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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09-2012年饰品行业竞争格局与投资战略研究咨询报告》涵盖行业最
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量直
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
投资策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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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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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baogao.chinabaogao.com/shoushi/65332653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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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 客服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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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饰品是用来装饰的物品，一般用途为装点居室、美化公共环境、装点汽车、美化个人仪表
。故饰品可分为居家饰品、服饰饰品、汽车饰品等几类。饰品无非是装饰的作用。有些饰品
可以起到芳香，清洁，净化等等的作用。好的饰品可以让人耳目一新、心旷神怡，在街上诸
多的精品店也越来越注重到饰品的市场，在居家装饰、生日礼物等都离不开饰品，饰品在如
今非主流的情况下更成为不可缺少的元素，成为画龙点睛重要的一笔。饰品行业是从珠宝首
饰、工艺礼品行业中分离出来，综合形成的一个新兴产业。饰品作为新经济的增长点，发达
国家已逐步走向成熟。各种档次的专卖店、销售点星罗棋布；各种款式、各种层次的产品充
分满足了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而在中国内地，这一行业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随着社会经
济、文化的飞跃发展，人们正从温饱型步入小康型，崇尚人性和时尚，不断塑造个性和魅力
，已成为人们的追求。从购买铂首饰品种的选择取向来看，市场消费存在变数。今后一个时
期我国黄金珠宝首饰市场的消费增长主要靠婚庆、钻饰消费和境外来华游客消费等三个需求
来拉动。项链的需求与戒指，尤其是婚戒比较，购买动力趋弱。如果商品价格上涨过快、过
高，消费者很容易转向其他首饰品种，如白金首饰或K金首饰；尤其世界黄金协会推动的K
金战役将推动K金首饰在年轻一族中与铂首饰竞争。

流行饰品行业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兴起的新兴行业，由港台引入广东，从广东发展到义乌
，再从义乌延伸到青岛。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广东有饰品企业和经营户4500多家，义乌
有8800多家，青岛约4000家，散落在其它各地的饰品企业和经营户不计其数。广东、义乌
、青岛是中国流行饰品的三大集聚地，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其中义乌已被中国轻工联命名
为“中国流行饰品工贸之都”。在流行饰品产业链上，许多地方依托各自的资源优势，形成了
相关特色产业。如“世界人工宝石之都”广西梧州，“中国珍珠之乡”浙江诸暨，“中国人造水晶
之都”浙江浦江等。这些特色产业基地都在与中国三大流行饰品集聚地不断地融合、链接，
拓展市场空间。金银珠宝、半宝石、流行饰品三个层次之间也在走向融合，形成珠宝饰品时
尚化、流行饰品珠宝化的趋势。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流行饰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越
来越大，中国流行饰品业的外向度已达70%以上。美国、欧洲、中东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已成为中国流行饰品的主要市场。其中东南亚部分国家向中国采购流行饰品配件的量正呈现
快速增长的趋势。中国饰品批发市场主要集中在广东、义乌、青岛三大饰品集聚地，其中广
州西郊大厦和荔湾广场、义乌国际商贸城和金福源珠宝广场、青岛中韩国际小商品城和青岛
国际工艺品城是中国流行饰品批发市场中的龙头市场。此外，中国各大主要城市或有饰品专
业市场，或在综合性小商品市场中有饰品专区。这些市场中或是厂家直销，或是二级批发。
除广东、义乌、青岛的饰品市场以外销为主以外，其它市场均以内销为主。

本研究咨询报告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
家海关总署、国土资源部珠宝玉石首饰管理中心、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全国商业信
息中心、全国及海外相关报刊杂志的基础信息以及各省市相关统计单位与行业协会等公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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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大量资料和实地调查获取的第一手信息，对我国饰品行业的发展状况、需求状况、营
销状况、消费变化、饰品企业的战略选择以及饰品市场发展趋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预测，
并对国内饰品子产业和重点市场的发展、国内外著名品牌企业的经营管理、改革历程及国际
饰品品牌对我国饰品行业的冲击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报告是饰品原
料供应、生产加工和市场经营企业或单位及计划投资于饰品行业的企业、单位和个人等准确
了解目前国内外饰品市场发展动态，把握饰品行业消费现状与趋势，制定市场策略的重要决
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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