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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另有所指外，本節所載資料（包括若干事實、統計數字及數據）摘錄自受我們

委託的灼識諮詢所編製之市場研究報告以及不同政府官方刊物及其他公開可得資料。

我們相信該等來源對有關資料而言屬合適，且我們在摘錄及轉載該等資料時已合理

審慎行事。我們並無理由相信該等資料在任何重大方面屬虛假或具誤導成份，或遺

漏任何事實致使該等資料在任何重大方面屬虛假或具誤導成份。該等資料來自政府

官方刊物，並未經本公司、獨家保薦人、聯席全球協調人、聯席賬簿管理人、聯席牽

頭經辦人、包銷商、我們或彼等各自之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代表或參與全球

發售的任何其他人士（灼識諮詢除外）獨立核實，且並無就其準確性作出任何聲明。

資料來源

我們委託灼識諮詢對(i)中國、英國、德國及澳洲的洗衣用品市場；及(ii)中國及美

國的家居清潔用具市場進行分析及報告。灼識諮詢為一家在香港成立的市場研究及

諮詢公司並為獨立第三方，從事提供多個行業的專業行業諮詢服務。灼識諮詢報告由

灼識諮詢獨立編製，不受我們的影響。就編製灼識諮詢報告而應付灼識諮詢的費用為

650,000港元，我們認為該費用反映該報告的市價。

灼識諮詢是一家獨立的專業市場研究公司，具有可靠的業內經驗。灼識諮詢所收

集的資料及數據已使用灼識諮詢的內部分析模型及技術進行分析、評估及驗證。主要

研究是通過與重要業內專家及領先行業參與者開展訪談而進行。次要研究涉及對從若

干公開可得資料來源（例如中國國家統計局及行業協會）獲得的市場數據進行分析。灼

識諮詢使用的方法乃基於從多層次收集的資料，並為可靠準確而允許該等資料被交叉

參考。因此，我們認為摘錄自灼識諮詢報告的資料及統計數據可靠。

灼識諮詢報告載有各種市場預測，並根據以下關鍵假設編製：(i)中國經濟發展於預

測期間很可能繼續保持穩定增長趨勢；(ii)相關行業主要推動因素很可能推動晾衣架市

場及家居清潔用具製造市場發展；(iii)相關行業主要推動因素於預測期間內很可能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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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德國及澳洲的洗衣用品市場及美國的家居清潔用具市場發展；及(iv)並無顯著或

從根本上影響市場的極端不可抗力或行業監管。灼識諮詢報告是否可靠可能受上述假

設及因素之準確性所影響。

我們主要從事設計、開發、製造及銷售各類(i)洗衣用品；(ii)家居清潔用具； 及(iii)

廚房用具，我們的生產廠房位於中國。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大部分收益主要來自

向英國、德國及澳洲銷售洗衣用品。截至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我們向該等主要國家銷

售洗衣用品的銷售額分別佔我們洗衣用品總收益約85.1%、86.2%、79.2%及75.6%。同

時，我們的很大一部分收益亦來自向美國銷售家居清潔產品。截至二零一八年、二零

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

我們向美國銷售家居清潔產品產生的收益分別佔我們家居清潔用具總收益約84.3%、

85.2%、84.8%及71.5%。因此，為了解我們的產品主要出口的該等主要國家的產業，灼

識諮詢報告主要關注中國、美國、英國、德國及澳洲市場，即我們業務所涉及的主要

國家。經我們的董事合理審慎行事後確認，自灼識諮詢報告所載相關資料日期以來，

市場資料並無出現令其可能會對本節中的資料產生限制、相互抵觸或造成影響的重大

不利變動。除另有說明外，本節所有數據及預測均來自灼識諮詢報告。

洗衣用品市場

洗衣用品是設計用於洗滌及乾燥衣服的工具，主要包括晾衣架、衣架、燙衣板、洗

衣籃及其他洗衣相關項目（如洗衣袋）。

晾衣架一般可分為以下類別：

分類 主要產品類型 描述 一般用途    

落地式晾衣架 旋轉晾衣架 ‧ 每一面都具有幾條線並有一個接地插座，

可方便、快速及穩固地進行安裝。

戶外

折疊晾衣架 ‧ 對於沒有陽台的家庭非常實用 室內或戶外

‧ 可以移動及便於收納

立式晾衣架 ‧ 不可折疊 室內或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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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主要產品類型 描述 一般用途    

壁掛式晾衣架 便攜式晾衣架 ‧ 可於窗台、欄杆及門戶懸掛 室內或戶外

伸縮式晾衣架 ‧ 閒置時佔用空間極小 室內或戶外

傳統式晾衣架 ‧ 配有滑輪組 陽台

收放式晾衣繩 ‧ 具有自動收放設計，可於使用後將晾衣繩

自動收回

室內或戶外

其他 接地插座螺絲 ‧ 用於將旋轉式晾衣架安裝在地面 戶外

晾衣繩 ‧ 綁在柱子或牆上 室內或戶外

英國（「英國」）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基會」）的資料，英國經濟過去數年增長緩慢，其名義

GDP由二零一五年的約1.92萬億英鎊輕微增加至二零二零年的約2.06萬億英鎊。英國的

名義GDP預期將持續長期增長並將於二零二五年達至約2.57萬億英鎊。儘管英國脫歐造

成不確定因素，然而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英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二零一五

年的約25,823英鎊小幅增加至二零二零年的約25,905英鎊，複合年增長率為約0.1%。該

數字預期於二零二五年將達至約27,342英鎊，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五年的複合年增長率

為約1.0%。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英國家庭總數由二零一五年約27.0百萬戶增加

至二零二零年約27.8百萬戶，複合年增長率為約0.6%。該數字預期將於二零二五年增加

至約28.7百萬戶，相當於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五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約0.5%。

英國的洗衣用品市場

戶外洗衣用品於英國廣受歡迎，原因為大多數家庭住房帶有大庭院。由於英國的

多雨氣候，洗衣用品通常設有防水性能，而晾衣架罩用於防止晾衣架被雨水淋濕。英

國的洗衣用品市場的零售額由二零一五年約153.4百萬英鎊增加至二零二零年約164.7百

萬英鎊，預期於二零二五年將達至約187.6百萬英鎊，相當於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五年

的複合年增長率約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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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晾衣架市場

