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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09 年三层实木复合地板产品生产企业调查表 

                                      填表时间：2010 年    月   日 

一、基本信息 

企业全称  

生产地址  省（直辖市、自治区）         市         县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投产时间    年   月   日 商  标  

年设计 
生产能力 

                  万m
2 固定资产 

/万元 
 占地面积          m

2

许可证编号 XK     -      -         法定代表人  网   址  

联系人  职   务  手   机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电   话  传   真  

经济类型 国有  集体  私营（含个体）  有限  股份   外资  港澳台 其他 

企业人数 
共     人，其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人，中专或高中以上文凭     人；其中管理人员

人，技术人员     人，检验人员    人，生产人员     人，市场营销人员    人，其他    人。

二、生产设备与生产场所 

生产设备 
1.主要设备： 国产  进口     2.生产线条数：                条 

2.每条线相应产能和投产时间：                                                      

三、原材料情况 

胶粘剂 

1.种类：                                  ； 

2.来源： 自制    外购（ 国产  进口） 

3.消耗量：平均         kg/m
2
板材,           t/年 

面  板 

1.年面板总用量        m
3
，面板树种数量     个；其中用量列前三位树种、所占比例和来源

国分别为：                占    %，来源国           ；             占    %，来源

国           ；             占    %，来源国           ； 
2.面板常用厚度：                         mm；用量列前三位的厚度及占产量比例： 

厚      mm 占    %；厚      mm 占    %；厚      mm 占    %；  

3.面板加工方法： 锯切占     %， 刨切占     %， 旋切占     %， 

4.来源： 自制  外购  

芯  板 

1.年芯板总用量        m
3
，其中，           树种占     %，           树种占     %； 

  最常用的两种芯板条规格（长×宽×厚）：                   mm；                   mm；

2.来源： 自制  外购 

背  板 

1.年背板总用量        m
3
，其中，           树种占     %，           树种占     %； 

  最用的两种背板单板厚度：      mm；      mm； 

2.来源： 自制  外购 

四、2009 年产品信息（下列比例一般都按平方米计） 

当前 

产品信息 

1.产量列前三位的规格及所占比例（长×宽×厚）：                       mm，     %； 
                         mm，     %；                       mm，     %； 

2.面板树种数量        个，花色品种数量        个； 
3.表面处理：漆饰面占       %，油饰面占       %，不涂饰占       %， 
           常规处理占       %，平面仿古占       %，凹凸面占       %； 
4.产品等级：合格品占     %，一等品占     %，优等品占     %； 
5.甲醛释放量：≤0.5mg/L 的占       %，0.5-1.5mg/L 的占       %； 
6.产品类别：独幅占       %，双拼占       %，三拼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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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07-2009 年度产品与销售信息（下列比例一般都按平方米计） 

2007 年 

1.产品出厂价：≤200 元/ m2占      %，200~300 元/ m2占     %，300~400 元/ m2占     %，

400~500 元/ m2占     %，>500 元/ m2占      %； 

2.年销售量     万m2，年销售额      万元；年净利润率        %。 

3.销售情况： 

3.1 年内销额占总量的       %，年净利润率        %，年销量         万m2； 

3.2 年出口额占总量的       %，年净利润率        %，年出口量      万m2，按出口额排

序前三名的出口地区是                                                  。 

3.3 内销中，自有品牌销售额占          %，OEM 占          %； 

3.4 外销中，自有品牌销售额占          %，OEM 占          %。 

2008 年 

1.产品出厂价：≤200 元/ m2占      %，200~300 元/ m2占     %，300~400 元/ m2占     %，

400~500 元/ m2占     %，>500 元/ m2占      %； 

2.年销售量     万m2，年销售额      万元；年净利润率        %。 

3.销售情况： 

3.1 年内销额占总量的       %，年净利润率        %，年销量         万m2； 

3.2 年出口额占总量的       %，年净利润率        %，年出口量      万m2，按出口额排

序前三名的出口地区是                                                  。 

3.3 内销中，自有品牌销售额占          %，OEM 占          %； 

3.4 外销中，自有品牌销售额占          %，OEM 占          %。 

2009 年 

1.产品出厂价：≤200 元/ m2占      %，200~300 元/ m2占     %，300~400 元/ m2占     %，

400~500 元/ m2占     %，>500 元/ m2占      %； 

2.年销售量     万m2，年销售额      万元；年净利润率        %。 

3.销售情况： 

3.1 年内销额占总量的       %，年净利润率        %，年销量         万m2； 

3.2 年出口额占总量的       %，年净利润率        %，年出口量      万m2，按出口额排

序前三名的出口地区是                                                  。 

3.3 内销中，自有品牌销售额占          %，OEM 占          %； 

3.4 外销中，自有品牌销售额占          %，OEM 占          %。 

六、2009 年度销售信息（下列比例一般都按平方米计） 

内销情况 经销商数量 门店数量 销售量比例（占内销）/%
华东（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上海）    
华南（包括广东、广西、海南）    
华北（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东北（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    
西北（包括宁夏、新疆、青海、陕西、甘肃）    
西南（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    
华中（包括湖北、湖南、河南、江西）    

合   计    

外销情况 

1.企业外销渠道： 贸易公司  驻外办事处  自建网络   其他：         

2.自有品牌产品外销量占                 %，自有外销品牌名称为                    。 

3.外销额分布：欧洲占     %，北美占     %，中东占     %，日韩占     %，东南亚占     %，

其他地区及所占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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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情况 

第三方认证 
ISO9000 认证   ISO14001 认证   ISO18001 认证  森林认证    

CARB 认证      其他：                                         

研发情况 

1.研发部门： 无   有（研发人数    人，研发投入       万元/年，占年销售额       %）；

2.专利： 无  有（已取得发明专利     项，实用新型专利    项，外观设计专利     项）

3.新产品平均研发周期       天，每年推出新产品数       个，每年知识产权费收支：购买

金额             万元/年，出让金额           万元/年。 

生产消耗 
燃煤（平均       t/m

2
地板）         燃气（平均       m

3
/m

2
地板）  

电（平均            度/m
2
地板）  

生产线描述 

工艺流程： 

 

 

 

 

 

 

主要装备情况（包括主要设备名称、型号、生产厂商和数量）： 

 

 

 

 

 

 

 

 

 

政策相关 

当前，企业在当地生产和销售三层实木复合地板时，享受哪些政策？在生产和销售中，还存在

哪些困难，需要哪些政策扶助？ 

 

 

 

 

 

企业对行业

发展的建议 

 

 

 

 

 

 

企业负责人签字 

（加盖企业公章） 
 

注：1、企业如生产经营三层实木复合地板以外产品，则本表仅填写与三层实木复合地板直接相关的内容。 

2、本表无法容纳的内容可附页提供，或自制表格填写。 

3、请以附件形式提供企业与三层实木复合地板相关的简要介绍。 

4、请以附件形式提供贵司所知国内生产三层实木复合地板产品的企业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