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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 : : 总体信息总体信息总体信息总体信息    
 

1111.1 .1 .1 .1 产业地带总览产业地带总览产业地带总览产业地带总览     

产业带名称 赣州市南康区家具产业带 

产业带位置: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 

优势产业带名称 家具 

产业带总占地面积 1732 平方千米 

当地户籍人口数量 76 万人 

市荣誉称号 “中国中部家具产业基地”、“中国（首选）十佳家具批发市场” 

1.2 1.2 1.2 1.2 综述综述综述综述: : : :  

南康区，南康区位于江西省赣州市西部，赣江源章江流域的中下游。 

南康区以民营经济为经济的主体，在赣州乃至全省都有一定影响，已初步形成矿产品、家具、服装、电子信息、

精细化工、食品、甜柚、生猪、饮食娱乐、商贸物流十大主导产业，是江西省的家具产业基地、纺织服装产业基

地和全国 100 个重点食品加工县（市）、中国甜柚之乡、全国瘦肉型商品猪生产基地。 

1.3 1.3 1.3 1.3 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    

 

1.1.1.1.4444    地图位置展示地图位置展示地图位置展示地图位置展示（蓝色标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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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 : : 优势行业总览优势行业总览优势行业总览优势行业总览    
 

    2.12.12.12.1 优势行业概况优势行业概况优势行业概况优势行业概况    

优势产业名称 南康区家具产业集群 

优势产业近三年产值（百万美元） 
2014 2015 2016 

640.3 810 1010 

优势产业高、中、低端产品产量占比 
高端 中端 低端 

10% 30% 60% 

占国内同行业比% 30.33% 

优势产业市内企业总数 7548 家 

获得 ISO9001 体系认证的企业数 N/A 

优势产业高新技术企业数 N/A 

优势产业上市公司数 3 家 

2016 年总出口额 USD67,810,000 

优势产业全国驰名商标数 5 个 

优势产业名牌产品数 省著名商标 88 个，省名牌 32 个 

优势产业产品专利数 N/A 

其中发明专利数 N/A 

该产业所需主要原材料（请列出三类） 橡木，松木，乌金木等 

该原材料供应商当地企业数 2,500 家 

原材料本地自给率 100% 

区内优势产业的从业人数 400,000 人 

优势产业具有大中专或工程师等技术人员数量 2,000 人 

工程师行业经验分布(%) 
少于 2 年 2~5 年 5~10 年 超过 10 年 

30% 50% 1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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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章章章章::::    外贸能力外贸能力外贸能力外贸能力    
 

3333.1.1.1.1 出口能出口能出口能出口能力概况力概况力概况力概况    

过去三年优势行业出口额 (百万美元) 
2014 2015 2016 

N/A 1900 6781 

占国内同行业比(%) N/A 

出口模式占比（贴牌\ODM\自有品牌） (%) 
OEM ODM 自有品牌 

70% 20% 10% 

3333.2.2.2.2 外贸市场分布外贸市场分布外贸市场分布外贸市场分布    

市场区域 销售额 (万美元) 占比 % 涉及的主要品牌 

北美 6000 77.92% 保密 

欧洲 N/A N/A N/A 

南美洲 N/A N/A N/A 

中东 1000 12.98% 保密 

东亚：日韩 N/A N/A N/A 

东南亚 N/A N/A N/A 

非洲 500 6.49% 保密 

澳洲 N/A N/A N/A 

其他 200 2.60% 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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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3.3.3.3 外贸推广活动外贸推广活动外贸推广活动外贸推广活动    

3333.3.1 .3.1 .3.1 .3.1 国外展会国外展会国外展会国外展会    

展会名称 本地参展企业数量 展会时间 国家 / 城市 

第十九届 MIFF 马来西亚国际家具展 17 2013.03 马来西亚 

2014 年阿联酋（迪拜）国际家具家

居及室内装饰展 
4 2014.05 阿联酋（迪拜） 

美国高点家具及灯饰展 3 2015.04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 

3333.3.2 .3.2 .3.2 .3.2     国内展会国内展会国内展会国内展会    

展会名称 本地参展企业数量 展会时间 国家 / 城市 

苏州国际家博览 20 2016.06 中国/苏州 

第十七届成都国际家具展 8 2016.07 中国/成都 

第 36 届国际名家具（东莞）展 8 2016.08 中国/东莞 

第 32 届国际龙家具展 6 2016.08 中国/佛山 

第六届中国（福州）家具建材装饰品

博览会 
7 2016.11 中国/福州 

3333.3.3 .3.3 .3.3 .3.3 电商平台推广电商平台推广电商平台推广电商平台推广    

1. http://www.gdp8.com/ 

2. http://www.mr-wor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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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优势行业总览人力资源与可持续性发展 