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及灼識諮詢的資料，於二零二零年，英國晾衣架市場佔全球

晾衣架市場（按銷售額計）的份額約為2%。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及灼識諮詢的資料，英

國晾衣架市場規模（按零售額計）由二零一五年的約85.9百萬英鎊增長至二零二零年的約

91.4百萬英鎊，複合年增長率為約1.2%。於二零一六年，英國的晾衣架零售額下降，此

乃主要由於英國在二零一六年六月舉行公投決定脫離歐盟，此後部分消費者因感到不

確定性而於開支上趨於保守。於二零二零年，由於COVID-19的爆發導致貿易活動中斷，

英國晾衣架的零售額有所下降。然而，基於二零二一年封鎖措施將有所緩解，預計晾

衣架的市場規模將從二零二一年下半年開始恢復。晾衣架的零售額預計二零二五年將

增長並達到約103.2百萬英鎊，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五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約2.6%，同

時人均GDP及可支配收入預計將溫和增長。

英國晾衣架市場規模 (按零售額計)，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二五年 (預測) 

百萬英鎊

英國晾衣架進口值，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二五年 (預測)

百萬英鎊

 (二零一五年至
二零二零年)

1.8%

(二零二一年(預測)至
二零二五年(預測))

2.8%

(二零一五年至
二零二零年)

1.2%

(二零二一年(預測)至
二零二五年(預測))

2.6%

複合年增長率 複合年增長率 
85.9 84.2 86.7 90.0 91.8 91.4 93.3 96.5 99.0 101.1 103.2

19.6 19.4 20.1
21.0 21.4 21.4 21.9

22.7
23.5 24.0 24.5

二零二五年
（預測）

二零二四年
（預測）

二零二三年
（預測）

二零二二年
（預測）

二零二一年
（預測）

二零二零年二零一九年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二五年
（預測）

二零二四年
（預測）

二零二三年
（預測）

二零二二年
（預測）

二零二一年
（預測）

二零二零年二零一九年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五年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報告、英國國家統計局

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及灼識諮詢的資料，英國晾衣架進口值估計由二零一五年的

約19.6百萬英鎊增加至二零二零年的約21.4百萬英鎊，複合年增長率為約1.8%。於二零

一六年，由於全球經濟持續疲軟，全球商品貿易值由二零一五年下降約3.3%。連同於

二零一六年的晾衣架零售額有所下降，進口值由二零一五年的約19.6百萬英鎊下降至二

零一六年的約19.4百萬英鎊。於二零二零年，於零售額方面，由於COVID-19爆發導致市

場規模的縮小，晾衣架的進口值有所下降。晾衣架的進口值預計於二零二五年將達約

24.5百萬英鎊，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五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約2.8%。英國對晾衣架的需

求主要透過進口滿足，而二零二零年中國佔英國晾衣架進口值約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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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及趨勢

房屋數量比公寓數量多：根據歐盟統計局（歐盟的統計局）及灼識諮詢的資料，僅

有約14%的英國人住在公寓，此乃歐洲國家中的最低水平之一，而大多數家庭住房帶有

大庭院。因此，戶外旋轉式晾衣架的比例相對較高，於二零二零年約佔53.8%。隨著英

國家庭住房數量不斷增加，預期戶外旋轉式晾衣架的市場需求將繼續增加。

驅動因素

家庭收入增長：儘管過去數年主要因英國脫歐帶來的政治不確定性導致英國經濟

增長放緩，但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家庭收入中位數仍由二零一五年的約48,900

英鎊增長至二零二零年的約49,700英鎊，家庭開支中位數由二零一五年的約38,300英鎊

增長至二零二零年的約44,000英鎊，預期增加至二零二五年的約49,800英鎊。隨著家庭

收入的增加，家庭的購買力亦會提高，而彼等對生活水平的期望亦會提高。客戶更願

意花更多的錢在高品質的家居必需品上，包括多功能及設計更具吸引力的晾衣架，這

將推動英國對高品質及有品牌的晾衣架的需求。

節能意識不斷提高：由於滾筒乾衣機為耗費較高的家用電器之一，由滾筒乾燥轉

向空氣乾燥將可有效減低電力消耗，並因此降低電費。此外，英國開展了大型節能週

如（the Big Energy Saving Week）的全國性運動來提倡節能。隨著公眾節能意識的提高，降

低能源消耗的意圖將鼓勵大家從滾筒式乾衣向風乾轉變，反過來推動英國對晾衣架的

需求。

電商的發展：近年來，英國人越來越頻繁地在網上購物。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的

資料，英國電商零售額由二零一五年的約523億英鎊增加至二零二零年的約993億英鎊，

複合年增長率約為13.7%。英國的一些網店為包括晾衣架的若干家居必需品提供一日送

達服務，提高了購物的便利性，從而推動了英國家居必需品的銷售市場。

德國

根據國基會的資料，德國經濟過去數年穩步增長，其名義GDP由二零一五年的約3.03

萬億歐元增加至二零二零年的約3.31萬億歐元。德國的名義GDP預期將持續長期增長並

將於二零二五年達至約4.03萬億歐元。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的資料，德國的人均可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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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由二零一五年的約21,487歐元增加至二零二零年的約23,803歐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約2.1%。該數字預期於二零二五年將達至約26,101歐元，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五年的複
合年增長率為約1.7%。德國家庭總數由二零一五年約40.8百萬戶增加至二零二零年約
41.7百萬戶，複合年增長率為約0.4%。該數字預期將於二零二五年增加至約42.2百萬戶，
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五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約0.2%。

德國的洗衣用品市場

德國的洗衣用品以高端客戶為目標，原因為德國人民更願意溢價購買質量及規格
更佳的產品。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及灼識諮詢的資料，德國的洗衣用品市場的零售額
由二零一五年約307.1百萬歐元增加至二零二零年約323.2百萬歐元，預期於二零二五年
將達至約356.5百萬歐元，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五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約為2.0%。

德國晾衣架市場

數十年來，德國的平均家庭規模一直下降。根據國基會及灼識諮詢的資料，於二零
二零年，平均家庭人數約為每戶約2.0人。較小家庭規模導致相對總人口而言有較大家
庭數量。二零二零年的家庭數量為約41.7百萬戶。

