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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A03

进口主导的韩国瓷砖卫浴市场

韩国科学技术高等学院和很多其它

类似的学院、调研机构、大学和行业企

业的研发机构等都参与了与瓷砖相关的

调研。随着这个高收入国家生产成本的

提高，企业的生产主流逐渐转移到高科

技产业。对瓷砖产业的投资也升级到一

些先进的陶瓷产品上。当然，传统瓷砖

产业仍在韩国补充国内需求，相对来说，

出口竞争力较低。

韩国的进口替补产品类型越来越合

理化，如瓷砖、卫浴和餐具大体上以进

口为主。承包商和建筑商拥有大量的瓷

砖和卫浴库存。

2015 年，韩国传统瓷砖出口额为

4.18918 亿美元，进口额却高几倍，达

到 14.9 亿美元。2015 年韩国从七个供

应大国进口瓷砖产品超百万美元，包括

中国 (781.8), 日本 (238.2), 美国 (98.1), 英

国 (59.3), 波兰 (59.2), 德国 (48.7), 和印尼 

(37.6)。而 2015 年，瓷砖出口额最多的

七个国家为中国 (126.1)、 日本 (94.5), 台

湾 (41.8), 美国 (40.2), 印度尼西亚 (19.0), 

香港 (15.7) 和越南 (11.2)。韩国传统瓷砖

市场因劳动力成本高，因此以进口为主

导。尽管可以通过科技手段提高生产自

动化水平，来进一步降低劳动力成本，

企业对于瓷砖生产技术的投资也持观望

态度。

行业数据统计显示，因韩国房地产

业对建筑材料进口具依赖性，瓷砖年进

口额在未来几年将会继续上升，预计达

4 亿美元。韩国国际贸易协会和驻日内

瓦国际贸易中心也表示，2015 年韩国瓷

砖进口额超过了 3.1 亿美元。

过去几年以来，卫生洁具进口量迅

速增长，2015 年进口额约 1.44 亿美元。

与强劲进口市场比较，海关编号为 6909

和 6902 的出口额总计也达到 3.18 亿美

元，非常可观。尽管海关编号 6902 出口

量较小，增幅也不大，但这两类产品配

套营销有着很好的潜在延展性。卫浴和

瓷砖产品向来出口量非常少，2015 年分

别低于 400 万美元和仅有 200 万美元。

面对外国卫生洁具品牌的冲击，

大批韩国本土卫浴企业，包括一些年

产 值 百 万 的 重 点 企 业 Daelim B&Co, 

IS Dongseo Inus, Kelim Ceramics 和

American Standard，均投入到这场激战

中，主要对抗中国产品的输入。2015 年，

仅从中国进口到韩国卫浴产品数额就达

1.38792 亿美元；而总进口额仅为 1.43881

亿美元。美国是韩国的第二大卫浴进口

国，进口额仅为 217.8 万美元。

瓷砖市场

卫浴市场

韩国能强劲快速致富的背后原因是什么？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从 70 年前农村经济的瓦解开始到现在，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以现时的汇率，人均超过 27,000 美元。韩国的繁荣不是简单形成的。韩国不是那种因为在陆上或海上发现矿产储量而立刻暴
富的小国。韩国人口众多，超过 5000 万，比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和瑞典的人口总量还多。

韩国具有对瓷砖敏锐而难以想象的触觉。如今，韩国，这个世界最具效益的国家之一，不仅仅通过电子、造船、IT、手机等产业致富，
还在传统而先进的陶瓷产业独树一帜。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因未受日本侵略，韩国从世界市场赚取数十亿美元。