    
4444....1111 院校院校院校院校：：：：赣州市南康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赣州市南康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赣州市南康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赣州市南康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简介：南康职专，公办全日制统招全国重点中等职教学府、全国重点职业高级中学，其前身是创建于 1983 年的园

艺中学，素有“赣南职教明珠”、”园林学府“、“红土地上的职教奇葩”之美誉。该校是以工科为主要特色，4

个国家级示范专业、1个省级示范专业、2个产业研发推广中心、2个校内生产实训一体化标准化工厂和 1个省级重

点建设实训基地.拥有 10 余个国家级示范专业、国家级重点建设专业、省级示范专业和省级特色专业，也是”全国

千所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建设计划“重点建设院校之一。 

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龙岭镇樟桥圩 

类别 公立学院（国家级重点、全国示范校） 

主要专业 

现有全日制在校生达 4000 余人，拥有高考、机电、经贸、艺术和教育五大专业群，

开设数控技术应用、模具设计与制造、机电一体化、机械设计与制造、家具设计与

制造、学前教育、电子商务、会计、服装设计、农经管理、电子技术应用、计算机

应用（广告设计方向）等近 30 个热门专业 

学校网址 http://www.nkszyz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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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设施 

学校成立了 2个产业科研推广中心、2个高标准生产实训一体化工厂 4 个名师工作

室。建有 30 多个校内实验（实训）室，教学科研仪器设备价值 3000 多万元，图书

馆藏书 10 万与册。 

师资力量 

专任教师 160 人：其中教授、副教授 22 人，高级教师、工程师、技师 80 多人。具

有国家级培训讲师、国家级培训骨干教师、省级学科带头人、省级教学名师、省级

骨干教师、省级“双师型”教师、市级骨干教师 20 余人，全国劳模教师、赣州市

十佳校长江西省模范教师、江西省优秀班主任 10 余人，市级优秀教师、优秀班主

任等 50 余人，国家职业资格鉴定考评员 5 名，赣州市职称评聘考评员 3名。 

获奖情况 
“全国教育体系先进集体”，“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全国科学教育实验基

地”，“江西省职业教育先进单位”，“江西省安全文明校园”等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 : : 校内实景校内实景校内实景校内实景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校内实景校内实景校内实景校内实景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校内实景校内实景校内实景校内实景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校内实景校内实景校内实景校内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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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物流交通 
 

5555.1 .1 .1 .1 物流总览物流总览物流总览物流总览        

在市内是否有清

关办事处 
 有             无 

国内贸易主要物

流模式 
 高速公路     快递   航空     铁路   海运 

外贸主要物流模

式 
 高速公路     快递   航空     铁路   海运 

主要物流中心 

物流配送中心市场 

天桃园物流配送中心 

顺发物流中心 

物流中心橡木市场 

高速公路数量 13 条高速：9条已开通 

铁路线数量 2 条：京九线,赣龙线 

附近机场名称及

距离 

赣州黄金机场 30 km 

井冈山机场 150 km 

九江卢山机场 500 km 

南昌昌北机场 410km 

景德镇罗家机 59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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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2 5.2 5.2 赣州港铁路专线赣州港铁路专线赣州港铁路专线赣州港铁路专线    

 
简介：赣州港是中国首个进境木材内陆直通口岸，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主要功能区包括监管区、保税监管仓、铁

路专用线等。目前，赣州港已实现进口木材全直通、出口家具全直放，开通了马来西亚槟城直航赣州港、芬兰直航赣州

港等两条海外港口直航路线。 

2015 年 11 月 27 日，装载着泰国橡胶木方的 5个 COSCO (中国远洋) 40 尺集装箱，由泰国南部经马来西亚槟城港、

盐田港，采用海铁多式联运的方式顺利抵达中国内陆“赣州港”。这是赣州进境木材监管区（赣州港）首张“目的港”