於二零二零年，德國晾衣架市場佔全球晾衣架市場（按銷售額計）的份額約為4%。
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及灼識諮詢的資料，德國晾衣架市場規模由二零一五年的約178.1

百萬歐元增長至二零二零年的約184.2百萬歐元，複合年增長率為約0.7%。於二零一六年，
德國家庭數量增長放緩，年增長率由二零一五年的約1.4%減少至二零一六年的約0.5%。
因此，德國晾衣架零售額有所下降。於二零二零年，由於COVID-19疫情導致業務中斷，
德國晾衣架的零售額輕微下跌。隨著家庭數量預期增加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預期增長，
晾衣架市場規模估計將由二零二一年的約187.1百萬歐元增加至二零二五年的約201.4百
萬歐元，複合年增長率為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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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晾衣架市場規模 (按零售額計)，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二五年 (預測) 

百萬歐元

德國晾衣架進口值，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二五年 (預測)

百萬歐元

（二零一五年至
二零二零年）

0.7%

（二零二一年（預測）至
二零二五年（預測））

1.9%

（二零一五年至
二零二零年）

1.6%

（二零二一年（預測）至
二零二五年（預測））

2.8%

複合年增長率 複合年增長率 
178.1 175.4 180.6 183.1 186.0 184.2 187.1 191.5 195.2 198.3 201.4

36.0 35.9
37.4 38.3 39.1 38.9 39.8 41.0 42.4 43.4 44.4

二零二五年
（預測）

二零二四年
（預測）

二零二三年
（預測）

二零二二年
（預測）

二零二一年
（預測）

二零二零年二零一九年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二五年
（預測）

二零二四年
（預測）

二零二三年
（預測）

二零二二年
（預測）

二零二一年
（預測）

二零二零年二零一九年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五年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報告、德國聯邦統計局

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及灼識諮詢的資料，德國晾衣架進口值估計由二零一五年的

約36.0百萬歐元增加至二零二零年的約38.9百萬歐元，複合年增長率為約1.6%。於二零

一六年，由於全球經濟持續疲軟，全球商品貿易值有所下降。連同德國晾衣架零售額

有所下降，進口值由二零一五年的約36.0百萬歐元下降至二零一六年的約35.9百萬歐元。

於二零二零年，由於COVID-19疫情導致零售額減少，晾衣架的進口值暫時下降。晾衣

架的進口值預計於二零二五年將達約44.4百萬歐元，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五年的複合年

增長率為約2.8%。二零二零年中國佔德國晾衣架進口值約59%。

特徵及趨勢

公寓數量比房屋數量多：根據歐盟統計局及灼識諮詢的資料，不同於大多數歐洲

國家，約57%的德國家庭住在公寓而不是房屋。因此，二零二零年戶外旋轉式晾衣架的

比例僅佔晾衣架市場總額的約23.3%。相比之下，德國人更喜歡室內可折疊、便攜式及

可伸縮晾衣架。隨著德國家庭數量不斷增加，預期室內晾衣架的市場需求將繼續增加。

驅動因素

不斷增加的移民人口：作為歐盟最發達的國家之一，德國吸引了許多來自其他國

家的移民。與當地居民相比，來自欠發達地區的大多數移民及難民的生活水平相對較

低。由於滾筒乾衣機價格昂貴且耗電，因此空氣乾燥較使用滾筒乾衣機更受歡迎。因此，

發達國家不斷增加的移民人口將擴大潛在的客戶群及成為晾衣架等家居必需品的巨大

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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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商的發展：多年來，德國網購（尤其是家居必需品）持續穩步增長。根據德國聯

邦統計局的資料，德國電商零售額由二零一五年的約399億歐元增加至二零二零年的約

728億歐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12.8%。隨著電商的發展，消費者可購買豐富的家居必需

品，享受日益快捷的送貨服務，提高了購物的便利性，推動了德國家居必需品銷售市

場的發展。由於電商為本集團在德國的主要客戶的主要銷售渠道之一，故電商的發展

有利於彼等將產品銷售予客戶。

澳洲

自一九九二年起，澳洲經濟持續增長，乃主要由商業投資、出口及政府支出不斷增

加推動。根據澳洲統計局的資料，澳洲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二零一五年約66,890澳元增加

至二零二零年約75,569澳元，複合年增長率為約2.5%。預計於二零二五年將達約86,370

澳元。根據澳洲統計局的資料，澳洲的家庭總數已由二零一五年的約9.1百萬戶增加至

二零二零年的約9.9百萬戶，複合年增長率約為1.7%。預計將在二零二五年增加至約10.7

百萬戶，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五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約1.5%。

澳洲的洗衣用品市場

由於四面環海，經常放置於室外的洗衣用品由於受到腐蝕而迅速鏽蝕，故其生命

週期相對較短。因此，澳洲的大品牌致力於改善其洗衣用品之抗腐蝕性能。澳洲的洗

衣用品市場之零售額由二零一五年約144.4百萬澳元增加至二零二零年約166.4百萬澳元，

預期於二零二五年將達至約205.5百萬澳元，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五年的複合年增長率

約為4.3%。

澳洲晾衣架市場

根據澳洲統計局及灼識諮詢的資料，於二零二零年，澳洲晾衣架市場佔全球晾衣

架市場（按銷售額計）的份額超過1%。根據澳洲統計局的資料，在零售方面，澳洲晾衣

架的市場規模由二零一五年的約82.3百萬澳元增長至二零二零年的約94.0百萬澳元，複

合年增長率約為2.7%。過去幾年，大量海外移民湧入澳洲，促使人口以每年1.6%以上的

速度快速增加。移民人口流入推動家庭數量增長，進而刺激澳洲的晾衣架市場發展。

澳洲晾衣架的市場規模預期將於二零二五年達至約115.1百萬澳元，二零二一年至二零

二五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約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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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晾衣架的市場規模（按零售額計），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二五年（預測）

