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瞄准中国家具产业“第五极”
——— 写在湖南省第四届家具博览会暨首届林业博览会浏阳开幕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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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8日—12日，有史以来我省规模最大的一次家具业盛会———湖南省第四届家具博览
会暨首届林业博览会，在浏阳高新区（永安）浏阳国际家具城举行。

“力争打造一届具有国际视野、体现省会标杆、彰显浏阳特色的行业盛会。 ”浏阳市相关负
责人开门见山，信心满满：“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整合湖南家具产业和长沙林业产业资源，展
示美丽浏阳新成就，形成‘东有蠡口、南有顺德、西有成都、北有香河、中有浏阳’的中国家具产
业战略新格局。 ”

目前，浏阳正着力打造中国首个家具智能制造特色产业小镇，使其成为中国中部地区规模
最大、功能最齐全、市场影响力最大的现代家具和林业产业基地。

浏阳态势 承接产业转移，厚积薄发于“中部”

在国内四大家具专业批发市场久负
盛名的格局下，浏阳则把目标锁定在“中
部”，瞄准中国家具产业“第五极”发力。 这
不是心血来潮。

“我们积极抢抓产业转移机遇，依托
得天独厚的资源和区位优势，大力加强以
浏阳国际家具城等为基础的家具产业园
区建设，同时在浏阳高新区（永安）打造中
国首个家具智能制造特色小镇。 ”浏阳市
委副书记、市长、博览会组委会主任吴新
伟说，以产业带动市场，以市场推动产业，
以园区配套服务为基础，以龙头企业培育
为重点， 浏阳打造全产业链综合服务区，
引进培育了一大批知名企业和驰名品牌，
提升了整个家具产业和林业产业的综合
竞争力。

博览会举办地选择在位于湖南林业
（长沙） 家具产业园的浏阳国际家具城，
也绝非偶然。

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 浏阳市以
永安为中心，逐步形成了以软体家具生产
经营为代表的地方产业。

2006年以来，以永安镇周边的沙市、
淳口等乡镇为中心， 又逐渐形成了以实木
楼梯、 定制家装为主的进口木材加工产业
区。 目前， 浏阳市家具产业实现年总产值
12亿元， 创省著名商标 3个、 名牌产品 4
个、知名商标 2个。

“全国各地都能见到做家具生意的浏
阳人，特别是广东顺德、四川成都、江西南
康及长株潭等地尤为多，不少老板的身家
都在千万以上。 ”浏阳市家具行业商会负
责人介绍说，在长沙的井湾子、南湖、环球
家具市场，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经营户是浏
阳人。

“近年来，浏阳高度重视家具产业转
型升级， 通过制定政策搭建产业升级平
台，主抓园企融合建设，形成涵盖家具制
造、研发、培训、商贸和上游家具五金配
套在内的全产业链集群。 ” 浏阳市副市
长、组委会执行主任李爱民说。

浏阳国际家具城正是在这个背景下
应运而生的。 2014年，浏阳主动承接长沙
黎托家具产业转移，启动建筑总规划面积
近 3000亩、 总投资 30亿元的家具研发、
制造、交易、展示中心。

“浏阳国际家具城产业发展的定位
是，五年之内成为百亿产业，十年之内力
争通过政府的支持和行业的努力成为千
亿产业。 ”浏阳国际家具城总经理伍水中
说。

据介绍，目前，该项目一期总商铺面
积达 14万平方米，进驻商户 400 多家，去
年销售额超过 20亿元。

浏阳国际家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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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8日， 湖南省第四届家具博览会暨首
届林博会在浏阳国际家具城开幕。 自 2009年举
办首届湖南家具博览会后，湖南已走过了三届历
程。 本届家博会为什么选择在浏阳召开？ 湖南家
具产业及林业产业有何新发展新变化？ 在新时
代，如何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全省家
具产业转型升级， 促进林业大省迈向产业强省？
省林业厅厅长邓三龙就这些问题接受了采访。