提单，也是赣州参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成果，标志着内陆赣南从此告别了进出口货物必须经沿海口岸转运的

历史，翻开了赣南对外贸易的新篇章 

成立日期 2015 年 01 月 

地址 赣州绕城高速南康出口旁 

占地面积 3,550 亩 

构架 
赣州入境木材监管区，赣州铁路国际集装箱中心，保税金融监管仓，公路甩挂运输中心，商

品展示交易区，物流仓储区，办公生活区 



                                                                            

Page No.: 11 of 31  

功能 
全国首个入境木材内陆口岸；实现与深圳盐田港的进口直通，出口直放；全国通关一体化，

贸易便利化；开通到成都，海口的家具专列； 

专线介绍 
赣州港铁路专用线全长 3.7883.7883.7883.788 公里公里公里公里，铁路等级为４级，装卸站有两股轨道，整体道床 760 米；

装卸平台配备正面吊 1 台，龙门吊 1 台，龙门吊下设 8排集装箱位。 

吞吐量： 

专用线一期（2020 年） 

到发集装箱 6.0 万 TEU，其中到达国际箱 2.5 万 TEU，主要来自盐田港，发送 2万 TEU，发

往盐田港；到达国内箱 0.5 万 TEU，主要来自南昌方向，发送国内箱 1 万 TEU，主要发往南

昌方向 

专用线二期（2030 年） 

到发集装箱 42 万 TEU，其中到达国际箱 20 万 TEU，主要来自深圳盐田港，发送 16 万 TEU，

发往深圳盐田港，到达国内箱 2万 TEU，主要来自南昌方向，发送国内箱 4万 TEU，主要发

往南昌方向。（备注：TEUTEUTEUTEU= 20 英尺标准集装箱） 

                                                                                                                                                                                                                                                                                        

赣州经济板块示意图赣州经济板块示意图赣州经济板块示意图赣州经济板块示意图        赣州港经济功能布局图赣州港经济功能布局图赣州港经济功能布局图赣州港经济功能布局图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中欧中欧中欧中欧（（（（俄俄俄俄））））班列运行图班列运行图班列运行图班列运行图        丝绸之路和内外贸运行线路丝绸之路和内外贸运行线路丝绸之路和内外贸运行线路丝绸之路和内外贸运行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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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 : : 港区实景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 : : 港区实景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 : : 港区实景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 : : 港区实景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 : : 港区实景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 : : 港区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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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3333. . . . 物流园信息物流园信息物流园信息物流园信息::::    中部家具材料物流商贸城中部家具材料物流商贸城中部家具材料物流商贸城中部家具材料物流商贸城    

 
简介：中国·中部国际物流商贸城位于赣州绕城高速龙岭出入口(赣南大道龙岭段)，地处赣州与南康同城发展的交

汇处，涵盖建材家居、百货商品、副食粮油、五金机电、电工电料、日化日杂、窗帘布艺、灯饰灯具、电子数码、

文体办公等商贸主题，是一座将商品交易、电子商务、金融服务、产业交流、国际会展、仓储物流、总部办公、商

贸综合体、酒店公寓、休闲娱乐、生活居住等功能集为一体的多功能、多业态、现代化综合商贸物流城。 

成立日期 2014 年 04 月 18 日 

 

占地面积 533,360 平方米 

园区分布 

皮革，五金，布艺材料市场  

家具白胚，成品市场 

物流产业基地 

物流园区 250,000 平方米 

物流企业 56 家 

货物吞吐量 20,000 吨/月 

家具材料 1676 间商铺 

地理优势 
中部国际物流商贸城占据章康共建核心区域，地处绕城高速龙岭出入口(绕城高速引线贯穿项

目)，零距离赣南大道、105 国道、323 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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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 : : 物流园实景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 : : 物流园实景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 : : 物流园实景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 : : 物流园实景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 : : 物流园实景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 : : 物流园实景    

 

    

    
 



                                                                            