百萬澳元

澳洲晾衣架的進口值，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二五年（預測）

百萬澳元

（二零一五年至
二零二零年）

3.5%

（二零二一年（預測）至
二零二五年（預測））

5.0%

（二零一五年至
二零二零年）

2.7%

（二零二一年（預測）至
二零二五年（預測））

4.5%

複合年增長率 複合年增長率 

82.3 85.2 87.9 91.3 94.0 94.0 96.7
101.5 106.5 110.7

115.1

20.0 20.9
21.8

22.9
23.5 23.8 24.6

25.9
27.4

28.6
29.9

二零二五年
（預測）

二零二四年
（預測）

二零二三年
（預測）

二零二二年
（預測）

二零二一年
（預測）

二零二零年二零一九年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二五年
（預測）

二零二四年
（預測）

二零二三年
（預測）

二零二二年
（預測）

二零二一年
（預測）

二零二零年二零一九年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五年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報告、澳洲統計局

根據澳洲統計局及灼識諮詢的資料，澳洲晾衣架的進口值估計由二零一五年的約

20.0百萬澳元增加至二零二零年的約23.8百萬澳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3.5%。預計於二

零二五年將達約29.9百萬澳元，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五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約為5.0%。中

國於澳洲的晾衣架進口中佔據相當高的比例，二零二零年按進口值計算約為79%。

特徵及趨勢

戶外旋轉式晾衣架的有利條件：根據國基會的資料，儘管澳洲的國土面積全球第六，

但二零二零年人口僅約25.7百萬。由於這裡地廣人稀，約85%的家庭住房為獨立式房屋

或帶有大庭院的半獨立式房屋，這為人們使用戶外旋轉式晾衣架取代滾筒乾衣機創造

了有利條件。於二零二零年，澳洲戶外旋轉式晾衣架的比例達到約53.0%。隨著不斷增

加的海外移民帶來的澳洲人口快速增長，預期戶外晾衣架的需求將繼續增加。

驅動因素

家庭數量的增加：在過去數十年中，澳洲家庭人數一直在穩步下降，兩人家庭已

成為最普遍的家庭。由於每個家庭通常需要晾衣架等家居必需品，家居清潔用具的需

求直接與家庭的數量相關。澳洲家庭數量的增長趨勢將擴大潛在的客戶群及繼續刺激

晾衣架需求。

住宅單位的增加：根據澳洲統計局的資料，於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二零年間，澳洲

的新竣工住宅單位總數達到約1,228,100套，較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四年增加約31.0%。

於過往三個年度，新建住宅數量維持於每年200,000套左右。消費者現今更願意購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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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新的家居必需品（如晾衣架），而不是把舊的家居必需品從原來的房子裡搬出來，原

因為該等產品的價值通常較其他的傢俬及裝置更低。住宅單位的增加帶動了家居必需

品（包括晾衣架）的需求。

電商的發展：根據澳洲統計局的資料，澳洲電商零售額由二零一五年的約92億澳

元增加至二零二零年的約327億澳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28.9%。隨著針對移動設備優化

的響應式網頁不斷增強，消費者可方便地購買各種各樣的產品，此推動了澳洲家居必

需品銷售市場的發展。

中國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過去幾年中國經濟大幅增長，

名義GDP由二零一五年的約人民幣69.2萬億元增加至二零二零年的約人民幣103.5萬億元，

複合年增長率約為8.4%。中國的名義GDP有望實現長期增長，並於二零二五年達至約人

民幣153.0萬億元，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五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約為7.8%。二零一五年至

二零二零年，晾衣架的全球產量由約118.5百萬件增加至約152.4百萬件，複合年增長率

為5.2%。根據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及灼識諮詢的資料，二零二零年，在晾衣架全

球產量中，中國佔約48.0%的市場份額。美國為中國二零二零年晾衣架最大的出口目的

地，約佔中國二零二零年晾衣架出口總值的20.0%。德國及英國分別以約7.3%及5.2%的

份額位居第二及第三。

二零二零年中國晾衣架出口目的地前五
（按出口值計）

20.0%

7.3%

5.2%
4.4% 4.0%

澳洲日本英國德國美國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報告、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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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洗衣用品市場

與大多數西方國家相比，由於公寓空間的限制，中國的洗衣用品市場主要以較小

尺寸的產品為主。人們通常於室內或陽台上洗衣服（包括洗滌及晾乾衣物）。因此，折

叠式衣架於中国相對較受歡迎。儘管如此，晾衣架仍為最受歡迎的產品類別，佔零售

總額的一半以上。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中國的洗衣用品市場之零售額由二零

一五年約人民幣13,784.7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二零年約人民幣21,326.3百萬元，預期於二零

二五年將達至約人民幣32,877.6百萬元，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五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約為

9.0%。

中國晾衣架市場

晾衣架是常用的家居必需品，主要於中國生產。根據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及
灼識諮詢的資料，中國晾衣架的出口值由二零一五年的約343.2百萬美元增長至二零二
零年的約377.3百萬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1.9%。

中國製造晾衣架的出口值，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二五年（預測）

百萬美元

（二零一五年至
二零二零年）

1.9%

（二零二一年（預測）至
二零二五年（預測））

3.4%

複合年增長率

中國晾衣架市場規模（按零售額計），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二五年（預測）

人民幣百萬元

（二零一五年至
二零二零年）

8.8%

（二零二一年（預測）至
二零二五年（預測））

9.2%

複合年增長率
343.2 327.5 341.8

367.4
380.0 377.3 384.5

403.0 415.8 427.1 438.7

8,270.8
9,088.5

10,187.1
11,250.0

12,352.5 12,582.5
13,421.8

14,529.6
15,729.7

17,321.7

19,074.8

二零二五年
（預測）

二零二四年
（預測）

二零二三年
（預測）

二零二二年
（預測）

二零二一年
（預測）

二零二零年二零一九年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二五年
（預測）

二零二四年
（預測）

二零二三年
（預測）

二零二二年
（預測）

二零二一年
（預測）

二零二零年二零一九年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五年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報告、中國國家統計局、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於二零二零年，中國晾衣架的零售額約為人民幣
12,582.5百萬元，自二零一五年起計複合年增長率約為8.8%。於二零二五年，晾衣架的
市場規模（按零售額計）預計將繼續增加，達至約人民幣19,074.8百萬元，二零二一年至
二零二五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約為9.2%。

中國晾衣架製造市場的競爭格局

大多數晾衣架製造商位於中國珠三角及長三角地區，覆蓋廣東、江蘇、浙江、山
東及河北等省份。於二零二零年末，中國約有600名晾衣架製造商，其中約100名製造商
亦從事出口業務。按出口收益計，中國晾衣架製造市場前五大參與者佔市場份額的約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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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中國晾衣架製造市場前五大參與者（按出口收益計）

