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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14年，国际市场复苏低于预期，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在国内外需求持续

放缓的不利形势下，中国石材业规模以上企业仍然保持了比较平稳的发展态势，板材、销售

收入均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企业库存、产成品及应收帐款增速得到有效控制；加工保持

高速增长；资源开发力度不断加大，东中西部产业的分布更为均衡，中西部所占比重不断提

升。从海关的统计数据看，进出口数量和金额再创历史新高。石材消费由工装市场为主向工

装、家装市场并重的转变已经成为行业的共识，以 &ldquo;石善班&rdquo;和 &ldquo;青石

会&rdquo;为代表的青年石材企业家团体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的商业模式创新，抱团发展应对市

场挑战。石材用量的不断增长，为石材护理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人造石行

业迅猛发展，掀起新一轮的投资建设高潮，受到行业广泛关注。与此同时，规模以上企业主

营业务利润增速大幅下滑，企业微利生存的状况继续恶化，企业亏损面及亏损额不断扩大，

部分企业处于破产边缘，行业分化显现。政府加大资源环境约束力度，企业的资源开发成本

和生产成本不断加大。行业转型升级距离《石材行业&ldquo;十二五&rdquo;发展规划纲要》的

目标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2006-2015年我国石材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板材产量走势图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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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及市场监

测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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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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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国际市场复苏低于预期，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在国内外需求持续

放缓的不利形势下，中国石材业规模以上企业仍然保持了比较平稳的发展态势，板材产量、

销售收入均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企业库存、产成品及应收帐款增速得到有效控制；加工

投资保持高速增长；资源开发力度不断加大，东中西部产业的分布更为均衡，中西部所占比

重不断提升。从海关的统计数据看，进出口数量和金额再创历史新高。石材消费由工装市场

为主向工装、家装市场并重的转变已经成为行业的共识，以 &ldquo;石善班&rdquo;和 &ldquo;

青石会&rdquo;为代表的青年石材企业家团体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的商业模式创新，抱团发展应

对市场挑战。石材用量的不断增长，为石材护理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人造

石行业迅猛发展，掀起新一轮的投资建设高潮，受到行业广泛关注。与此同时，规模以上企

业主营业务利润增速大幅下滑，企业微利生存的状况继续恶化，企业亏损面及亏损额不断扩

大，部分企业处于破产边缘，行业分化显现。政府加大资源环境约束力度，企业的资源开发

成本和生产成本不断加大。行业转型升级距离《石材行业&ldquo;十二五&rdquo;发展规划纲要

》的目标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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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2014年，规模以上企业大理石板材产量3亿m2，比上年同期增长17.2%，增速较上年回落12.8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企业花岗石板材产量5.9亿m2，比上年同期增长13.4%，增速较上年高

出1.1个百分点。从区域看，规模以上中西部石材企业大理石板材产量增速为18.6%，花岗石板

材产量增速为18.9%，分别比东部高出3.9和8.3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大理石板材产量的比重

比2013年上升了2.7个百分点，花岗石板材比重上升了6.2个百分点。

2014年我国各区域大理石板材产量增速及比重（%）    2014年 2013年   增速 比重 增速 比重   东

部 14.7 36.2 9.6 38.9   中部 10.4 29.5 85.9 21.9   西部 26.7 34.4 32.2 29.2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2014年我国各区域花岗石板材产量增速及比重（%）    2014年 2013年   增速 比重 增速 比重   东

部 10.6 64.9 16.2 71.1   中部 16.5 21.9 -7.7 16.2   西部 23.2 13 23.2 12.7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一、行业存在的问题

1、市场需求增速放缓

    2014年由于韩、日、美等主要石材消费国经济复苏步伐缓慢，中东及东欧地区局势持续动

荡，除欧洲市场恢复性增长外，美国、东盟、中东等主要出口市场增速都较上年显著回落，

出口量及出口额的增速回落都在10个百分点以上。

    此外，由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国内物流运输成本不断上涨，资源、税收、环境方面的压

力不断加大，企业在出口方面的成本优势正在逐步丧失，价格优势不复存在，企业面临意大

利、西班牙、土耳其、印度、巴西等主要石材出口国的竞争压力不断加大。随着中国经济逐

渐转向中高速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在放缓，2014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

上年名义增长15.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5.1%），比上年增速回落3.9个百分点。房地产

开发投资比上年名义增长10.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9%），比上年增速回落9.3个百分点

；其中住宅投资增长9.2%，比上年增速回落10.2个百分点。房屋新开工面积比上年下降10.7%

，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下降14.4%。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比上年下降7.6%，其中住宅销售面积

