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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09-2012年玉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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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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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中国珠宝首饰行业，经过近三十年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成为继房地产、汽车之后的第三
大消费热点产业。业内权威人士预测，到2010年，中国珠宝玉器年销售额将达到3000亿元
，有望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珠宝玉器加工和消费中心。此外，珠宝首饰行业具备高消费、
高附加值、无污染、劳动密集型等特点，是国家鼓励、扶持的新兴产业，具有极大的市场开
发空间。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和繁荣，爱翠、佩翠、藏翠的人日益增多，翡翠市场也一路走
高。一些极品翡翠项链目前的市场价格也由几十万元升至几千万元。在国际国内珠宝拍卖会
上，高档翡翠的成交价格不断被刷新，屡屡创出新高。然而，与此不相协调的是，目前玉器
的经营还处于分散无序的状态。数十万从业者分散在全国各地，大多都是单独作战，品牌号
召力很低，几乎没有能够影响到全国范围的玉器品牌生产加工和经营销售企业。全国仅有武
汉的一家玉器经营企业成功在Ａ股上市。玉器行业不能像其他行业那样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
是，很多热爱者因为价格、真伪等问题而放弃了。这给行业提出了严肃的命题：诚信有序地
经营。

2009年上半年，我国珠宝首饰出口金额23.93亿美元，同比下降14.54%，出口跌幅继续
收窄。从出口品种来看，宝石类产品跌幅依然较高。宝石出口0.42亿美元，同比下降32.23
%；珍珠出口1.53亿美元，同比下降4.39%；首饰出口14.30亿美元，同比下降0.78%。出口
市场集中于中国香港、美国和欧盟。1月至6月，对中国香港出口金额10.40亿美元，占出口
比重43.48%，同比下降18.36%；对美国出口金额5.66亿美元，占出口比重23.67%，同比下
降1.31%；对欧盟出口金额4.11亿美元，占出口比重17.2%，同比下降21.36%。对中东出口
金额0.61亿美元，同比增长82.45%；对非洲出口金额0.21亿美元，同比增长114.62%；对
拉丁美洲出口金额0.24亿美元，同比增长77.16%。我国加工贸易占据了出口贸易的主体地
位。1月至6月，来料加工贸易出口金额15.20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63.52%，同比下降16.1
7%。进料加工贸易出口金额2.49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0.41%，同比下降27.25%。一般
贸易出口金额4.3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8.13%，同比下降14.55%。出口企业以外资企业
为主。外资企业出口金额14.69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61.39%，同比下降23.26%。外资企
业中以外商独资企业出口为主，其出口金额11.42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47.75%，同比下降
29.42%。民营企业出口金额6.89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28.81%，同比增长5.33%。国有企
业出口金额2.28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9.51%，同比增长2.2%。广东、山东、浙江、上海位
居出口省市前列。1月至6月，广东出口16.02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66.97%，同比下降14.0
7%；山东出口2.72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1.37%，同比下降20.24%；浙江出口1.53亿美元
，占出口总额的6.38%，同比下降15.34%；上海出口1.22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11%，同
比下降35.74%。上述四省市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89.83%。

中国珠宝首饰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是群雄纷争的局面。第一，中国珠宝首饰消费市场
潜力巨大。这不仅立足于中国巨大的消费人口，更立足于中国每年GDP的高增长率。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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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国逐年增长的珠宝首饰消费总额充分验证了这一点。由于目前珠宝首饰消费的市场空
间比较大，一方面促使业内企业不断扩大规模，特别是在营销领域“挖渠布网”，以抢占市场
先机；另一方面，会吸引众多新进入者参与“掘金”。一些长期外销的珠宝业者开始转变思路
，转战内地市场。第二，首饰分层次消费的局面正在逐步形成。不同的消费者存在不同的需
求，且这种需求越来越呈个性化发展的趋势。因此，不同种类的珠宝首饰都能找到自己的市
场空间。从调查情况来看，黄金、铂金、钻石多年来一统天下的局面正在被打破，消费者对
不同材质首饰的选择越来越宽泛，对款式的选择也更加挑剔。持续开发新品的能力，成为企
业核心竞争力的标志，同时也成为行业洗牌的重要因素。我国大陆现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珠宝
制造基地，并将在5到10年内将跃升为最大制造基地，在10到15年内更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珠
宝消费市场。预计到2010年，我国珠宝行业将有60～70家珠宝企业成为中国名牌产品企业
，珠宝年销售总额将超过2000亿元，出口超过70亿美元，有望成为全球珠宝首饰加工和消
费中心之一，也将成为全球的珠宝贸易中心之一。到2020年，我国珠宝产业年销售总额有
望达到3000亿元，出口超过120亿美元。到那时，我国将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珠宝首饰制
造和贸易中心之一，也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珠宝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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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的大量资料和实地调查获取的第一手信息，对我国玉器行业的发展状况、需求状况、营
销状况、消费变化、玉器企业的战略选择以及玉器市场发展趋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预测，
并对国内玉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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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宝品牌对我国玉器行业的冲击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报告是玉器原
料供应、生产加工和市场经营企业或单位及计划投资于玉器行业的企业、单位和个人等准确
了解目前国内外玉器市场发展动态，把握玉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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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