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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底，《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下称《公约》）第十七届缔约方大会召开。此次
会议将全部的黄檀属以及大巴花和刺猬紫檀列入附录二管制，而老挝大红酸枝禁止出口，马达加斯加黄
檀属木材贸易禁令暂缓，沉香木制品仍受管制。受此影响，截至**终端市场红木家具价格已现上涨。在
年底红木家具消费旺季中，业主要当心在展销会上买到以次充好的产品。由于出口量的限制和减少，国
内红木家具终端价格出现波动。市民王先生近日去到某红木家具市场定做一套沙发，发现和暑假期间相
比，不少商家的红木家具已涨价10%~20%，有些涨幅甚至达到了30%。
《2018-2025年中国红木家具市场深度调查分析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针对当前红木家具行业发展
面临的机遇与威胁，提出红木家具行业发展投资及战略建议。
《2018-2025年中国红木家具市场深度调查分析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以严谨的内容、翔实的分析
、权威的数据、直观的图表等，帮助红木家具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
和投资策略。
《2018-2025年中国红木家具市场深度调查分析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是红木家具业内企业、相关
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红木家具行业发展趋势，洞悉红木家具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
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一章 红木家具产业相关概述
第 一节 红木的特征
一、紫檀木
二、酸枝木
三、乌木
四、花梨木
五、鸡翅木
第二节 红木家具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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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木家具分类
二、红木家具文化的综述
三、仿古红木家具看好收藏投资
四、现代型红木家具衰退的原因
第二章 中国红木家具行业发展环境分析及展望
第 一节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Research Report on the In-depth Investig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s
Redwood Furniture Market in 2018-2025
一、国民生产总值（GDP）
二、工业生产与效益情况
三、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四、财政与金融
五、对外贸易发展情况
六、消费物价指数情况
第二节 红木家具技术分析
一、红木家具技术环境分析
二、红木家具技术介绍
三、红木家具技术发展趋势
四、红木家具技术与国外技术差距分析
第三节 红木家具政策分析
一、浙江东阳出台政策扶持红木家具产业
二、红木家具的新标准规范市场
三、中国红木家具与文化
四、行业政策解读
第四节 中国最新经济发展情况分析
第三章 木质家具制造行业数据分析（国家统计局4位代码分析）
第 一节 木质家具制造行业市场运行规模分析
一、木质家具制造行业竞争企业数量
二、木质家具制造行业从业人数调查分析
三、木质家具制造行业工业总产值分析
第二节 木质家具制造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一、木质家具制造行业资产负债率分析
二、木质家具制造行业利息保障倍数分析
第三节 木质家具制造行业经营能力分析
一、木质家具制造行业总资产周转率分析
二、木质家具制造行业净资产周转率分析

红木家具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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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木质家具制造行业存货周转率分析
四、木质家具制造行业流动资产周转率分析
第四节 木质家具制造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一、木质家具制造行业总资产收益率分析
二、木质家具制造行业净利润率分析
三、木质家具制造行业净资产收益率分析
四、木质家具制造行业毛利率分析
第五节 木质家具制造行业成长能力分析
一、木质家具制造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分析
二、木质家具制造行业净利润分析
三、木质家具制造行业总资产分析
四、木质家具制造行业净资产分析
第四章 卧室用红木家具行业进出口贸易分析
第 一节 卧室用红木家具出口状况分析
一、出口金额规模分析
二、出口数量规模分析
三、出口价格分析
2013-2018年中国卧室用红木家具（94035010）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第二节 卧室用红木家具进口状况
一、进口金额规模分析
二、进口数量规模分析
三、进口价格分析
2013-2018年中国卧室用红木家具（94035010）进口平均单价分析
第五章 其他红木家具行业进出口贸易分析
第 一节 其他红木家具出口状况分析
一、出口金额规模分析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5/90/HongMuJiaJuWeiLaiFaZhanQuShi.html
二、出口数量规模分析
三、出口价格分析
2013-2018年中国其他红木家具（94036010）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第二节 其他红木家具进口状况
一、进口金额规模分析
二、进口数量规模分析
三、进口价格分析
2013-2018年中国其他红木家具（94036010）进口平均单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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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国木质家具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第 一节 中国木质家具产业发展概况