表 1：2011 年 -2015 年韩国陶瓷产品进口量

表 2  2011 年 -2015 年韩国陶瓷产品进口额 源于 Asian Ceramics

印度日益增长的富裕水平推动
智能卫浴市场发展

印度冀加重对华瓷砖反倾销税

设计师 Kyle Timothy Blood 为浴室

设计了一款摩洛哥风格的 T 型地毯砖，

一款别样风格的腰线看起来就像给整个

浴室戴上一条丝带，两者搭配得恰到好

处。

条 纹 状 瓷 砖 的 加 入 使

得整个空间看起来既现代又

和谐一致。为了避免打破空

间的连续性，设计师 Heidi 

Bonesteel 和 Michele Trout

把防冻壁设置在了浴室墙身

的中间部位。条纹墙砖的使

用让浴室看起来充满生机。

为 了 营 造 航 海 风 的 效

果， 设 计 师 Heidi Bonesteel

和 Michele Trout 特别添加了

一条蓝绿色的瓷砖条，下方

是大片的白色瓷砖，瓷砖间

水泥间隙的缺失使这个浴室

看起来既洁净又舒适。

选用灰色的水泥瓷砖，搭配恰到好

处的图案设计， 设计师 Daleet Spector

认为，一个低调的浴室就应该是这个样

子的。赤脚踩在地面上让人有冰凉清新

的触感。整个浴室奢华却又有现代、朴

素的气质。

这款由 Alla Akimova 设计的纽约风

浴室把焦点集中在地面上的锯齿形图

案，由浅啡网及白水晶大理石拼接而成，

墙面配上纯白的镜面瓷砖使整个浴室看

起来洁净无瑕且空间开阔。

印度人们富裕水平的提升促进了

智能浴室及卫生间在其整体市场的进

一步发展，使该系列产品在整个价值

700 亿卢比的卫生洁具市场的份额从

个位数上升到目前的 10%。

这些高端的卫浴设备通过硬件与

软件构造而成，并与智能手机及其它

设备相连接，目前正由 Jaquar, Kohler, 

Cera Sanitaryware, Roca Bathroom 

Products Pvt Ltd 以及 Parryware 等企

业进行生产或进口。

这些智能卫浴承载着高成本及高

技术的特点，因此其价格范围为 20

万卢比到 150 万卢比之间。无论是从

一体化的卫生间，数码化水龙头还是

淋浴系统，都可以使卫浴空间装饰得

焕然一新，这促使企业家看好这一市

场行情。

消费者越来越重视浴室这一保健

空间并且愿意在此花费更多的时间，

在这里他们不仅解决个人卫生问题，

还可以放松身心、消遣娱乐及获取幸

福感。

印度市场对智能卫浴日益上涨

的需求吸引了国际的目光，德国企业

Sternhagen 最近也开始带领其高档的

浴室产品打入印度市场。

但是，由于这一类型的智能卫

浴产品的价格远高于普通产品，导致

了该产品仅仅局限于印度的高收入家

庭。伴随着科技在城市生活空间的普

及，消费者正不断寻找方法将科技与

家居舒适度相结合。该行业从业人员

还认为，印度对智能卫浴产品的使用

率已提高，但由于价格的问题，市场

规模的扩大仍需要更多的时间。

印度陶瓷协会将联合瓷砖行业的

企业家共同向印度财政部发起对华瓷

砖重新征收反倾销税并将征收费提升

至每平方米 2 美元或以上的抗议。

“截止至今年的 9 月 30 日，印

度结束对中国瓷砖征收长达 6 个月的

反倾销税制裁。”AGIL 公司主席及

总经理 Kamlesh Patel 说。

为保护印度国内的陶瓷行业，

印度财政部在 3 月 30 日发布了对华

瓷砖临时反倾销关税的征税通知：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起六个月内，印度对

来自中国进口的涉案产品征收 1.37 美

元 /m2 的反倾销税。

在工厂现场与媒体交流互动中，

Patel 说：“由于该通知在执行 6 个月

后已于 9 月 30 日正式失效，因此，

印度各陶瓷协会组织部门的瓷砖生产

商决定向政府发起对中国瓷砖重新征

收反倾销税为主题的抗议活动，该活

动旨在保护印度国内的陶瓷生产制造

商。”

