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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09-2012年钻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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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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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中国成为世界钻石行业的中心，重要性与日俱增。中国市场有着非常大的发展潜力，中国
作为钻石的重要消费市场，还是一个开始阶段，现在中国的钻石商主要集中在比较大的城市
如上海、广州、深圳等，但是中国非常大，因此可以说空间和潜力都是无限的。2008年，
中国的钻石消费现已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钻石消费国，在全球钻石产业
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现在已具备世界一流的钻石加工行业生产能力，低成本劳动力运作以
及高品质的钻石加工工艺已使中国成为目前世界上第二大钻石加工中心。很多国际钻石厂商
已经在中国进行投资，他们在中国有自己的工厂或者是店铺、客户等。在过去的几年中，中
国在钻石加工方面的技术在不断进步，特别是对于大颗钻石的加工有了更好的技术水平。中
国的钻石加工厂目前有4500个左右。2008年，上海钻石交易所的钻石交易总额达13.7亿美
元，钻石饰品国内零售市场总额超过200亿元。2008年10月至2009年第一季度，受国际金
融危机的影响，欧美日等重要钻石市场均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但中国内地钻石市场仍然保持
了较快的增长，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钻石销售增长的地区。据全球最大的钻石生产
企业戴比尔斯的统计资料显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该公司在欧美等主要市场的销售都遭遇
了严冬，但是在中国的钻石销售却逆势增长，增幅超过15%。业内专家预计，中国经济有望
率先走出低谷，中国钻石市场有望实现新一轮更快速的增长。正是在这一市场预期下，200
9上海国际珠宝首饰展吸引了来自22个国家的00多家展商，展位数量达1,100多个，规模近2
3,000平方米，较08年同期增加25%。

全球钻石业的不景气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从2008年8月到2009年2月，全球加工过的钻石
平均价格下降12%，未加工钻石的价格下降近40%。钻石主要出口国出口额大幅减少。在全
球钻石市场一片低迷的形势下，中国可能是不景气的全球钻石市场回暖的重要因素之一。目
前其他国家钻石进口都处于下降趋势，中国是唯一保持钻石进口增长态势的国家。美国是目
前世界上最大的钻石消费市场，约占全球市场一半左右。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市场钻石消
费疲软，预计，从08年11月至09年10月，美国钻石消费量将下降22%，欧洲和中东将下降1
0%，日本将下降5%。在此期间，全球钻石需求量平均将下降15%。世界最大钻石企业德比
尔斯公司2008年度的业绩报告也承认，08年第四季度该公司销售额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大幅
下降。随着传统钻石消费市场消费能力下降，中国市场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到2020年，中
国钻石消费市场将超过美国。如果中国大陆平均每人的钻石消费量达到台湾地区的水平，那
么全球钻石需求量将增加7倍。目前，中国是亚洲第一大钻石消费国，世界第二大钻石消费
国，仅次于美国。钻石在中国正从奢侈消费发展成习惯消费。国内钻石市场主要存在婚庆、
投资、时尚消费三类需求。在拉动钻石价格需求中，婚庆独占鳌头。在中国25个发展居前的
城市中，超过半数的新人拥有钻石婚戒。2008年中国钻石进口总额是30.26亿美元。目前其
他国家钻石进口都处于下降趋势，中国是唯一保持钻石进口增势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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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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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海关总署、国土资源部珠宝玉石首饰管理中心、国际钻石厂商协会、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
业协会、中国钻石加工厂商会、上海钻石行业协会、上海钻石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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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大
量资料和实地调查获取的第一手信息，对我国钻石行业的发展状况、需求状况、营销状况、
消费变化、钻石企业的战略选择以及钻石市场发展趋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预测，并对国内
钻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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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历程及国际珠宝品牌
对我国钻石行业的冲击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报告是钻石原料供应、
生产加工和市场经营企业或单位及计划投资于钻石行业的企业、单位和个人等准确了解目前
国内外钻石市场发展动态，把握钻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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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