营收的比例

为10.02%/11.53%/12.83%/32.09%。2019年成品家居外延并表收入占当前营收的比例

        定制行业看，新品类如系统柜、配套品、木门等对收入贡献增加。从总营收增速高于占

比第.一品类的营收增速来看，新品类对营收增长的拉动持续较多，&ldquo;品类扩张&rdquo;

的速度在当前阶段或为胜负手。成品家居亦逐渐向大家居扩张，顾家家居床垫收入近年来持

续的高增长，喜临门收购沙发、曲美家居收购软体企业EkornesASA，未来亦将成为其重要增

长点。成品家居从总营收增速高于占比第.一营收增速看，新品类对营收增长的拉动较多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成品家居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分析报告》共十章。首先

介绍了中国成品家居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成品家居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成品家

居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成品家居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成品家居做了重

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成品家居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成品家

居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成品家居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主

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报告目录：

第.一章成品家居行业产品定义及行业概述发展分析

第.一节成品家居行业产品定义

一、成品家居行业产品定义及分类

二、成品家居行业产品应用范围分析

三、成品家居行业发展历程

四、成品家居行业发展地位及影响分析

第二节成品家居行业产业链发展环境简析

一、成品家居行业产业链模型理论

二、成品家居行业产业链示意图及相关概述

第三节经济环境



一、国民经济运行情况GDP（季度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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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成品家居行业技术发展现状

三、全球成品家居行业发展概述

第二节2015-2019年全球成品家居行业供需及规模分析

一、全球成品家居行业市场供需情况

二、全球成品家居行业市场规模及区域分布情况

三、全球成品家居行业重点国家市场分析

四、全球成品家居行业发展热点分析

五、2022-2028年全球成品家居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节2015-2019年中国及全球成品家居行业对比分析

一、中国成品家居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二、中国成品家居行业市场成熟度情况

三、中国和国外成品家居行业对比SWTO



第四节2015-2019年全球成品家居行业相关产品进出口情况

 

第三章2015-2019年我国成品家居行业发展现状

第.一节中国成品家居行业发展概述

一、中国成品家居行业发展现状

龙头海外建厂，亦是完善全球供应链体系，不断巩固核心竞争力的过程，中长期成长空间广

阔。对外销个股而言，企业对外转移产能以规避反倾销带来的高成本，且从中长期来看，随

着产能对外的转移，企业可抢占更多的对美出口的市场份额，也是充分利用海外资源、构建

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从中长期维度看，成长空间仍然广阔。部分软体和成品家居企业在

海外产能布局情况     

企业   

出口情况   

项目   

产能建设进度       

顾家家居   

出口占比为38.16%   

以4.24亿元获得玺堡家居51%的股权，玺堡家居为床垫出口型企业，其在马来西亚工厂于近期

开始投产   

-       

-   

收购卡文家居（宽邸），卡文家居在越南有生产基地   

已收购完成   

-       

-   

收购的RolfBenz在德国纳戈尔德有2家工厂   

已完成收购   

-       

敏华控股   

对美国出口占比为41.50%（2016年）   

于2019年6月在越南收购一间工厂，且正在扩建中，扩建的产能预计2019年第四季度投产   

扩产中       

美克家居   



出口占比约为23.20%   

收购M.U.S.T公司60%股权，   

-       

-   

M.U.S.T的工厂设在越南   

收购均已完成   

-       

-   

收购Rowe公司100%股权，   

Rowe是美国沙发制造商拟对三家越南家具制造公司，SD公司即木曜家具（越南）/TC公

司/RC公司（皇家科林西亚越南）分别增资1600/500/500万美元，以分别获得上述公司40%的

股权，并逐渐将东南亚打造成公司北美市场的主要供应源-   

-       

曲美家居   

出口占比为32.09%   

联合华泰紫金以51.28亿挪威克朗收购EkornesASA股权，其中公司收购90.5%，标的公司分别在

挪威/美国/越南/泰国拥有5/1/2/1家工厂以及1家位于立陶宛的待建工厂   

已收购完成       

喜临门   

出口占比为25.27%   

拟以3000万美元在泰国设立工厂   

筹备中

        

梦百合   

出口占比为82.55%，其中对美国出口占比约为49%（2016H1）   

目前公司塞尔维亚、西班牙的生产基地已具备投产并向全球供货的能力，公司美国生产基地   

正在积极建设中       

永艺股份   

出口占比75.86%   

公司于2019年11月在越南投资建设制造基地，越南制造基地投资总额950万美元。截至目前，

越南生产基地各项建设工作顺利推进，已实现正常生产及销售   

已实现正常生产及销售       



恒林股份   

出口占比为84.16%，对美洲出口占比24.09%（2017H1）   

公司计划总投入4800万美元在越南建设制造基地，随后，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美家投资

于2019年12月与大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拟以2080万美元收购大同越南责任

有限公司100%股权，推进公司有序实施在全球范围的制造分工布局   

筹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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