Patel 进一步提及到：“我们希望

政府能够考虑将税率提高到每平方米

2 美元或更高。由于中国到印度的每

个集装箱运费的下降减少了中国出口

商的成本，之前每平方米征收 1.37 美

元的反倾销税不足以对其造成影响。

Mukesh Patel 称，印度瓷砖行业

估值达 28,00 亿卢比，并以每年 13％

的增长率稳健上升。其中促进增长的

关键因素在于政府积极主导的项目，

如智慧新城、Swach Bharat Abhiyan（清

洁印度行动）及经济适用房建设等。

“除了上述的激励措施，我们

还看到出口的巨大潜力，因为部分欧

洲国家以及巴西已经对中国瓷砖征

收反倾销税，这一举措有助于我国企

业的发展。我们期望在未来 6 年印度

瓷砖行业的市场规模将会是目前的 2

倍。”Mukesh Patel 补充说。

摩洛哥蓝

黄青色浴室

航海风浴室

水泥砖

锯齿形地面

 2011 年 -2015 年韩国陶瓷产品进口量

海关编号 韩国陶瓷产品类别 2011年进口量（吨） 2012 年进口量（吨） 2013 年进口量（吨） 2014年进口量（吨）2015 年进口量（吨）

6908
上釉的陶瓷贴面砖、铺面砖 ,包括炉面砖、墙面砖、马赛克及

其它类似产品
666,563 664047 698,771 817,374 919,270

6902 耐火砖、块、瓦及类似耐火陶瓷建材制品 ,如硅质化石粉等 252,590 258,630 240,348 272,677 224,924

6910 陶瓷洗涤槽、脸盆、脸盆座、浴缸、坐浴盆、抽水马桶 100,952 88,768 94,136 110,202 128,659

6907 未上釉的陶瓷贴面砖、铺面砖 ,包括炉面砖、墙面砖、马赛克 95,206 80,524 90,302 105,544 109,903

6904 陶瓷制建筑用砖、铺地砖、支撑或填充用砖及类似品 12,839 14368 14,094 17,871 31,660

6909
实验室、化学或其他技术用陶瓷器 ;农业用陶瓷槽、缸及其它

类似产品
10,179 11,119 11,755 11,632 13,930

2011 年 -2015 年韩国陶瓷产品进口额

海关编号 韩国陶瓷产品类别 2011 年进口额 2012 年进口额 2013 年进口额 2014 年进口额 2015 年进口额

6909
实验室、化学或其他技术用陶瓷器 ;农业用陶瓷槽、缸及其它类

似产品
227,057 267,120 251,043 314,060 430,711

6908
上釉的陶瓷贴面砖、铺面砖 ,包括炉面砖、墙面砖、马赛克及其

它类似产品
197,405 188.378 204,283 234,581 255,466

6902 耐火砖、块、瓦及类似耐火陶瓷建材制品 ,如硅质化石粉等 225,862 266,471 259,120 303,374 209,362

6910 陶瓷洗涤槽、脸盆、脸盆座、浴缸、坐浴盆、抽水马桶 97,170 88,222 95,208 120,207 143,881

6907 未上釉的陶瓷贴面砖、铺面砖 ,包括炉面砖、墙面砖、马赛克 43,438 40,722 46,260 55,321 54,950

6904 陶瓷制建筑用砖、铺地砖、支撑或填充用砖及类似品 3,147 6.045 5,599 6,293 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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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届佛山陶博会招商全面启动

从
12月26日起，第29届佛山陶博会将正式启动招商，中国陶瓷城展馆（中

国品牌馆）、中国陶瓷总部展馆（国际精品馆）、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展馆（新锐品牌馆）三大展馆虚位以待，这里是建筑陶瓷墙地砖、卫生洁具、