下降9.1%。全国商品房销售额比上年下降6.3%，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7.8%。房地产开发企业

土地购置面积比上年下降14.0%。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比上年增长26.1%。

    在国内外市场的双重压力下，石材企业经历了经济危机以来最艰难的一年，以水头为代表

的全国主要石材市场都出现了因企业资金链断裂而导致石材企业老板跑路的情况。从水头石

材指数看，无论是价格指数还是景气指数，都呈现一路下滑的态势。2014年南安石材企业聚

集的石井、官桥和水头的用电量均负增长。原本对2014年市场充满信心的大型石材企业也不



得不谨慎应对，调整发展战略。除部分规模企业略有增长外，大部分企业的经营状况与上年

持平或有下降，还有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处于停产或濒临破产状态。

2. 行业缺乏创新、转型动力不足

    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正在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在当前市场增

长放缓、竞争不断加剧的形势下，不少企业仍不愿摆脱长期以来对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原有

企业发展模式的依赖性，抱残守缺，希冀市场再度转暖，不愿去改变固有的经营模式。行业

发展不规范，行业内的低价恶性竞争普遍存在；低端企业过多、争压力层层下传，没有形成

上下游相互提升的创新机制。由于担心同行的仿造和低价恶性竞争，一些企业在新产品开发

和新装备投资方面踟蹰不前，企业创新的意愿被扼制，这在天然石和人造石企业中反映都很

普遍。此外，企业基础差、能力弱、缺乏技术人才和政策支持不到位等也是制约企业创新的

重要原因。

3. 行业管理水平低制约行业发展

    长期以来，石材开采、加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始终延续着粗放式的生产经营模式，

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职工健康方面缺乏社会责任意识、疏于管理，致使行业背负了脏、

乱、差，污染环境的恶名。与石材加工相比，无论是行政管理、企业管理还是市场经营，开

采行业都更加粗放。石材行业中，家族式企业占据了大多数，随着企业规模的发展壮大和市

场竞争的激烈化程度不断增加，家族式管理的一些弊端逐渐显现，虽然现在的石二代掌门人

在知识水平、经营理念等方面与他们的父辈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但行业整体管理水平低的现

状与发展现代石材业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不利于企业的组织结构调整、人才培养和科学决

策，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二、建议及对策

1. 认清形势、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

    从出口市场看，与韩、日、欧、美等传统市场相比，东盟、中亚近年来增长迅猛，石材企

业应加强相关市场监测，积极利用好中国－东盟自贸区优惠政策、探索国家&ldquo;新丝绸之

路经济带&rdquo;发展战略的市场商机，积极开发国外矿山，抓住时机&ldquo;走出去&rdquo;

，利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企业的发展壮大。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

展已经成为重大国家战略，2013年《绿色建筑行动方案发布》，《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

发展行动方案》中提出到2015年新增绿色建筑3亿m2。

    各地方政府纷纷发布了地方的绿色建筑行动方案。2014年5月住建部和工信部两部委联合发

布了《绿色建材评价标识管理办法》，《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也经住建部批准成为国家标准

，自2015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ldquo;绿色建筑&rdquo;必将成为众多房地产商实现转型升级

的抓手。



    石材是天然的绿色建材，具有节能、环保的自然属性，生产环节的能耗仅相当于0.3t标准煤

，在所有建材产品中是最低的，其生命周期成本与陶瓷、木材相比也具有相当的优势。很多

企业已经看到其中的巨大商机，环球石材、鹏翔岗石等已经率先通过&ldquo;绿色建筑选用产

品&rdquo;审查，入选了《绿色建筑选用产品导向目录》。获得市场的相关认证认可将成为今

后石材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提供重要途径。进军家装市场已经成为行业发展的共识，加快探

索进入家装的有效途径，是石材行业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石材行业长期以来适应市场有余而影响市场不足。作为提档升级的装修材料，未来，石材

要进入家装，必须要实现石材行业对石材消费需求的引领，需要行业做好宣传，让社会全面

认识、了解石材，了解石材的安全、环保、节能、高档天然属性，认识石材浑然天成的自然

之美。拓展石材的家装市场，还需要企业以质量为根本，积极打造石材品牌，以中高收入群

体需求为主，推出适合家装的标准化、规格化产品，加强与设计师的合作、通过对石材设计

师的培养引导消费者放心使用。

2. 鼓励创新、加快行业转型

    创新能力是我们与意大利等石材强国的最大差距。中国石材要实现强国梦，必须要创新，

通过产品创新、技术创新、营销创新和管理创新，提升产品质量和设计水平，才能使&ldquo;