问： 本届家具博览会为什么选择在浏阳召
开？

答：近年来，浏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家
具产业的发展，家具产业发展迅速。 选择在浏阳
召开本届家具博览会， 一是浏阳家具产业的基
础好。 浏阳以永安为中心， 在短时间内形成了
“家具综合生产之乡”，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家具
产业链。 目前，该市家具企业已达 400 多家，涌
现出了一批名牌产品。 二是浏阳园企融合的模
式新。 以园区配套服务为基础，以龙头企业培育
为重点，浏阳打造全产业链综合服务区，基本形
成了涵盖家具制造、研发、培训、商贸和上游家
具五金配套在内的全产业链集群， 提升了家具
产业的综合竞争力。 2016 年家具产业园投资金
额达 17 亿元。 三是浏阳产业发展的环境优 。
2013 年以来，浏阳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了《浏
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
若干意见》《浏阳市上市企业扶持奖励办法》等
一揽子政策配套措施， 全力优化园区的综合服
务配套。 在“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将家居装饰等
林产工业发展纳入工业发展重点扶持内容。 我
们坚信， 此次博览会对浏阳家具产业的健康有
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问：湖南的家具产业发展历史悠久，潜力巨
大，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湖南有哪些优势？

答：湖南是中国的林业大省，有着丰富的林
业资源。 2016 年底全省林业用地总面积 1.95 亿
亩，森林覆盖率达 59.64％，活立木蓄积量达 5.26
亿立方米，蓄竹总数 30.47 亿株，林业产业总产
值达 3736 亿元。

近年来，在国家林业局和省委、省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湖南深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大
力发展林产品精深加工， 家具行业和林业产业
发展势头良好。 曾有省领导说：湖南作为林业大
省，长期使用广东家具，我不甘心。 这个“不甘
心”，道出的不仅是领导的心声，也是林业人心
灵深处的呐喊。 从 2009 年起，我们利用省内资

源优势，以家具业带动林木精深加工，努力培育
一支熟悉家具材料、 生产工艺和标准的专业设
计、管理、营销人才队伍和家具制造技师队伍，
建设和培育一批规模适度、 科技含量较高的家
具龙头企业和产业园区，打造湖南家具品牌，推
动湖南家具产业跨越式发展。 目前，全省共有木
竹家具生产企业 1000 多家，年产值 270 多亿元，
培育了开福、荣星、伟特等一批知名企业和驰名
品牌，拥有万家丽家居广场、井湾子家具城、红
星美凯龙、欧亚达家居广场等大型家具卖场，以
及开福国际家具城、浏阳国际家具城、益阳顺德
城、新田华泰家俬等家具产业园。 其中，有 4 家
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64 家省级林业产业龙
头企业，4 家家具现代林业特色产业园；77 件家
具行业知名品牌，其中中国驰名商标 8 件、湖南
省著名商标 54 件、湖南名牌产品 15 件。

自 2010 年举办首届湖南家具博览会以来，
我省已连续举办了三届湖南家具博览会，今年是
第四届。 “品质家具、 低碳生活”“纯正的湖南家
具、地道的自主品牌”等口号已成为“家具湘军”
开拓省内、国内市场的进取宣言。 家具博览会已
成为进一步推进湖南家具产业发展、促进林业大
省向产业强省迈进的重要抓手，成为进一步促进
林业发展、林农增收、林区稳定的有力途径。

问：与前三届省家具博览会相比，今年家具
博览会的一个最大亮点是： 首届林博会同时亮
相。 请问， 举办首届林博会的初衷和主旨是什
么？

答： 湖南的优秀林产品品类众多， 琳琅满
目，其中不乏独具地方特色的优质产品。 举办首
届林博会的初衷， 就是将全省各地的特色林产
品作一次集中展示， 通过增加博览会的 “新元
素”，提高市民参与活动的新鲜感和参与感。 主
旨有三： 一是让广大消费者对我省的林产品有
更深入的了解；二是通过集体亮相，将“养在深
闺人未识” 的优质林产品搬到台上、 向社会推
介，提高林产品的知名度和社会认可度，增强林
业企业的信心； 三是为了检阅近年来林业特色
产业园的建设成绩。

包含家具行业在内，全省共有 507 家省级林
业产业龙头企业， 省级和国家级林产品品牌 333
件，其中中国名牌产品和中国驰名商标 39 件、湖
南名牌产品和湖南省著名商标 295 件。 在首届林
博会上，这些企业和品牌都会亮相，接受消费者
的检阅。