休闲卫浴、五金水件、马赛克、陶瓷机械原材料等各类产品的展示舞台，这里向世

界展示建陶最新、最先进的产品和技术，这里也是国内外品牌同场竞技、交流的行

业盛会。参与到其中，这也是企业开拓市场、打造品牌、展示产品的一个绝佳机会！

紧抱行业平台的力量，佛山陶博会会是不错的选择！

佛山陶博会
CeramBath

佛山陶博会
CeramBath

■  效果一：更高效接触目标群体

■  效果三：业界盛会，同交流，共进步

■  选择佛山陶博会，看看他们怎么说

■  三展馆简介

■  效果二：眼球才是硬道理，获得最大限度的曝光

作为国内建陶卫浴风向标，世界陶

瓷的中国主场，每年两届的佛山陶博会

聚集了一大批国内外的专业买家，第 28

届佛山陶博会 4 天吸引全球客商 48526

人，其中国际买家占到 10.6%。业内一

项研究显示，展商在展会接触到一个合

格的客户，平均下来只需要 0.8 个电话

即可促成交易，而传统的途径则平均需

要 3.7 个电话。而佛山陶博会恰恰有能

力在短时间内聚集客商，既节省企业时

间成本，也能使企业更有效地接触到目

标客户群体和发掘潜在目标群体。上一

届的参展企业欧文莱的相关工作人员透

露，他们从上届展会中积累的合作和意

向客户达 100 多家！

专业的展会是行业生产商、批发商

和分销商进行交流、沟通的汇聚点。企

业可以在会展中建立并维持与利益相关

者的长期关系。佛山陶博会在聚集买家

人群的同时，积极为行业创建诸如产区

大会、新品趋势发布会、黄金会员买家

沙龙等交流沟通的平台，而在第 29 届

佛山陶博会，组委会也计划举行一到两

场高品质行业高端论坛。企业参展在现

场得到不仅仅是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

更是一个在交流、碰撞、学习中成长的

平台，了解行业内最新的产品动态，适

时调整公司产品战略，促进企业优化发

展。

从第 27 届佛山陶博会开始，组委

会搭建线上媒体直播平台，在第 28 届

上，首次联合佛山日报、腾讯家居、中

洁网、陶卫商讯这家媒体进行展会的现

场直播，展会现场第一手资讯、流行趋

势、新品发布实时直播，4 天线上阅读

量达 30 万人次。据悉，第 29 届佛山陶

博会将依旧与佛山日报、腾讯家居、中

洁网等 5 家资深媒体展开深度的直播报

道，与此同时，海内外 100 多家战略合

作媒体也会聚焦报道展会盛况，达到宣

传效果最大化。佛山陶博会的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行业内好一点的一线媒体

的广告价格少说也要 4、5 万，而参与

佛山陶博会能收获这么多媒体的关注度

从成本上算绝对是超值的！”

欧文莱

通过佛山陶博会，我们向外界传达了欧文莱整个品牌的形象，让更多的人

了解欧文莱这个品牌。通过对于我们开拓国内国外市场的合作伙伴搭建了桥梁，

企业在展会积累的客户数量增长得非常明显。

统一陶瓷科技

佛山陶博会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陶瓷行业盛会，尽管市场形式形象了第 28

届佛山陶博会的客流量，但是到场的就是想看到新东西，新思路，新理念。如

果主办方能够牵头把设计类的活动多做一些，那么整个展会的格调会有很大的

不同！

尼罗格兰

第 28 届佛山陶博会相比于以往更具有时代特色，展位的展示以及陶博会期

间的论坛会议，都无一不在预示着全国陶瓷行业的发展风向。尼罗将会在接下来

的佛山陶博会继续参展，不见不散。

欧美石代

通过佛山陶博会这个平台，能够让客户更进一步地了解我们欧美石代，对我

们品牌知名度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得到了更多用户的认同，奠定了双方后续进

一步合作的基础。希望佛山陶博会能更进一布吸引全国乃至世界的买家共同参与

到展会当中。

招 商 热 线 中国陶瓷城展馆：0757-82727011
中国陶瓷总部展馆 / 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展馆：0757-82780618

★中国陶瓷城展馆——中国品牌馆

面积 5.3 万平方米，共有 270 多家企业参展，参展

商由固定参展商和临时参展商组成，其中固定展位面积

约 5 万平方米，临时展位面积约 3 千多平方。展商主要

包括东鹏陶瓷、马可波罗瓷砖、金意陶瓷砖、费罗娜水

泥砖等知名品牌及品类冠军品牌，全国各产区各类自主

出口品牌。

★中国陶瓷总部展馆——国际精品馆

展馆面积 33 万平方米，共有 260 多家企业参展，

展商主要包括全国各大产区品牌总部 180 多家，30 多

家国际精品企业，50 多家企业的陶瓷机械配套企业。

26 届起，针对采购商、经销商等专业买家群体，倾力打

造 --CCIH 国际精品馆（临时展馆），整合 60 多家 9

类产品的选材中心，并提供一站式导购服务。

★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华夏馆）——新锐品牌馆

展览面积 1.2 万平方米，共有 160 多家企业参展，

是瓷砖新锐品牌聚集展馆，28 届特开设陶瓷设备和化工

原料专区。参展企业以佛山各产区、福建产区、山东产

区等的建筑陶瓷墙地砖、机械设备及原材料生产厂商为

主，依托华夏陶瓷城，是中小企业品牌及特色产品面向

全球的展示平台。 （文/严颖子）

■  效果四：彰显企业核心竞争力

根据不同的定位，佛山陶博会精心

打造中国陶瓷城展馆、中国陶瓷总部展

馆、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展馆（华夏

馆），吸引包括马拉齐、TOTO 等在内

的超过 750 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参展。

在品牌林立的展会上博得大众的眼球，

这更能彰显一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影

响力，当然随着国内市场的日益成熟，

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于生活有了

更进一步的要求，这需要企业有竞争力

的产品、精致的展位设计、完善的服务

配套等完整的企业营销体系支持企业在

大潮中脱颖而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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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价潮下的制造业生态

涨价潮席卷全国

声音

陶瓷行业涨价“雷声大，雨点小”