中国制造&rdquo;赢得国内外市场。2014年我们看到石材行业巨头和新崛起的领军企业进行了

一系列转变，高时集团积极完善专卖店体系，探索进入家装新渠道；环球集团布局人造石市

场，溪石集团在深耕细作&ldquo;石材与装饰&rdquo;一体化的同时，推出了&ldquo;溪石国际

石材展销中心&rdquo;；康利集团推出石尚空间，与意大利知名石材企业联手抢占国内的高端

石材市场；以宗艺石材领军的规格化复合板在市场中异军突起。在今后石材业的发展中，企

业应加快向精、专、特、优的方向发展，实现差异化经营，提高核心竞争力，从而实现从规

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的转变。

3. 提升管理水平，推进产业升级

    石材行业转型升级，迫切需要在全行业推行清洁生产，而清洁生产的实现，离不开企业管

理水平的提升。《饰面石材露天矿山技术规范》和《石材行业清洁生产技术规范》等标准的

颁布和实施，为企业加强管理提供了依据，金刚石绳锯、链臂锯、矿山锯的开发应用，为企

业提高效率、保护资源和提高资源利用率提供了保障；与石材生产过程中的废水、废渣、粉

尘相关的污水处理、收尘以及综合利用技术已经十分成熟。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不在技术而

在管理。改变石材行业小、散、乱、噪声、污染的现状，并非是艰深的课题，而是需要政府

加强监管、企业家转变观念，使得行业整体管理水平得到提升，加快石材行业向现代企业转

变。令人鼓舞的是，在行业转型升级中，既有大企业的率先垂范，也有小企业的勇于担当。

浙江省遂昌县云峰镇连头石材工业园区建设过程中践行有序开发、集聚加工和资源综合循环



利用，为石材园区的建设树立了榜样。协会将继续推动石材标准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加强现

有标准的宣贯，推动政府加强监管，提高标准的执行力度和行业准入门槛，加快淘汰落后，

为守法经营的企业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扩大企业国内外的市场空间，促进行业的健康持续

发展。

（二）行业收入利润增速回落 105

    2014年，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累计398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7%，比上年增速回

落8.9个百分点；主营业务成本334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7%，增速比上年回落9.2个百分点

，但主营业务成本增速仍比同期主营业务收入增速高出2个百分点。百元收入成本为83.91 元

，比上年高出1.11元。主营业务利润599.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8%，比上年同期增速回

落8.7个百分点。

2010-2015年上半年我国石材行业营收简况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2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3%，比上年增速回落23.9个百分点

。2014年，规模以上开采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增长6.0%，成本增长7.0%，主营业务利润

增长0.9%，利润总额比上年下降0.5%；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15、15.6、12.9和30.1个百分点。

规模以上加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14.3%，成本增长16.5%，主营业务利润增

长3.3%，利润总额比上年增长5.4%；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7.5、7.7、7.6和22.5个百分点。

    2014年，规模以上企业存货价值213.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6%，增速比上年回落12.7个百

分点；其中，产成品为117.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6%，增速比上年回落6.8个百分点。应

收帐款180.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1%，增速比上年回落9.7个百分点。尽管存货、产成品

及应收帐款的增速在回落，但由于需求增长放缓，企业面临的资金压力仍在不断增加；应收

款的增速仍在高位，企业无论规模大小，催收欠款成为企业年终最重要的工作。对于资金不

那么雄厚的广大中小企业，需要特别加强资金管理，不要让欠款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

根&ldquo;稻草&rdquo;。

    2014年，规模以上企业2866家，亏损企业89家，亏 损 面 为 3.11% ， 亏 损 额 达2.1 亿 元 。 

其 中 ， 开 采企业600家，亏损24家，亏损面为4.00%；加工企业2266家，亏损65家，亏损面

为2.87%。2014年以来，行业亏损面迅速扩大，亏损额逐步上升。从行业看，开采企业高于加

工企业；从区域看，西部地区高于东、中部地区。规模以下企业亏损情况会更为严重。

（三）石材投资增速 106

    2014年，建筑装饰用石开采投资累计465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5%，比上年增速回落26.5

个百分点。建筑装饰用石加工投资累计150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5.3%，比上年增速高出3.7



个百分点。2013年开采投资与加工投资开始出现分化，开采投资增速一路下行，而加工投资

增速一路上扬，2014年分化趋势更加显著。是什么原因让投资逐渐远离石材开采，希望这一

现象能够引起行业的重视和反思。

2010-2014年我国石材行业投资规模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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