Page No.: 15 of 31  

第六章: 本地原材料交易市场 

 
6666.1.1.1.1 原材料原材料原材料原材料交易中心交易中心交易中心交易中心：：：：江西鱼江西鱼江西鱼江西鱼珠木材城珠木材城珠木材城珠木材城    

 
简介：江西鱼珠木材市场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1 月，由利仓行控股有限公司（香港）全资投资。公司地址位于江

西省赣州市南康区龙岭镇家具产业园产业大道，公司注册资金 1680 万美元，总投资 2亿元人民币打造的赣州专业木

材市场。 

地址 龙岭镇家具产业园产业大道 88 号 

成立日期 2012 年 11 月 

主营业务 
木材市场的开发建设及经营管理，物流园的开发建设及经营管理，木材商品的进口国

际融资业务，中国发改委批准的木材价格指数运营管理。 

注册资金 USD 16,800,000 

公司网址 http://www.lch-logistics.com/index.html 

主营原材料 橡胶木，松木，白蜡 

货物吞吐量 进口木材：3,000,000 立方米，橡胶木占 70%，松木 20%，10%其他硬杂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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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国家 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俄罗斯，新西兰 

占地面积 113,330 平方米；仓储面积：10,000 平方米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 : : 商铺展示商铺展示商铺展示商铺展示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商铺展示商铺展示商铺展示商铺展示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商铺展示商铺展示商铺展示商铺展示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商铺展示商铺展示商铺展示商铺展示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商铺展示商铺展示商铺展示商铺展示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商铺展示商铺展示商铺展示商铺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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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2222    交易中心交易中心交易中心交易中心：：：：弘泰交易市场弘泰交易市场弘泰交易市场弘泰交易市场    

 
简介： 泓泰家具产业交易市场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展销平台、配套服务等四合一的全产业链平台，通过巨资投

入、市场开发、园区建设，升级家具产业软硬件配套，坐拥 100 万平米的专业家具市场规模，独以六大主区全产品平

台、九大主题馆的精心布局，汇聚全国家具品类之全，以庞大的家具主题馆集群效应，为广大家具商、采购商缔造一

个集展销、采购、观光、展览、办公、餐饮、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全程体验一站式”中国家具产业新中心。 

地址 
江西南康市赣南大道以南、105 国道以北、 

赣粤高速以西位置 

 

占地面积 1000 亩；建筑面积 1,000,000 平方米 

铺位 3000 套 

交通优势 
北赣南大道、南 105 国道、东靠赣粤高速， 

沿 40 米宽机场快速干道主轴线两面延伸 

配套设施 
汽车东站、赣南大道、赣粤高速、 

105 国道、5000 亩泓泰家具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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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 : : 商铺展示商铺展示商铺展示商铺展示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商铺展示商铺展示商铺展示商铺展示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商铺展示商铺展示商铺展示商铺展示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商铺展示商铺展示商铺展示商铺展示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商铺展示商铺展示商铺展示商铺展示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商铺展示商铺展示商铺展示商铺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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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地企业展示 
 

7777....1111 本地企业代表展示本地企业代表展示本地企业代表展示本地企业代表展示    

供应商名称 赣州市南康区蓝天木业有限公司 

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东山街道办事处官坑村 

营业执照编号 91360782556044236J 公司注册时间 2010 年 06 月 28 日 

有效期 2020 年 06 月 27 日 注册资本 RMB 12,000,000 

建筑面积 80,000,000 平方米 年营业额 RMB 150,000,000 

主营产品 实木类家具 

公司网址 http://www.jxbdjj.com  

主要市场 国内 

交易类型 100%自主品牌 

员工人数 500 人 

描述: 公司正门 描述: 车间 

  
描述: 车间 描述: 展示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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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名称 江西维平创业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龙岭镇家具产业园 

营业执照编号 91360782690988852U 
公司注册时

间 
2009 年 07 月 29 日 

有效期 2019 年 07 月 28 日 注册资本 RMB 15,000,000 

企业面积 66700 平方米 年营业额 RMB 300,000,000 

主营产品 实木套房系列，实木居家定制系列 

公司网址 www.vepeen.com  

主要市场 国内 

交易类型 100%自主品牌 

主要品牌 木匠神话，铸木专家，木匠传奇，天缘皇宫 

描述: 公司正门 描述: 车间 

  
描述: 车间 描述: 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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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名称 赣州汇明木业有限公司 