2016 年 9 月，负增长长达四年半的 PPI 逆转，标志着中国工业领域全面涨价正式开启。可事实上，从年初开始，房价、煤炭、钢铁、

造纸业价格一路飙升，呈现惊人态势。随后，仿佛导电体一般，整个工业领域价格被点亮，化工原料、电子元件、包装印刷、运输疯狂

接力。在一片“涨、涨、涨”的狂潮下，中国制造业沸腾了，而人们也从最初的惊讶，无奈，转变为漠然和接受。

本期《陶卫商讯》带你走进涨价狂潮，了解当下建陶企业生态，倾听各方声音，探索新一年的发展之路。

煤炭钢铁狂飙

化工原料疯涨

纸业抱团飞涨

家具行业大幅拉涨

运费“水涨船高”

中间行业“报复性”涨价

中间行业“报复性”涨价

国内焦煤和动力煤分别较去年年底

涨超 150% 和 100%。截至 10 月 21 日，

钢材综合价格指数 79.00 点，同比上涨

19.17 点，较年初增长 22.63 点。高线、

三级螺纹钢、热轧卷板等重点钢材品种

价格同比上涨 27.4%、27.9%、44.9%。

12 月 1 日 -10 日，黑色金属系列产品

增幅达 47%-98%，其中螺纹钢从上月

同期 2879.3 元 / 吨上涨到 3251.6 元 / 吨，

较去年同比增长高达 76%。

TDI 从年初的 1 万 / 吨狂涨到 5 万

/ 吨；国产金红石型钛白粉由年初 9300

元 / 吨涨到 14000 元 / 吨；新戊二醇已

由 6000 元 / 吨左右涨到了 13800 元 / 吨。

与年初相比，市场售价涨幅超过了 50%

的品种相当多，很多品种涨幅高达一倍

甚至超过一倍，例如顺丁橡胶、丙酮、

丙烯、丁二烯、顺丁橡胶等。

2014 年底，原纸价格绝地反弹，

2015 年春牛卡三连涨，2016 年出现白

卡六连涨，箱板纸市场供应紧张，各

种涨价函雪片一般飞向下游包装印刷行

业。从 11 月初至 12 月 11 日多地纸厂

大幅上调原纸价格，实单落实情况良好。

近期更有 16 家纸企宣布提价，涨幅在

每吨 100 元至 600 元不等。

TDI 从年初 1 万多 / 吨，涨到如今

5 万 / 吨；软泡聚醚则从 8300 元 / 吨，

涨到 14300 元 / 吨，涨幅达 72%；海绵

价格已涨了近一倍；受木材、物流新政

影响，家具行业价格也开始上调整。

9 月 21 日，国家发布“最严治超令”，

运费费用涨得飞起。 部分地区物流由 6

元一件货涨到了 10 元一件，建材每吨

运输成本上涨 100 元，饲料运输成本上

涨 35% 以上，化工原料涨幅惊人，煤碳

上涨 10 元 / 吨。

随着各种原材料、能源、运费价格

的暴涨，陶瓷行业涨价声四起。11 月中

旬以来，各种涨价通知刷爆了陶瓷人的

朋友圈：由于近期原材料、运输、燃气、

包装箱等综合成本都在上涨，处于无奈，

公司产品价格将全面提升。非营销手段，  

我们也是被逼的。请各位经销商做好准

备。

然而，就在“涨价潮”愈演愈烈之

际，却有了质疑的声音。部分经销商表

示，目前只听说法库陶瓷出厂价在 10 月

末集体上浮了 10%-15%，佛山、淄博等

陶瓷企业还没有“动作”。不过，现今“价

格战”依旧惨烈，陶企库存压力还比较大。

年底清库存冲业绩都来不及了，若真的

提价，怕春节都不好过。不过也有不少

经销商表示，身边的同行、朋友目前的

确都陆续收到厂家的调价函，有已经调

价的，也有准备调价让大家提前备库存

的。

近期，随着 2016 年第二批中央环境

保护督查工作的全面启动，7 个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组分别对北京、上海、湖北、

