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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起南康 家居製造之都的匠心與跨越

魅力南康

南康實力 做精 「強鏈版圖
強鏈版圖」」

國家級工業設計中心

「南康是家居人的家、永遠溫馨
的港灣」 ！
2021 年 11 月，東風又起！江西省
第十五次黨代會上，省委書記易煉
紅在報告中提出 「打造具有全球影
響力的家居製造之都」 ，發出了現
代家居產業擁抱全球、走向世界的
時代最強音，賦予了南康新的光榮
與使命，也點燃了南康 50 萬家具人
追逐夢想的光芒與激情。
江西省委副書記、贛州市委書記
吳忠瓊強調，要推動現代家居產業
向智能化、品牌化、多元化和個性
化定製轉型，促進家具、家電、家
裝融合發展，打造世界級家居製造
之都和家居集散地。
中國家具史是一部傳承歷史文
化、守正出新的歷史。在南康，從
上世紀 90 年代初，家具產業 「無中
生有」 ，到如今超前規劃、 「家具+
家電+家裝」 融合發展的家居之都
「三核時代」 ，從參與跟跑到趕超
領跑，南康人不斷抬高發展坐標，
創造了一個家居城市 IP 的品牌傳
奇。
國務院批覆同意贛州綜合保稅區
調整至贛州國際陸港；贛深高鐵開
通運行，贛州正式融入大灣區兩小
時經濟圈；江西省贛璞設計有限公
司被認定為第五批國家級工業設計
中心……風起南康，一個個新價值
勃發的關鍵節點接踵而至。長風起
時踏浪行，南康區委書記何善錦提
出， 「十四五」 期間，南康要成為
江西構建全國新發展格局重要戰略
支點的核心支撐，南康將推動數字
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全面提
升南康家具的生產效率、產品品質
和品牌價值，加速向 5000 億產業集
群邁進。
不做流星做恆星，立下一個目
標，需要深思熟慮，實現這個目
標，更需要執着堅定、一以貫之。
從邁進家具之門起，就是選擇了一
種匠心執着，跨越趕超的 「家居製
造之都」 南康，像一位走路帶風的
青年，激活產業新格局，御風而行
向未來。
林穎萍 黃穎

「點燃新激情，再造新版圖」，儼然成為南康家
居產業發展的寫照。作為南康經濟發展和城市繁榮
的壓艙石和定盤星，南康家居產業實現高質量轉型
升級，走出了一條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價值
鏈融合發展新路。 「南康家具」成為全國首個以地
名命名的縣級工業集體商標，目前品牌價值突破 100
億元。在全國家具行業中，南康家具實現從參與跟
跑、到提速並跑、再到趕超領跑的跨越，成為中國
實木之都。
目前，南康家居朝着 「全球有影響力」的產業邁
進。產業規模裂變式增長。從 2016 年產值達 1000 億
元，到 2020 年突破 2000 億元，年均增長 15%，市場
主體 10 萬個，從業人員 50 多萬人。產業生態實現全
產業鏈提升。堅持創新驅動發展，突出功能性平台
建設，引進設計創新、高端人才、智能智造、跨境
電商、金融會展等高端要素，構建了全國家具行業
要素最齊全的全產業鏈條。
對於南康家具的未來發展，南康將深入實施產業
基礎再造工程，充分利用 5G、區塊鏈等現代技術，
整合各類資源要素，切實提高生產效率，着力提高
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和競爭力，推動 「南康家
具」向 「南康家居」， 「南康製造」向 「南康智
造」跨越發展。

南康要以更高的視野、更高的起點、更高的標準
推動產業由中低端向中高端邁進，引領家具產業高
質量發展。起飛點就是加快提升南康家居小鎮，徹
底改變南康作為內陸城市缺乏研發、設計、品牌、
銷售等高端要素、高端人才的狀況，成為聚集全產
業鏈高端要素的重要平台。
南康家居小鎮，是南康區黨委政府為推動千億家具
產業集群由 「製造」向 「智造」 「家具」向 「家居」
「木材買全球」向 「家具賣全球」轉型升級，進而打
造世界家居集散地和現代家居城的力作。南康家居小
鎮本身就是設計傑作，其標誌性建築孵化器工程獲
得2020-2021年度中國建設工程魯班獎這一中國建
築行業工程質量的最高榮譽。目前，南康家居
小鎮已引進 100 多家一流設計機構和 2000
多名設計師，年設計原創產品近萬
件，設計成果轉換產生銷售額超
300億元。
2020 年，南康家具產業智
聯網平台列入國家科技重大
專項。日前，南康區正式獲
批國家級工業設計中心，已
經有 3 家國家級工業設計中
心落地南康。格力電器、大

自然、美克項目即將竣工投產，家具、家電、家裝
一體化融合發展趨勢正在加速形成。國內第三大動
漫企業、泉州的功夫動漫已經落戶南康，正在打造
國內首個家居產業的超級 IP——小魯班。以科技賦
能加快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升級，打造家居產業智
聯網、國際木材集散中心、創新設計中心、共享智
能備料中心、共享噴塗中心、銷售物流中心等 「一
網五中心」，建成智能化車間 139 個，如今南康家居
成為江西省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的典範。

南康家居小鎮孵化器工程獲中國建設魯班獎

南康格局 做強 「買賣版圖」
「推動南康家具的銷售，由單一實體門店營銷向線
上線下雙向引流的新零售方向轉變。」
「為實現 5000 億元產業集群目標，加快打造具有
全球影響力的家居製造之都，南康區正在做大銷售版
圖上，下足氣力，久久為功。」
20 多年快速發展歷程中，南康家居做大做強 「銷
售版圖」，離不開每一屆主政領導的決策部署，也是
每個家具人拚搏的碩果。
南康區實施招大引強、靠大聯強、扶優扶強 「三
強」戰略；推動南康家具由產品向資本和品牌經營轉
變；推動南康家具聚集區向專業園區轉變，家居市場