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龙岭镇秀峰村家具产业园 

营业执照编号 91360782314720916J 公司注册时间 2014 年 10 月 23 日 

有效期 2044 年 10 月 22 日 注册资本 RMB 120,000,000 

企业面积 40687 平方米 年营业额 RMB 200,000,000 

主营产品 板式家具，三层书柜，五层书柜 

公司网址 http://a07111381.atobo.com.cn 

主要市场 美国 

主要客户 WALMART 

出口类型 100%OEM 

描述: 公司正门 描述: 办公室 

  

描述: 车间 描述: 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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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名称 江西适意家具有限公司 

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龙岭镇家具产业园 

营业执照编号 91360782MA35GUC37U 公司注册时间 2016 年 03 月 17 日 

有效期 长期 注册资本 RMB 5,000,000 

厂房面积 8000 平方米 年营业额 RMB 100,000,000 

主营产品 酒店，会所全套定制家具 

公司网址 www.shiyifurniture.com  

主要市场 北美，欧洲，中东，东南亚，非洲。 

出口类型 希尔顿酒店 

描述: 公司正门 描述: 车间 

  

描述: 车间 描述: 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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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名称 江西李氏王朝家具有限公司 

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龙岭镇工业园区 

营业执照编号 9136078206714794073 公司注册时间 2013 年 05 月 09 日 

有效期 2023 年 05 月 08 日 注册资本 RMB 2,000,000 

厂房面积 33350 平方米 年营业额 RMB 80,000,000 

主营产品 实木餐厅家具，实木客厅家具 

公司网址 www.cnlswc.com  

主要市场 国内 

主要品牌 李氏王朝 

出口类型 出口 10%，内销 90% 

描述: 公司正门 描述: 车间 

  
描述: 车间 描述: 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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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车间 描述: 展示厅 

  
描述: 展示厅 描述: 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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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名称 江西家有儿女家具有限公司 

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龙岭镇樟桥村 

营业执照编号 91360782576135389W 公司注册时间 2011 年 06 月 23 日 

有效期 2021 年 06 月 22 日 注册资本 RMB 2,000,000 

企业面积 80,000 平方米 年营业额 RMB 110,000,000 

主营产品 儿童家具，板式家具 

公司网址 http://www.jyen.cn  

主要市场 欧洲，中东，非洲。 

主要品牌 家有儿女 

出口类型 OEM/ODM 60% 自主品牌 40% 

描述: 公司正门 描述: 办公楼 

  
描述: 车间 描述: 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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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质量保证能力 

 
8888....1 1 1 1 检验检测中心检验检测中心检验检测中心检验检测中心    

针对优势行业，本地是否有建立相应的地方

检验标准 
 是:     否          

该检测机构是否通过国家相关部门认证  是:     否     

检测机构名称 江西省家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建立时间 2014 年 

 

检测机构资质 
 CMA 

 CNAS 

检测机构人员数量 22 人 

人员教育背景 

 博士：3 

 硕士：6 

 学士：10 

 其它：3 

主要产品检测标准主要产品检测标准主要产品检测标准主要产品检测标准    

  国标 

GB/T 3324-2008, QB/T 1951.1-2010, GB/T 3325-2008, 

GB/T 13667.1-2003, GB/T 13668-2003, GB/T 28200-2011, QB/T 1097-2010, 

GB/T 14531-2008, GB/T 14532-2008, GB/T 22792-2008, GB/T 24820-2009, 

QB/T 2280-2007, QB/T 1952.2-2011, GB/T 24821-2009, 

QB/T 4071-2010, QB/T 4156-2010, GB/T 26706-2011, QB/T 2385-2008, 

QB/T 4190-2011, GB/T 22793-2008, GB/T 24430-2009, GB/T 28007-2011, 

GB/T 24977-2010, GB/T 26172-2010, QB/T 2453.1-1999, QB/T 2531-2010 

 欧洲标准 

ISO 3856.1-1984,ISO 3856.4-1984,ISO 3856.6-1984,ISO 3856.7-1984, 

ISO 1856-200,ISO 1798-2008,ISO 845-2006,BS EN 13986-2004, 

PD CEN/TR 14823-2003,EN 1023-1-1996,EN 1023-2-1996, 

ISO 9221-1-1992, ISO 9221-2-1992,ISO 10131-1-1997,ISO 10132-1-1997 

 北美及其他标准 D5582-14,JISA 1460-2015,CNS 11818 

主要检测设备主要检测设备主要检测设备主要检测设备    

图片 测试设备名称 测试种类 

 