广东、重庆、陕西、甘肃等省市开展环

保督查工作，多个行业受到波及，而陶

瓷及上下游产业链人的朋友圈也再次沦

陷，限产、停产、停窑检修、价格飙升、

提前放假的消息此起彼伏，一股涨价风

潮或将正式开启。

在经历了几轮原纸价格疯狂上涨

后，包装印刷行业在 10 月份开始“报

复性”上涨，首批 10% 的涨幅全面铺开，

后续上涨压力巨大。与此同时，玻璃涨

价 15%、电路板涨价 10%、元器件涨价

5%，工业制成品各环节价格都呈上涨趋

势。

在经历了几轮原纸价格疯狂上涨

后，包装印刷行业在 10 月份开始“报

复性”上涨，首批 10% 的涨幅全面铺开，

后续上涨压力巨大。与此同时，玻璃涨

价 15%、电路板涨价 10%、元器件涨价

5%，工业制成品各环节价格都呈上涨趋

势。

如果一个企业真的是走品牌规模的话，那

么这个企业的产品价格应当是处于稳定状态的，

这样的企业产品的价格不可能像股市一样一天

一个价。价格的频繁调整会影响消费者对于一

个品牌的认识。我认为，陶瓷行业的涨价更多

是在中低端层面，其企业产品本身附加值不高

的，才容易受到外围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决定

了它的利润很低，才可能会通过低价经销，而

涨价则会加重这部分企业的负担。

成本是陶瓷涨价的一个原因。企业是否能

在产品上进行增值也是关键，消费者购买产品

是一个品牌化的服务，所以，你会发现，有沉

淀的大品牌，它的价格不会时常波动。产品涨价，

其实对消费者的影响不大，市场的供需体系决

定了市场上的选择并不是唯一的，真正受伤害

的，是厂家和经销商的关系，涨价的本质是“吃

掉”了经销商的利润，同时也会影响经销商自

身的产品库存。如果无论如何要涨价的话，最

好从还没有推出市场的产品上涨价，这样的方

式最温和。

市场的联系环环相扣，上游产业链的价格波动，势必会对下游产生重大的影响，陶瓷价格调整也在所难免。而当下，绿色环保依然是陶

瓷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环保督查也将会持续，而企业的环保成本也将会提升，陶瓷价格会否基于此上涨，谁都不敢保证，但能够在环

保风暴中存活的企业，必定会迎来更好的发展。

当下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工红利不复存在，

而产品价格远不如 10 年前高。加上环评的严重

压力，市场涨价是应该的，这是企业健康前行

的体现，如果不断消耗工厂的利益，工厂是无

法存活的。

但所有的涨价与降价，取决于产品是否有

发言权，必须给予客户心服口服的理由。只有

当你的产品是独一无二时，你的产品价格比行

业水平都高，你依然有底气。如果你无法接受

这个价格，说明你不是我的客户。但是，同样

的产品，他家卖 5 块，你家却卖 6 块，这肯定

是不合理的，也是客户难以接受的。涨价需要

有统一性，需要达成行业共识。同时，需要根

据企业实际情况而定，毕竟涨价背后的压力并

不是所有企业都能承担的。

再者，涨价的体现形式有很多，标价是其一，

更多是利润空间的体现。譬如我们的产品都卖

5 块，但我的成本是 3 块，你的是 4 块，其实这

也是涨价了。又比如这个杯子去年卖 10 块，我

赚了 1 块钱；今年卖 10 块，我却赚了 2 块，也

是涨价。但是这些操作方式，厂家、经销商、

客户都欢喜。因为每款产品都有它的研发周期，

当研发成熟了，即使降价，利润空间也足够大了，

同时这也是企业自身成长的体现。

目前行业的涨价，有人为的因素存在，和

国家发展大方向、环保整治等息息相关。像纸箱、

废品回收等行业价格，都有一定幅度的上涨，

对此，我们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如果是某些行

业恶意地共同抬升价格，扰乱市场，这种我们

就不能理解了。对于这类涨价异常的情况，国

家应该去着重关注，了解价格上涨过快的原因，

适当进行调控，毕竟当下实体经济的压力还是

非常大的。

运费、燃料、纸箱等刚需品价格的飙升，

导致建陶行业处于被动位置，压力非常大，而

我们也在上个月调整了价格，经销商也有不同

的反应。尤其是原本做得相对较差的客户，销

量上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而一些优质的、

坚持品牌价值的客户，相对还好些。

任何的涨价潮，潮起后会相应稳定，再降

下来可能性不大。但部分陶瓷企业，也会对价

格进行适当调整，不然有可能撑不下去。毕竟

无论是厂家还是经销商，涨价都会面临很大压

力。但最终能否在市场上站稳，还是取决于产

品创新和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创造良好的创新

环境，需要国家给予支持。

欧文莱陶瓷
市场总监  梁雪青

景德镇特美特手工砖
董事  营销总监  谢建红

鹏飞建陶
总经理  欧阳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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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瓷砖生产概况2016年建筑卫生陶瓷形势总判暨“十三五”节能减排行动
——2015世界瓷砖趋势大数据

