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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以天然木材和木质人造板为主要材料，配以其他辅料（如油漆、贴面材料、玻璃、五金配
件等）制作各种家具的生产活动。
智研咨询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木质家具制造产业竞争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共九
章。首先介绍了中国木质家具制造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木质家具制造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
分析了中国木质家具制造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木质家具制造市场竞争格局。随
后，报告对木质家具制造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木质家具制造行业发
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木质家具制造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木质家具制
造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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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 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3）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 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9章 ：木制家具制造行业发展趋势分析与预测（ZY KT）
9.1 中国木制家具市场发展趋势
9.1.1 中国木制家具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9.1.2 中国木制家具市场发展前景预测
9.2 木制家具制造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9.2.1 木制家具制造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9.2.2 木制家具制造行业盈利模式分析
9.2.3 木制家具制造行业盈利因素分析
9.3 中国木制家具制造行业投资建议

9.3.1 木制家具制造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9.3.2木制家具制造行业投资建议（ZY 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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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2016-2020年木制家具制造行业工业总产值及占GDP比重（单位：亿元，%）
图表3：2016-2020年木制家具制造行业产值增速与GDP增速比较（单位：%）
图表4：2016-2020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情况（单位：亿元，%）
图表5：2020年各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状况（单位：亿元，%）
图表6：2020年主要省市房地产开发投资情况（单位：%）
图表7：2020年全国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累计情况（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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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2016-2020年全国土地购置情况（单位：万平方米，%）
图表11：2016-2020年全国开发土地情况（单位：万平方米，%）
图表12：2016-2020年六大城市甲级写字楼租金指数（单位：万平方米）
图表13：2016-2020年四大城市写字楼供求情况（单位：万平方米）
图表14：2016-2020年住宅开发投资情况（单位：亿元，%）
图表15：2016-2020年住宅销售面积走势（单位：万平方米，%）
图表16：2016-2020年林业产业总产值走势（单位：万元）
图表17：2016-2020年中国涂料产量及增速（单位：万吨，%）
图表18：2016-2020年中国粗钢月度产量及同比增速（单位：万吨）
图表19：2016-2020年钢材月度产量及同比增速（单位：万吨，%）
图表20：2016-2020年钢材月度进出口情况（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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