问：您说到 “林业特色产业园”，能详细介
绍一下基本情况吗？

答：好的。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油茶、南
竹、花卉苗木、森林旅游等绿色产业发展，探索
并实践了推动林业产业转型升级的系列措施。
2013 年 6 月，省委书记（时任省长）杜家毫提出
实施两个“百千万”工程。 2014 年 2 月，省政府相
继出台了《关于实施两个“百千万”工程加快现
代农业建设的意见》和《关于支持工商企业转型
投资林业建设的意见》。

近三年来，全省共建设现代林业特色产业园
99 个和现代林业综合产业园 21 个， 涵盖特色油
茶、南竹、花卉苗木、林产加工、木本中药材、经济
林、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利用、林下经济、森林旅游
（森林康养）等九大产业，覆盖 14 个市（州）72 个
县（市、区）。

全省各级财政累计投入建设资金 9.67 亿
元，带动社会投入资金 161.53 亿元，实现年产值
111.68 亿元，直接解决就业 9.27 万人，辐射带动
74.94 万人从事配套生产服务， 带动林农增收
70.92 亿元。 林业特色产业园已成为推动林业产
业转型升级、助推林农脱贫致富的新引擎。

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作为林业大省，
湖南将如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实现现代林业产业的跨越发展？

答 ： 到 2016 年底 ， 湖南森林覆盖率达
59.64%，森林蓄积量增加到 5.26 亿立方米，青山
绿景已成为湖南的一张靓丽名片。

在建设生态强省的同时，绿色富民产业快速
发展，2016 年底全省林业产业总产值达 3736 亿
元，同比增长 15.8%。 目前，全省油茶产业发展迅
猛，林下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特色经济林、森林旅
游、森林康养产业蓬勃兴旺。 今年年底，全省林业
产业总产值将突破 4000 亿元大关。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绿色产业的转型升级提
出了更高要求。 接下来，我们将充分发挥林业在
生态强省建设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紧紧围绕林
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和产业化发展方向， 加快实
施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林业提质增效，加快培育
新产品、新业态、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促进一
二三产业融合互动，努力提高林业产业竞争力。

“以前湖南家具大多来自广东等地，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及长江经济带、
两型社会建设、承接产业转移示范等国家
战略的实施，沿海家具产业向中西部和二
三线城市转移的趋势明显。 ”湖南省家具

行业协会秘书长刘发刚表示，下一轮家具
产业发展看好长沙、看好浏阳。

在承接东部沿海地区家具产业转
移的进程中，作为省会城市的长沙具备
什么样的优势？ 未来如何为做大做强
“家具湘军”贡献力量？ 一直是长沙林业
人在思考的课题。

“长沙周边的家具制造企业众多，辐射
力和影响力都非常大。 ” 长沙市林业局党
组书记、局长夏文斌说，发展家具产业，长
沙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接下来，将聚集六
大优势，将家具产业培育成富民产业。

首先是政策优势。长沙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 努力通过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来
吸引外地家具产业转移。二是区位优势。随
着长沙多功能现代化立体交通运输网络的
基本形成， 海陆空优势明显。 三是资源优
势。 长沙有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且外出
务工农民回流，有充足的劳动力基础。 四是
成本优势。 长沙的综合运营成本远低于沿

海发达地区， 生产要素成本具有明显的比
较优势。 五是产业优势。 长沙产业优势明
显， 发展空间巨大， 有利于吸引投资者眼
球。六是科技智力优势。长沙作为湖南省的
经济、教育中心，聚集了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等大量的大学、科研所、职业技术学院，培
养了一大批家具产业人才和专业技术人
员，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科技智力支持。

“要加强规划引导，进一步优化产业布
局，抓紧出台家具产业发展的政策意见。 在
重点培育浏阳国际家具城产业基地的同时，
鼓励发展家具智能制造特色小镇。 ”夏文斌
表示，将着力扶优扶强，加大对家具产业的
培育提升力度，比如大力培育国家级和省级
龙头企业，带动一批骨干企业；鼓励企业申
报国家、省级名牌或知（驰）名商标等。 同时
要加强质量管理和服务， 规范生产经营活
动，并构建公共服务平台，加快建立产品设
计研发中心、专业技工培训平台和家具产品
质量检验检测服务中心。

长沙作为 聚集六大优势，培育富民产业

博览会期间，一个“迷你”大围山将出现在林博馆室内馆。 资料图片

长沙森林资源丰富。 资料图片

浏阳国际家具城室内展区一角。

（本版图片除资料图片外均为彭红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