排名 公司 總部位置 上市狀態

概約出口收益

（人民幣百萬元） 概約市場份額      

1 公司A 廣東佛山 未上市 206.1 7.9%
2 本集團 浙江湖州 未上市 173.0 6.6%
3 公司B 江蘇江陰 未上市 168.2 6.5%
4 公司C 江蘇江陰 未上市 168.0 6.5%
5 公司D 江蘇張家港 未上市 132.2 5.1%  

小計 847.5 32.6%
其他 1,754.9 67.4%  
總計 2,602.4

（相當於約377.3
百萬美元）

100%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報告

附註：

公司A致力於研發、生產及外銷廚具產品、洗滌及乾燥工具以及存儲產品等家用五金產品，員工超過

3,000人。

公司B專門生產及外銷各類晾衣架及櫃架，包括室內╱外晾衣架、貨架、衣櫥、餐具及陶器收納架。

公司C主要生產及出口不同規格的不銹鋼複合管及吊架，如室內╱外晾衣架、收納箱、鞋架及衣櫥等。

公司D致力於製造各種家用不銹鋼製框架，如晾衣架、廚房置物架、毛巾掛架及金屬衣櫥。

家居清潔用具市場

根據一般用途，家居清潔用具可分為專業清潔用具及多用途清潔用具。專業清潔

用具設計為在特定的表面發揮最好的效果，而多用途清潔用具則設計用於更廣泛的一

般用途。

分類 主要用途 主要產品類型   

專業清潔用具 玻璃清潔 ‧ 窗戶刮水刷

地板清潔 ‧ 掃帚及拖把

廁所清潔 ‧ 馬桶刷

多用途清潔用具 ‧ 刷子、海綿、抹布、 

手套及水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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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根據國基會的資料，美國經濟過去數年增長平緩，名義GDP由二零一五年的約18.2

萬億美元增加至二零二零年的約20.8萬億美元，預期維持長期增長，於二零二五年達至

約25.8萬億美元。美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二零一五年的約41,684美元增加至二零二零

年的約47,675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為約2.7%。該數字預期將於二零二五年達至約51,765

美元，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五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約2.6%。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資

料，美國家庭總數由二零一五年的約124.6百萬戶增加至二零二零年的約128.5百萬戶，

複合年增長率為約0.6%。預期將於二零二五年增加至約133.1百萬戶，二零二一年至二

零二五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約0.6%。

美國的家居清潔用具市場

根據美聯儲的資料，美國消費品的零售額由二零一五年的約47,260億美元增加至二

零二零年的約56,367億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為約3.6%。由於人口多、收入高，美國為消

費品零售額最高的國家之一。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及灼識諮詢的資料，於二零二零年，美國的家居清潔用具市

場佔全球家居清潔用具市場（按銷售額計）約15%至20%。美國的家居清潔用具市場屬

於成熟市場，二零二零年的零售額約為7,915.0百萬美元。該市場相對分散，擁有近600

名賣家，大部分領先參與者擁有悠久的品牌歷史，專注於高端市場。前五大家居清潔

用具賣家佔總市場份額約25%。二零二零年，美國家庭的洗衣及清潔用品的年人均支

出約為190美元，其中家居清潔用具的支出佔該預算的35%以上。由於人口擴張導致家

庭數目持續增加及家庭規模減小的趨勢，美國家居清潔用具的市場規模（按零售額計）

由二零一五年的約6,611.2百萬美元增加至二零二零年的約7,915百萬美元，複合年增長

率為約3.7%。於美國，估計由於居家令及封鎖導致業務中斷，COVID-19疫情將導致

家居清潔用具的零售額略有下降。然而，基於二零二一年封鎖措施將有所緩解以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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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情後衛生意識提高而使用家居清潔用具，預計家居清潔用具的市場規模將

從二零二一年下半年開始恢復。隨著美國人均GDP及可支配收入的預期持續增長，家居

清潔用具的零售額預期將於二零二五年增加至約9,270.8百萬美元，二零二一年至二零

二五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約3.7%。

（二零一五年至
二零二零年）

3.7%

（二零二一年（預測）至
二零二五年（預測））

3.7%

複合年增長率 

美國家居清潔用具市場規模（按零售額計），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二五年（預測）

百萬美元

美國家居清潔用具進口值，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二五年（預測）

百萬美元

  6,611.2    6,857.7 
7,634.0  7,786.5  7,955.8  7,915.0 8,011.0

8,347.5
8,673.0 8,966.9

9,270.8

 1,391.6  1,451.2
 1,611.5  1,651.6 1,718.2  1,682.2 1,701.4 1,773.9

1,845.2 1,907.7
1,972.3

（二零一五年至
二零二零年）

3.9%

（二零二一年（預測）至
二零二五年（預測））

3.8%

複合年增長率 

二零二五年
（預測）

二零二四年
（預測）

二零二三年
（預測）

二零二二年
（預測）

二零二一年
（預測）

二零二零年二零一九年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二五年
（預測）

二零二四年
（預測）

二零二三年
（預測）

二零二二年
（預測）

二零二一年
（預測）

二零二零年二零一九年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五年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報告、美國人口普查局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及灼識諮詢的資料，美國家居清潔用具的進口值估計由二零

一五年的約1,391.6百萬美元增加至二零二零年的約1,682.2百萬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為約

3.9%。於二零二零年，家居清潔用具的進口值因COVID-19爆發導致家居清潔用具的零

售額暫時減少及外貿活動的中斷而有所下降。清潔用具的進口值預計於二零二五年將

達約1,972.3百萬美元，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五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約3.8%。由於美國已

將大部分低端製造工廠轉移至其他發展中國家，家居清潔用具主要自其他國家採購。

中國是美國的最大貿易夥伴，二零二零年佔清潔用具進口值的約66%。

市場驅動因素

家庭數目不斷增加：由於每個家庭通常需要家居清潔用具等家居必需品，家居清

潔用具的需求直接與家庭的數量相關。美國的家庭總數的增長趨勢及人口增加將擴大

潛在的客戶群及持續刺激家居清潔用具的需求。

家庭收支齊升：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資料，美國的家庭收入中位數由二零一五

年的約58,500美元增加至二零二零年的約62,200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為約1.2%。美國的