一、木质家具能和生活相融合
二、中国木质家具的四种流派概述
三、中国木质家具竞争力低下
第二节 中国应诉美对华木制卧室家具反倾销的概述
一、反倾销调查发起前的积极准备
二、应诉美国有关部门的初裁
三、应诉美国商务部的终裁
四、美国商务部对有关规定及实践作修改
第三节 木家具水性复合强力染色剂应用技术的研究
一、水性复合强力染色剂的优点
二、水性染色精色彩的基本知识及调配方法_订′购′热线:′4′0′０′6′12′86′6′8
三、水性染色精的染色工艺
四、透胶薄木染色
第七章 中国红木家具产业运行形势分析
第 一节 中国红木家具产业发展概况
一、红木家具业销售现状分析
二、红木家具业的流派之争
三、红木家具产业品牌分析
第二节 中国红木家具重点区域发展概况
一、北京红木家具市场回顾
二、广东大涌红木家具产业发展概况
三、浙江东阳红木家具产业蓬勃发展
四、山东淄博红木家具产业发展现状
第三节 中国红木家具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中国红木家具的消费问题及建议
二、红木家具干燥面临的难点及建议
三、中国红木家具业的投资策略
第八章 中国红木家具产业市场运行动态分析
第 一节 中国红木家具产业市场调研
一、老红木家具市场现状
二、各种特色的红木家具细分产品
三、老红木家具的价格增长概述
四、红木家具的营销方式概况
第二节 中国红木家具市场产业运行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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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期红木家具市场价格动态
二、红木家具市场经历变数
三、红木家具进出口贸易分析
第三节 中国红木家具市场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红木家具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
二、红木家具市场亟须加强监管
三、红木家具原料供应紧张
第九章 中国红木家具产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 一节 中国红木家具产业竞争现状分析
2018-2025年中國紅木家具市場深度調查分析及發展趨勢研究報告
一、红木家具市场竞争力分析
二、材料紧张，竞争激烈
三、红木家具市场品牌竞争分析
第二节 中国红木家具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一、红木家具行情展望
二、老红木家具前景一片光明
三、红木家具的发展新趋势
四、高档红木家具价值年年增长
第十章 2018年中国红木家具产业顶尖企业关键性数据分析
第 一节 瑞丰木业（深圳）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第二节 潍坊市新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第三节 上海航管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第四节 江西省斯尔摩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第五节 凭祥市繁成红木家私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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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第六节 莆田市力天红木艺雕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第七节 江苏名佳工艺家俱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第八节 江西省真赏轩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第九节 常熟市东方红木家俱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第十节 上海森本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第十一章 红木家具行业SWOT和市场供需分析
第 一节 红木家具行业SWOT分析
一、红木家具行业优势分析
二、红木家具行业劣势分析
三、红木家具行业机会分析
四、红木家具行业威胁分析
第二节 2018-2025年中国红木家具市场供需状况
一、2018-2025年中国红木家具市场供给预测分析
二、2018-2025年中国红木家具行业现状分析
三、2018-2025年红木家具行业进出口预测分析
第三节 2018-2025年红木家具行业影响供给关系因素分析
一、2018-2025年红木家具行业需求变化因素
2018?2025年の中国のレッドウッド家具市場の深い調査と開発動向に関する調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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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8-2025年红木家具行业厂商产能因素
三、2018-2025年红木家具行业原料供给状况
四、2018-2025年红木家具行业技术水平提高
五、2018-2025年红木家具行业政策变动因素
第十二章 2018-2025年红木家具行业前景调研和风险预警研究
第 一节 红木家具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红木家具行业需求增长投资机会分析
二、红木家具行业区域市场投资机会分析
第二节 红木家具行业内部风险分析
一、红木家具行业市场竞争风险分析
二、红木家具行业技术水平风险分析
2018-2025 nián zhōngguó hóngmù jiājù shìchǎng shēndù tiáo chá fēnxī
jí fāzhǎn qūshì yán jiù bàogào
三、红木家具行业企业经营风险分析
四、红木家具行业企业出口风险分析
五、红木家具行业自身发展周期风险分析
第三节 红木家具行业外部风险分析
一、红木家具行业国际宏观经济环境风险分析
二、红木家具行业国内宏观经济环境风险分析
三、红木家具行业国内外行业政策风险分析