向專業市場轉型；推進南康家居 「百城千店」計劃，
將在全國 100 座城市推出 1000 家南康家居連鎖品牌專
賣店，目前在北京、南京等一二線城市簽約落地 35
家品牌店。
同時，南康區建成跨境電商產業園，與京東、阿
里、抖音、快手、小紅書等電商平台合作，推廣 「線
下體驗+線上銷售」以及網紅直播帶貨等新模式，南
康家居電商進入全國電商產業帶前十強。以 「上半年
家博會、下半年訂貨會」促進 「展會經濟」發展，
2021 年首屆南康家居秋季訂貨會交易額超 70 億元、
簽約項目總投資超 60 億元。
「買全球、賣全球」，這是南
康家居產業發展大格局。南康家
居產業從研發設計、招大引強、
智能製造、流通銷售等多端發
力，不斷提升南康家居產業標準
化、數字化、智能化水平，形成
了全國產業鏈條最完整、產業分
工最細致的產業集群，涵蓋木材
進口、木材烘乾、木工機械、五
金配件、油漆化工、產品包裝、
物流配送、產品銷售等多個環
節。從木材進口到市場開發、產
品出口 「一條龍」，真正實現了
「買全球、賣全球」。
南康區實現 「木材買全球、家
南康家具智能製造車間 楊曉明攝

具賣全球」，這得益於贛州國際陸港。依託贛州國際
陸港，南康家居產業實現從 50 多個國家和地區進口
木材，並將南康家居銷往全球 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
木材進口由原來的 「多道販運」，變成在家門口直接
通關，減少了環節、降低了運費和成本，南康家居產
業的市場競爭力得到明顯提高。
南康區還實施龍頭企業三年行動計劃，支持本土家
具企業併購重組、抱團發展、股改上市，2020 年匯
森家居作為江西省第一家本土家具企業在港股鳴鑼上
市。同時，積極擁抱大灣區和沿海發達地區，美克家
居、城市之窗等頭部企業，紅星美凱龍、居然之家、
月星集團等三大渠道巨頭，以及一大批優質高端研發
設計、智能製造家具企業紛紛落戶。
南康區推動家居產業向數字化、智能化、共享化升
級，打造南康家居產業智聯網，實現流水化作業，使
企業資金佔用減少 50%，木材流轉速度加快 15%。建
立中國家具智能製造創新中心、實木家具智能工廠示
範車間，深入實施 「互聯網+物聯網+機器人+部件」
標準庫，為 1000 家規上企業打造可複製、可推廣的
樣板，有效實現木材分揀分選、工件自動加工識別、
產業資源智能調度、家具智能線上挑選。
同時，南康區通過家具、家電、家裝 「三業」聯
動，以系統集成的理念，推動泛家居產業發展，實現
億元以上企業增長到近 100 家。越來越多家居巨頭、
頭部企業投資南康，為南康家居產業發展注入了新活
力。

南康氣質 做優 「安商版圖」
融入大灣區，打造承載平台是切入點。南康區搶
抓政策疊加機遇，加快構建承載大灣區產業轉移
的功能平台。以贛州國際陸港與深圳鹽田港港務
合作為切入點，加強與深圳市政府、鹽田港集
團、大灣區社會資本等對接合作，於 2020 年 10 月
25 日開工建設深贛 「港產城」特別合作區，開創
了 「特區+老區」共贏發展的全國範例。同時贛深
組合港開通運營，在全國首創 「跨省、跨關區、
跨陸海港」的通關新模式，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
「三同」。
另一方面，強化服務保障，構建 「老區」比肩
「灣區」的營商環境。該區創新打造外貿服務中
心，將 「分單位開設窗口」的大廳建設模式，創新

贛州國際陸港

為 「按照涉企業務條塊劃分」來優化窗口設置，共
設立港務服務、外貿服務等 6 大服務專區，為外商、
外資、外貿企業提供與大灣區同等公開透明、便捷
高效的服務。實行容缺受理、 「承諾制＋代辦制」
「預約辦、掌上辦、快遞辦」等服務舉措，大幅壓
縮審批服務時限。
南康區推動家居產業垂直分工，大力發展軟體、
板式、金屬、石材等多品類家具，拓展辦公、酒
店、康養、智能家具等細分領域，促進泛家居領域
融合發展。目前，已引進世界 500 強企業格力電器、
全球頂尖家居企業大自然家居，開啟了南康 「家具+
家電+家裝」融合發展的 「三核時代」。龍華軟體家
居產業園，吸引 20 多家高端軟體家居企業入駐，贛

南康家具高鐵專列

粵產業合作區、國際家居總部經濟區\建設加速推
進，打造更多細分領域高標準專業示範園區。
此前格力電器落戶南康，南康專門成立了格力項
目建設指揮部。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曾在項目簽
約儀式上表示，南康的誠意讓人感動，讓人無法拒
絕。無獨有偶，2021 年 12 月 17 日，在深圳召開的江
西省對接粵港澳大灣區投資合作推介會上，大自然
家居董事長佘學彬做客商代表發言，點讚南康營商
環境。他表示，十分感謝南康區委、區政府 「無事
不擾、有求必應」和 「保姆式」的優質服務保障。
風起，潮鳴，南康家居製造之都，新的故事剛剛
開始，未來還有無限可能！肩負使命，南康將在走
向世界、走向全球之路上，鑄就新的高峰。

格力電器生產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