家庭收入中位數預期進一步提升並於二零二五年達至約70,200美元，二零二一年至二零

二五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約2.3%。家居清潔用具屬必不可少的家庭用品，而由於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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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家居清潔用具的功效隨著時間的推移及使用次數而退化，因此經常會被更換。隨著

家庭收入的增加，人們更有可能更頻繁地更換彼等的家居清潔用具，在高質量的家居

必需品上花費更多的錢，以節省彼等在家務上的精力及時間。

電商的發展：隨著技術及物流基礎設施的完善，電商已經成為美國零售市場日益

重要的銷售渠道。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資料，美國電商零售額由二零一五年的約3,450

億美元增加至二零二零年的約7,879億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18.0%。隨著電商的發展，

消費者可方便地購買各種家居用品，享受日益快捷的送貨服務，此推動了美國家居必

需品銷售市場的發展。

特點及趨勢

品牌知名度：美國的家居清潔用具市場屬於成熟的市場。行業領先參與者均為創

立50年以上的跨國集團。歷史悠久且往績記錄優良的品牌形成競爭優勢。

建立銷售渠道：家居清潔用具廣泛用於大量家庭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製造商需

要建立廣泛穩定的銷售網絡方可擴大客戶基礎。新入者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及資本與

分銷商建立合作或建設自有銷售渠道。

可靠及響應迅速的供應商：大多數家居清潔用具賣家將生產流程外包予海外製造商，

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製造商可以相對較低的成本提供產品。公司通常需要數年時間

才能與可靠的供應商建立良好的業務關係。

研發能力：引入注目的產品設計及產品性能提升可幫助公司對產品進行差異化並

吸引客戶。同時，消費者的需求及偏好亦日趨多樣化。高研發能力是公司滿足客戶多

種需求的必要條件。研發能力的培養需要經驗的積累及大量的資金投入。

中國

根據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及灼識諮詢的資料，美國為中國二零二零年清潔用

具最大的出口目的地，約佔中國二零二零年清潔用具出口總值的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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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中國清潔用具出口目的地前五
（按出口值計）

15.0%

7.6%

6.0%
5.0%

4.0%

澳洲英國德國日本美國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報告、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

中國的家居清潔用具市場

憑藉成熟的供應鏈及相對較低的勞工成本優勢，根據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及
灼識諮詢的資料，中國家居清潔用具出口值由二零一五年的約6,704.5百萬美元增長至
二零二零年的約7,396.7百萬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2.0%。

中國製造清潔用具的出口值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二五年(預測)

百萬美元

6,704.5
6,287.3

6,836.3 7,143.8 7,429.5 7,396.7
7,507.6 7,845.5 8,112.2 8,347.5 8,589.6

中國清潔用具零售額（按零售額計），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二五年（預測）

人民幣百萬元

45,092.2
47,938.3

53,798.7
59,729.2

65,616.6 66,463.2
73,016.3

79,247.7
85,343.2

91,023.6
97,082.1

（二零一五年至
二零二零年）

2.0%

 （二零二一年（預測）至
二零二五年（預測））

3.4%

複合年增長率
(二零一五年
至二零二零年)

8.1%

(二零二一年(預測)至
二零二五年(預測))

7.4%

複合年增長率

二零二五年
（預測）

二零二四年
（預測）

二零二三年
（預測）

二零二二年
（預測）

二零二一年
（預測）

二零二零年二零一九年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二五年
（預測）

二零二四年
（預測）

二零二三年
（預測）

二零二二年
（預測）

二零二一年
（預測）

二零二零年二零一九年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五年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報告、中國國家統計局、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中國清潔用具的零售額由二零一五年的約人民幣
45,092.2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二零年的約人民幣66,463.2百萬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8.1%。
預期中國清潔用具的市場規模（按零售額計）將由二零二一年增加至二零二五年的約人
民幣97,082.1百萬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7.4%。

中國家居清潔用具製造市場的競爭格局

中國家居清潔用具製造市場高度分散。於二零二零年末，中國約有8,000名家居清
潔用具製造商，其中超過2,000名製造商亦從事出口業務。按二零二零年的出口收益計，
中國家居清潔用具市場的前五大參與者佔市場份額的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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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中國家居清潔用具製造市場前五大參與者（按出口收益計）

排名 公司 總部位置 上市狀態

概約出口收益

（人民幣百萬元） 概約市場份額      
1 公司E 浙江嘉興 未上市 396.1 0.8%
2 公司F 廣東廣州 未上市 308.2 0.6%
3 公司G 浙江寧波 未上市 232.2 0.5%
4 公司H 浙江寧波 未上市 225.5 0.4%
5 公司I 浙江永康 未上市 212.5 0.4%  

小計 1,374.5 2.7%
其他 49,643.5 97.3%  
總計 51,018.0

（相當於約7,396.7
百萬美元）

100%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報告

附註：

公司E為擁有其自主品牌的領先家居清潔用具製造商，整合了設計、原材料及模具製造、組裝、運輸

及銷售環節。

公司F提供高質量的家居清潔用具，其銷售網絡遍佈全國、東南亞、非洲及歐洲等地。產品組合包括

各類清潔用具、廚房用品及廁所用品。

公司G專門從事家居清潔用具的設計、製造及銷售，並已建立覆蓋50多個國家的廣泛銷售網絡，提供

拖把、刷子、掃帚、海綿及抹布等各類清潔用具。

公司H為出口型製造企業，從事拖把、擦窗器、掃帚及手推車等家居清潔產品及家居用品的生產及銷售。

作為出口型企業，公司I專門從事拖把製造，並擁有自主品牌產品。主要產品包括旋轉拖把、平板拖

把及掃帚。

晾衣架及家居清潔用具製造市場的分析

成功的關鍵因素

廣泛的銷售渠道：建立廣泛的銷售渠道被視為晾衣架及家居清潔用具製造商成功

的關鍵因素。晾衣架及家居清潔用具向海外市場的銷售及營銷主要依靠下游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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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分銷商擁有穩定的大量銷量。因此，具有長期積累的分銷資源的公司將更容易進