四、红木家具行业替代品行业发展风险分析
第四节 济,研,咨,询:红木家具行业投资建议
图表目录
图表 2013-2018年国民生产总值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居民消费价格趋势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粮食产量价格趋势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趋势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趋势分析
图表 2013-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趋势分析
图表 木质家具制造行业竞争企业数量
图表 木质家具制造行业工业总产值分析
图表 木质家具制造行业从业人数调查分析
图表 木质家具制造行业资产负债率分析
图表 木质家具制造行业利息保障倍数分析
图表 木质家具制造行业总资产周转率分析
图表 木质家具制造行业净资产周转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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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木质家具制造行业存货周转率分析
图表 木质家具制造行业流动资产周转率分析
图表 木质家具制造行业总资产收益率分析
图表 木质家具制造行业净利润率分析
图表 木质家具制造行业净资产收益率分析
图表 木质家具制造行业毛利率分析
图表 木质家具制造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分析
图表 木质家具制造行业净利润分析
图表 木质家具制造行业总资产分析
图表 木质家具制造行业净资产分析
图表 卧室用红木家具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 卧室用红木家具进口量分析
图表 卧室用红木家具进口价格分析
图表 卧室用红木家具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 卧室用红木家具出口量分析
图表 卧室用红木家具出口价格分析
图表 其他红木家具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 其他红木家具进口量分析
图表 其他红木家具进口价格分析
图表 其他红木家具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 其他红木家具出口量分析
图表 其他红木家具出口价格分析
略……
订购《2018-2025年中国红木家具市场深度调查分析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报告编号
：2305905，
请拨打：400 612 8668、010-66181099、010-66182099
Email：kf@360baogao.com，传真：010-66183099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5/90/HongMuJiaJuWeiLaiFaZhanQuSh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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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
※ 中国红木家具市场现状调研与发展前景分析报告（2018-2025年）
※ 2018-2025年中国红木家具市场调查及发展前景分析报告
※ 2018-2025年全球及中国红木家具行业研究分析及发展趋势预测报告
※ 2017-2022年全球及中国红木家具行业现状调研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
※ 中国红木家具行业现状调研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2018-2025年）
※ 2018-2025年中国红木家具市场研究分析及未来前景预测报告
※ 2018年中国古典红木家具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
※ 中国红木家具行业分析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5年）
※ 中国红木家具行业现状调研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报告（2018-2025年）
※ 2018-2025年中国红木家具市场调查及前景分析报告
※ 2018-2025年中国遵义市房地产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 2018-2025年中国竹地板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前景趋势分析报告
※ 中国遵义市房地产市场调查研究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2025年）
※ 2018-2025年中国湛江房地产行业研究分析及发展趋势预测报告
※ 2018-2025年中国陶瓷锦砖行业发展研究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
※ 中国岳阳房地产行业发展现状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5年）
※ 2018-2025年中国楼宇智能化行业发展现状调研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
※ 中国木制品行业发展回顾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5年）
※ 2018-2025年中国温州房地产行业发展研究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
※ 中国红木家具行业现状调研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2018-2025年）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5/90/HongMuJiaJuWeiLaiFaZhanQuShi.html

-10-

红木家具市场调研分析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