沙发弹性试验机 物理测试：检测软体沙发的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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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板试验机 
物理测试：检测板材、皮革的弹性模量、抗

拉强度等 

 

高低温湿热试验箱 
物理测试：测试家具木制件表面漆膜耐冷热

温差 

 

家具综合试验机 
物理测试：测试家具力学性能（稳定性、强

度与耐久性） 

 

滚动磨损试验机 物理测试：测试漆膜表面的耐磨性能 

 

色牢度实验仪 物理测试：检测皮革表面或使用面颜色牢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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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属检测仪 化学测试：检测重金属含量 

 

原子吸收光谱仪 
化学测试：常量、微量和痕量无机元素的分

析测定 

 

双道原子荧光光度计 
化学测试：Hg、Ge、Pb、Zn、Cd 等元素痕量

分析 

 

气相色谱仪 化学测试：苯、甲苯、二甲苯含量 

8888....2222 审核企业质量控制能力与现场发现审核企业质量控制能力与现场发现审核企业质量控制能力与现场发现审核企业质量控制能力与现场发现    

当地被审核企业是否有建立完善的供应商评估程序  是:     否                           

当地被审核企业是否有建立采购管理程序  是:     否     

所有生产环节是否有建立相应的质量控制点  是:     否     

现场 QC 人员与生产人员是否相互独立运行  是:     否     

成品包装后，是否需要进行抽样检查  是:     否     

现场原料是否有经过抽样检验  是:     否     

现场不合格产品是否有明确的标识和区分以防止误用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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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 : : 相关证书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 : : 相关证书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 : : 相关证书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 : : 相关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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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研发能力 
 

9999.1.1.1.1 审核企业研发能力审核企业研发能力审核企业研发能力审核企业研发能力    

本地生产企业是否有保留研发相关的设计输入，设计输

出，设计评审等资料。 
 有              无 

基于现场发现，本地企业是否有给研发人员提供相应的软

件、设备进行开发工作？ 
 有              无 

本地研发人员是否有使用一些专业软件进行产品研发？  有              无 

本地企业对新产品是否有制定相应的设计标准？  有              无 

本地企业是否有建立内部评估程序以对新设计进行确

认？ 
 有              无 

新产品是否有使用第三方进行测试检验？  有              无 

9999.2 .2 .2 .2 著名商标著名商标著名商标著名商标及专利及专利及专利及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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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政府支持及长远发展计划 

    
10101010.1.1.1.1 政府对优势行业支持政策政府对优势行业支持政策政府对优势行业支持政策政府对优势行业支持政策    

1. 金融政策：财园信贷通、家具产业信贷通、小微信贷通、创业信贷通、扶贫信贷通等政策性融资政策，帮助企

业融资。 

2. 土地、标准厂房政策：建设家具产业集聚区标准厂房，吸引企业进驻。 

3. 转企升规政策：从融资、税收等方面支持 企业转企升规。 

10101010.2.2.2.2 为全为全为全为全球产业基地所配套的基础建设球产业基地所配套的基础建设球产业基地所配套的基础建设球产业基地所配套的基础建设    

1. 建设现代家具制造城，建设家具产业集聚区标准厂房。 

2. 建设家具产业特色小镇，提升家具产业形象。 

10.310.310.310.3 3~53~53~53~5 年后政府的计划与发展年后政府的计划与发展年后政府的计划与发展年后政府的计划与发展    

1. 到 2020 年，家具产业突破 2000 亿元营业收入。 

2. 到 2020 年，建设国家级甚至世界的家具和木材集散地。 

 

--------    End of the Report End of the Report End of the Report End of the Repor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