中国：生产发展明显放缓，出口规模仍在收缩
2016年行业发展形势总体判断

附表：

建筑陶瓷行业“十三五”期间主要节能减排行动

巴西：预计国内市场继续萎缩

印度：全球第四大瓷砖出口国

意大利：瓷砖生产进一步恢复，出口平均单价领先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瓷砖生产国、

消 费 国 和 出 口 国。2014 年， 中 国 的

瓷砖出口经历了历史上的首个减速，

意大利陶瓷机械及设备制造协会研究

中心估计 2015 年中国的瓷砖总产量

为 59.7 亿平方米，占世界瓷砖生产总

量 48.3%，与 2014 年相比下降 0.5%。

相比之下，根据中国官方统计，中国

的规模陶企约有 1400 家，生产线约

有 3500 条，瓷砖生产总量约有 100 亿

平方米，中国国内瓷砖消费量约 48.85

亿 平 方 米， 占 世 界 瓷 砖 总 消 费 量 的

40.1%。

自 2012 年以来，中国的陶瓷行业

发展速度明显减缓，2014 年经历史上

首次衰退，出口下滑明显，同比 2013

年降低了 3.3%，2015 年出口规模仍在

不断缩小，由 2014 年 11.1 亿平方米下

降到 10.89 亿平方米，下降 1.9%，占

世界瓷砖出口总额的 38.9%。沙特阿拉

伯成为中国最大的瓷砖出口国（6.9 亿

平方米，增加 0.9%），其次是韩国（5.4

亿平方米，降低 20.3%），菲律宾（5.3

亿平方米，增加 12%）。

◎ 2016 年全行业基本保持平稳发展态势

◎国内市场需求反弹，外贸市场形势严峻

◎企业总体效益预期好于上年度

◎节能减排及环保压力与日俱增

◎生产成本显著上升，智能化生产提速

◎细分市场、转型升级、调结构加速推进

◎到 2020 年，陶瓷砖产量基本维持在 100 亿平方米左右，

卫生陶瓷产量约 2.5 亿件；

◎到 2020 年，万元产值综合能耗下降 18%；

◎推进绿色制造，严格执行环保标准；

◎大力推广应用结清能源；

◎大力推广应用建筑陶瓷干法制粉工艺技术；

◎建立建筑卫生陶瓷行业碳排放核算、认证等标准体系，

推进碳排放核查活动。

截止到2016年10月，行业数据：

◎全国陶瓷砖产量 90.65 亿平方米，增长 1.6%；

◎三百六十余家规模以上卫生陶瓷企业，产量 1.65 亿件，下降 2.7%；

◎全国出口陶瓷砖 8.67 亿平方米，减少 7.6%，金额 46 亿美元，减少 27.4%；

◎全国出口卫生陶瓷 5970 万件，减少 8.5%；金额 23.1 亿美元，下降 34.4%；

◎ 1777 家规模以上建筑卫生陶瓷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3.0%，销售利润率增长 0.1%。

中国在巴黎气候会议作出的承诺

◎到 203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 2005 年

下降 60%-65%（到 2020 年碳排放比强度下降 40%-45%）；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0% 左右；

◎二氧化碳排放 2030 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

◎制定“资源、排污税”等政策落实目标。

将在2017年启动全国的减排计划

◎ 2013 年，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等七省市就已经开展了碳

交易试点；

◎ 2016 年 1 月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

◎截止 10 月，全国一、二级市场累计成交配额 12453.02 万吨，成交金额达 4.75 亿美元；

累计成交 CCER（中国核证减排量）7136.72 万吨。

“十三五行业发展思路及建议

◎“十三五”末，所有生产企业应达到现行环保排放标准；

◎优化产业结构，培育 3-5 家超百亿企业；

◎推进建筑卫生陶瓷行业绿色制造；

◎推动建筑卫生陶瓷行业碳排放核查工作；

◎提高劳动生产率，建陶企业达到 80 万元 / 人 / 年 ; 卫生洁具企业 60 万元 / 人 / 年；

◎先进品牌企业和高附加值产品企业人均劳动生产率超过 120 万元。

2016 年 12 月，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公布了国家“十三五”节能减排行动与建筑卫生陶瓷行业发展思考。