入下游消費市場，從而保持穩定的收益，使其在市場上更具競爭力。

批量製造：批量製造可以提高公司的生產效率，最小化運營成本並最大化其整體

盈利能力。考慮到製造晾衣架及家居清潔用具價格低廉及數量龐大，開發批量生產能

力以從規模經濟中受益並提高其在市場上的競爭力仍是製造商成功的關鍵因素。

高質量的產品：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產品質量變得越來越重要。對晾衣架

質量要求嚴格的歐洲及北美佔晾衣架進口的最大份額。生產高質量產品的能力能使公

司進入不同的市場並獲得更高的利潤率及客戶忠誠度，為公司成功的關鍵。

市場驅動因素

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一帶一路」倡議的重點是促進中國、歐亞國家及東南亞

國家聯盟（東盟）成員國之間的連通與合作。為促進亞洲及大洋洲國家間的貿易合作，

澳洲、中國、日本、新西蘭、韓國及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 — 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被提出。「一帶一路」倡議預計與RCEP相互補充，促進中國與

東盟之間的投資及貿易，建立更緊密的經濟夥伴關係及推動參與國經濟增長。此外，

中國與德國、英國、俄羅斯等歐洲主要國家建立中鐵快線，此乃「一帶一路」倡議的標

誌性項目。與海運相比，中鐵快線節省運輸時間，與空運相比節省運輸成本，極大地

促進了中國與歐洲國家間的貿易活動及貨物運輸。預期貿易活動的潛在大幅度增長及

參與國之間的穩定關係將有利於中國出口貿易的增長，並促進中國晾衣架及家居清潔

用具製造市場的發展。

廚房用具市場

廚房用具是一種用於食物的製備、存儲及服務的小型手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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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廚房用具市場

鑒於城鎮化比例高、經濟增長穩定及國內消費持續增長，美國的廚房用具市場相

對穩定及成熟。由於勞動力密集型製造業轉移至其他國家，美國的廚房用具市場較

為依賴進口。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及灼識諮詢的資料，美國廚房用具的進口值由二零

一五年的約8,588.3百萬美元增加至二零二零年的約10,455.1百萬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約

為4.0%。於二零二零年，廚房用具的進口值因COVID-19爆發對貿易活動造成的負面影

響而暫時減少。預期廚房用具的進口值於二零二五年達至約12,953.4百萬美元，二零

二一年至二零二五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約為4.2%。

美國廚房用具市場規模（按零售額計），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二五年（預測）

百萬美元

美國廚房用具的進口值，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二五年（預測）

百萬美元

13,911.2
14,667.9

15,211.9
15,835.0

16,449.1
16,957.517,596.918,161.4

18,729.219,295.6
19,879.1

8,588.3 8,848.3
9,257.9

10,017.8
10,552.810,455.1

10,972.3
11,451.5

11,940.6
12,436.7

12,953.4

（二零一五年
至二零二零年)

4.0%

（二零二一年(預測)
至二零二五年(預測))

4.2%

複合年增長率

（二零一五年至
二零二零年)

4.0%

（二零二一年(預測)至
二零二五年(預測))

3.1%

複合年增長率

二零二五年
（預測）

二零二四年
（預測）

二零二三年
（預測）

二零二二年
（預測）

二零二一年
（預測）

二零二零年二零一九年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二五年
（預測）

二零二四年
（預測）

二零二三年
（預測）

二零二二年
（預測）

二零二一年
（預測）

二零二零年二零一九年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五年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報告、美國人口普查局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及灼識諮詢的資料，美國廚房用具的市場規模（按零售額計）

由二零一五年的約人民幣13,911.2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二零年的約人民幣16,957.7百萬元，

複合年增長率約為4.0%。預期美國廚房用具的市場規模將由二零二一年增加至二零

二五年的約人民幣19,879.1百萬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3.1%。

消費者一般更加關注品牌、功能及設計。消費者對多功能、設計時尚的產品要求

越來越高，刺激了對新型廚房用具的需求。在這種趨勢下，消費者更願意購買新產品，

僅僅是因為其獨特的風格迎合他們的個性。因此，購買頻率增加的速度可能比正常產

品更換週期所需的速度更快。

美國的廚房用具中高端市場集中在少數幾個品牌，因為它們在產品開發、設計及

銷售渠道方面具有優勢。品牌商通常將生產外包予生產成本相對較低的其他國家的製

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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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廚房用具市場

在中國，消費者越來越意識到選擇使用安全材料製成的產品的重要性，因此，彼等

越來越願意為質量更好的廚房用具支付更高的價格。此外，生活水平持續提高及持續

的城鎮化趨勢繼續推動用於食品預製及儲存的更佳廚房用具的需求。

中國廚房用具製造市場的競爭格局

中國是最大的廚房用具製造商及出口商。中國的廚房用具出口市場較為分散，有3,000

多個參與者，其中大部分是小型企業，年銷售收益低於人民幣100百萬元。本集團的廚

房用具出口收益約佔中國廚房用具出口市場份額的0.003%。

進入壁壘

已建立的聲譽：製造商的聲譽彰顯其生產優質產品及滿足安全和環境要求的能力。

建立這種聲譽和可靠的往績記錄可以幫助公司吸引更大的客戶群，享有高價及受下游

分銷商歡迎。建立往績記錄和聲譽耗時較長，這對新進入者是一個障礙。

一支專業的團隊：勞工短缺及原材料成本上漲會導致製造行業整體營運成本上升。

在從事製造業務時，人力及生產成本的管理仍然是重要因素。對於新進入者來說，不

易建立一個具有行業所需適當多元化技能的專業團隊。

成熟的生產管理系統：由於晾衣架及家居清潔用具種類繁多，製造商必須擁有先

進的生產管理系統，使製造商能夠根據市場需求制定合理的生產計劃，有效控制生產

計劃、存貨及生產流程的質量及成本，並高效滿足市場營銷及研發設計要求。進入者

很難在短時間內建立先進和全面的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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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趨勢