巴西是世界上第二大瓷砖生产国和

消费国。经过 20 年的稳定发展，2015

年迎来首次衰退，生产总量下降到 8.99

亿平方米，同比 2014 年下降 0.4%。与

此同时，国内瓷砖需求也在萎缩，从8.53

亿平方米下降到 8.16 亿平方米，下降

4.3%。在恢复瓷砖出口的第三年，2015

年瓷砖出口量为 0.77 亿平方米，增加

11%，主要出口市场为拉丁美洲。2016

年，预计巴西的瓷砖出口增长率为 7%，

国内需求持续低迷。

 2014 年，印度继续蝉联世界第三

大瓷砖生产国和消费国。2015 年，瓷

砖总产量由 8.25 亿平方米增至 8.5 亿

平方米，增长 3%，但仍低于前几年

平均 10% 的增长率。国内瓷砖消费由

7.56 亿平方米增长到 7.63 亿平方米，

相比 2014 年增加 0.9%，瓷砖出口由

0.92 亿平方米增加至 1.22 亿平方米，

与 2012 年相比，增加了 32.6%，由此

奠定印度在全球瓷砖出口中排名第四

的地位。

2015 年， 意 大 利 进 一 步 恢 复 瓷

砖生产，产量由 3.82 亿平方米增加

至 3.95 亿平方米，增长 33.4%，瓷砖

总销售量达 3.97 亿平方米，增长了

30.6%。瓷砖出口量占全球瓷砖出口量

11.6%，与 2014 年相比，瓷砖出口增

加 0.9%，2015 年出口销售值为 43.18

亿欧元，平均出口单价为 13.7 欧元每

平方米。

A08

世界主要瓷砖生产国

国家
2011年

（亿 /平方米）
2012年

（亿 /平方米）
2013年

（亿 /平方米）
2014年

（亿 /平方米）
2015年

（亿 /平方米）
占 2015 年世界瓷砖总
产量百分比（%）

与 2014 年对比

中国 48.00 52.00 57.00 60.00 59.70 48.3% -0.5%

巴西 8.44 8.66 8.71 9.03 8.99 7.3% -0.4%

印度 6.17 6.91 7.50 8.25 8.50 6.9% +3.0%

西班牙 3.92 4.04 4.20 4.25 4.40 3.6% +3.5%

越南 3.80 2.90 3.00 3.60 4.40 3.6% +22.5%

意大利 4.00 3.67 3.63 3.82 3.95 3.2% +3.4%

印尼 3.20 3.60 3.90 4.20 3.70 3.0% -11.9%

土耳其 2.60 2.80 3.40 3.15 3.20 2.6% 1.6

伊朗 4.75 5.00 5.00 4.10 3.00 2.4% -26.8%

墨西哥 2.21 2.31 2.30 2.30 2.42 2.0% +5.2%

总计（10 国） 87.09 91.89 98.64 102.70 102.26 82.8% -1.4%

世界总产量 106.26 112.24 119.58 123.73 123.55 100% -0.1%

独家专题
Exclusive

表一：2008 年 -2015 年建筑陶瓷砖进出口量（万平方米）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出口量 67090 68547 86720 101528 108621 114778 112811 113853

进口量 295 282 574 604 518 504 536 585

表二：2008 年 -2015 年建筑陶瓷砖进出口额（万美元）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出口额 271053 286219 385110 476437 635237 789256 781385 832566

进口额 4949 5267 7240 9296 7705 8067 9249 8739

表三：2014 年 2 季度—2016 年 2 季度建筑陶瓷砖出口量（万平方米）

2014 年第
2季度

第 3季
度

第 4季
度

2015 年
第 1季度

第 2季
度

第 3季
度

第 4季
度

2016 年
第 1季度

第 2季
度

釉面砖 17337 20152 19080 14701 19630 19304 19274 14655 19288

墙地砖 10665 11825 11252 8947 10840 10721 10435 7745 9558

表四：2014 年 2 季度—2016 年 2 季度卫生陶瓷出口量及出口额

2014 年第
2季度

第 3季
度

第 4季
度

2015 年第
1季度

第 2季
度

第 3季
度

第 4季
度

2016 年
第 1季度

第 2
季度

（万件） 1970 2178 2142 1599 2044 2158 2175 1650 2006

万美元 72916 101862 92265 82801 101443 110084 155147 75370 76325

表一

表三

表二

表四

（文 / 何碟）

（文/张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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