對高端產品的需求不斷湧現：由於清潔產品的功能相對簡單，因此產品質量、美

觀及包裝已成為推動發達國家家居清潔產品銷售的關鍵因素。同時，通常質量及價格

較高的高端產品可為賣方帶來更多的利潤。

一次性產品的普及提高生產水平：消費者（尤其是年輕人）的生活方式日益繁忙。

為滿足彼等的需求，該等產品旨在幫助消費者以最小的努力完成彼等的工作，但需要

購買配套產品，以在產品的使用壽命內進行替換。一次性家居必需品配套零件的持續

需求有望提高製造商的生產水平和盈利能力。

自動化水平不斷提高：晾衣架及清潔用具的形狀和材料各不相同，且中國大多數

製造商的規模不足以投資自動化機器及設備，如機械手臂，不易建立和集成自動化生

產及裝配線。隨著勞工成本的上升，特別是在沿海地區，預期更多的大型製造商將提

高生產和裝配線的自動化水平，以降低勞工成本。

挑戰

中美貿易戰：預計貿易戰將對中國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活動產生不利影響，導致中

國經濟潛在惡化。

中國缺乏知名品牌：在中國，雜貨店出售的大多數產品的差異性及利潤率較低，

中國只有很少的高檔家居必需品品牌。製造商要以自身品牌建立及銷售產品仍然是一

項挑戰，因為品牌的建立需要很長時間和大量的資本投資。

勞工成本不斷上漲：由於勞工成本不斷上漲，中國的製造成本優勢已於過去五年

顯著縮小。中國的製造行業面臨來自越南及墨西哥等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公司挑戰。儘

管部分製造商已將生產廠房搬遷至勞工成本較低的華中地區或結合自動化機器及設備，

勞工成本不斷上漲仍然是中國製造商的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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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戰的影響

美國為中國最重要的國際貿易夥伴之一 ，二零二零年合計佔中國進出口總值的約

13%。受中美貿易戰影響，中美兩國出口至對方國家的大宗商品均徵收懲罰性關稅。二

零一九年九月一日開始對價值1,16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徵收15%關稅。受影響的商品包括

大部分家居清潔用具，如刷子、掃帚及拖把。短期內，貿易戰對中國家居清潔用具出

口商的影響並不嚴重，因為美國進口的60%以上家居清潔用具來自中國，短期內美國公

司難以覓得可提供競爭力產品的替代供應商。由中國向其他國家進行產業轉移尚需時

日且需要大量資本投入。此外，由於產品性質，家居清潔用具為普通家居必需品，價

格輕微上漲不會影響產品銷售。然而，長期來看，中美貿易戰可能會迫使美國公司尋

找新的供應商，一旦彼等能改善中國製造商目前擁有優勢的方面，如發達的運輸及物

流基礎設施、熟練的勞動力、現成的原材料、低生產成本及先進的生產能力，此將會

削弱中國出口商的競爭力並加快向其他國家製造商的產業轉移。綜上所述，貿易活動

乃當代社會經濟體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中國與美國簽署《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經濟貿易協議》。貿易戰有望得到和解。

英國脫歐對英國洗衣產品市場的影響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英國舉行公投，據此，英國選民投票贊成脫離歐盟。

自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起，英國不再為歐盟成員國。無論英國與歐盟能否在過渡

期的最後一日前達成貿易協定，均可能對英國本土經濟產生重大影響。然而，考慮到(i)

英國與歐盟是否訂立貿易協定以及對英國本土經濟的後續潛在影響預期對中英兩國的

貿易關係影響極微；及(ii)由於中國自二零一一年起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成為家居必需

品的世界工廠，英國的大多數晾衣架（屬一類日常家居必需品）由中國製造商供應，即

使英國本土經濟隨後可能出現下行，經濟下行亦將不會影響中國作為英國主要晾衣架

供應商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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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晾衣架及家居清潔用具製造市場的成本分析

主要原材料價格

晾衣架及家居清潔用具製造行業所用的主要原材料包括聚丙烯及鋼材。原材料及

包裝材料通常於製造成本中佔比最大，因此原材料及包裝材料價格出現任何重大波動

會對製造商的盈利能力產生重大影響。

原材料價格與原油、鐵礦石及煤的價格緊密相關，原油、鐵礦石及煤亦是聚丙烯

及鋼材等多種原材料的基本元素。受伊拉克與利比亞動亂、全球經濟活動疲軟、美國

頁岩油產量增加等影響，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原油價格大幅下跌，導致二零一五

年及二零一六年聚丙烯價格相對較低。全球經濟在二零一七年有所復甦則拉動原材料

價格上漲。受原油價格大幅下降影響，聚丙烯（聚丙烯樹脂的一種基本成份）的價格由

二零一九年的每噸約人民幣8,913.9元下降至二零二零年的每噸約人民幣8,200.8元，及預

計於二零二五年上升至每噸約人民幣9,315.8元，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五年的複合年增

長率約為1.0%。鋼材的平均價格由二零一五年每噸約人民幣3,219.8元上升至二零二零年

的每噸約人民幣4,599.4元，預計於二零二五年將升至每噸約人民幣6,952.0元，二零二一

年至二零二五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約為5.6%。瓦楞紙（紙箱的主要原材料）價格預計將由

二零二一年的每噸約人民幣4,021.6元上升至二零二五年的每噸約人民幣4,751.5元，二零

二一年至二零二五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約為4.3%。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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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5.3%

1.0%-0.4%

（二零一五年至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預測）至
二零二五年（預測））

複合年增長率

人民幣╱噸

中國家居必需品製造業的主要原材料價格（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二五年（預測））

鋼材（人民幣╱噸）

瓦楞紙（人民幣╱噸）

聚丙烯（人民幣╱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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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灼識諮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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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僱員的平均年薪

中國的晾衣架及家居清潔用具製造行業屬勞動密集型行業。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

的資料，製造業工人的平均年薪由二零一五年的約人民幣50,700元增加至二零二零年的

約人民幣73,700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7.8%。為保持成本優勢，各公司正大力將自動化

融入其生產過程。儘管目前勞工成本上漲對中國製造商構成挑戰，惟產業升級及自動

化長遠將減少對人工的依賴，並有助保持晾衣架及家居清潔用具製造商的競爭力。

中國製造業僱員的平均年薪(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二五年(預測))

人民幣千元

50.7 54.3 58.0 64.6 70.5 73.7 79.1
85.3 91.8

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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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年增長率
 (二零一五年至
二零二零年)

7.8%

複合年增長率
 (二零二一年(預測)至
二零二五年(預測))

7.6%

二零二五年
（預測）

二零二四年
（預測）

二零二三年
（預測）

二零二二年
（預測）

二零二一年
（預測）

二零二零年二零一九年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五年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報告、中國國家統計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