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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博大的

文化内涵，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中国

光辉的历史文化。当前，陶瓷行业处于快

速增长期，但一些产品层次总体不高，一

些企业局限于“微笑曲线”的低端生产环

节，科技创新、文化含量和品牌知名度所

带来的附加值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陶瓷产业，各陶瓷

主产区要找准自身定位，放大特色优势。

将“量增”为主的模式转向“调整优化存量、

做优做强增量”并存。注重品牌意识，打造

核心竞争力，形成以品牌、质量、服务、技

术、设计创新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

聚焦陶瓷产业创新升级，打造更具竞

争力的现代制造业体系。必须加快突破

瓶颈，构建大师艺术陶瓷、家居日用陶瓷、

高科技陶瓷、陶瓷文化创意产业等多业态

均衡发展的“大陶瓷”产业格局，提升陶瓷

产业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加大陶瓷专业人才培养。进一步加强

校地合作，深化产教融合，加大陶瓷产业

“文化型、数字型、综合型”人才的培育，推

动陶瓷产业从传统手工业向文化产业转

型，从传统制造向数字化制造的方向发展，

从单一的制造行业向多元化格局发展。

推动“陶瓷制造”向“陶瓷文化”全面升

级，增强出口工艺瓷的工业设计和文文

化创意水平化创意水平，，推动大推动大

师工艺瓷的师工艺瓷的

继承与创新继承与创新，，积极营造创新创业和文化创积极营造创新创业和文化创

意氛围意氛围，，提升品牌文化价值提升品牌文化价值。。强化政策强化政策、、文文

化化、、设计设计、、科技科技、、市场引领市场引领，，促进陶瓷产值促进陶瓷产值、、

品质品质、、影响力实现新提升影响力实现新提升，，把精美的瓷器做把精美的瓷器做

出来出来、、摆出来摆出来，，还要传出去还要传出去。。

推动优势陶瓷高端化升级推动优势陶瓷高端化升级。。增强出增强出

口工艺瓷的工业设计和文化创意元素口工艺瓷的工业设计和文化创意元素，，紧紧

跟国际潮流跟国际潮流，，增加时尚元素增加时尚元素，，加强工业设加强工业设

计计，，提升出口工艺瓷的技术含量提升出口工艺瓷的技术含量、、文化内文化内

涵涵、、产品档次产品档次、、市场占有率和出口竞争市场占有率和出口竞争

力力。。提升日用家居瓷的质量和品牌提升日用家居瓷的质量和品牌，，创新创新

高端定制产品服务高端定制产品服务，，强化跨界融合强化跨界融合。。推动推动

大师工艺瓷的继承与创新大师工艺瓷的继承与创新。。

推动推动““陶瓷陶瓷++””生态圈全领域覆盖生态圈全领域覆盖。。加加

持持““陶瓷陶瓷++旅游旅游””，，打造一批陶瓷观光工厂打造一批陶瓷观光工厂、、

陶瓷旅游商品陶瓷旅游商品、、陶瓷特色小镇陶瓷特色小镇；；推进推进““陶瓷陶瓷++

电商电商””，，加快建设电商物流园加快建设电商物流园，，发展跨境电发展跨境电

商商，，鼓励快递物流企业通过联营鼓励快递物流企业通过联营、、直营等方直营等方

式在乡镇或快递量较大的式在乡镇或快递量较大的

村布局收寄营业网点村布局收寄营业网点，，建建

设电商平台直播基地设电商平台直播基地，，

扶持直播业态扶持直播业态；；推进推进““陶陶

瓷瓷++资本资本””，，推动陶瓷电推动陶瓷电

子化交易子化交易。。

更加注重可持续发更加注重可持续发

展展。。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绿色发展，，调调

整配方和制备工艺等整配方和制备工艺等，，减减

少陶瓷生产全过程废气少陶瓷生产全过程废气、、废废

水水、、固体废料排放固体废料排放，，推进产业推进产业

转型转型，，减轻环境压力减轻环境压力。。加强政加强政

府监管府监管、、行业监督行业监督，，制定和实施标制定和实施标

准化陶瓷生产能耗标准准化陶瓷生产能耗标准，，大力推进大力推进

节能技术的创新和实际应用节能技术的创新和实际应用，，努力实努力实

现陶瓷行业节能减排工作新突破现陶瓷行业节能减排工作新突破。。

（（作者系福建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作者系福建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党委书记党委书记））

推动优势陶瓷高端化
廖伏树

走进河北唐山惠达卫浴卫生陶瓷 4 号生产线车

间，喷圈下釉机器人、自洁釉机器人、自动擦底机等 57

套精准高效的机器人代替了传统人工作业，年可生产

连体、智能马桶 70 万套。在这里，智能化生产设备不

仅成倍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能，降低了能耗和排放，更

提升了产品质量，让企业有更广阔的空间研发生产创

新产品。

“我们中档定位的爆款马桶产品，在本体器型上采

用无棱内壁，方便清洁，没有死角。排污管是 50 毫米

大管径的，相比于传统 40 毫米管径产品，堵塞概率更

低。”惠达卫浴产品经理李燕刚说，企业创新产品研究

院有专业研发人员 141人，下设工业设计中心，近 3年出具工业设计方

案1295项，上市新品455款，新品销售占比超30%。

唐山是我国北方重要的陶瓷产区之一，诞生了陶瓷行业多个“第

一”，建立起日用瓷、建筑卫生瓷、艺术陈设瓷、工业理化瓷以及陶

瓷业相关的石粉、花纸、机械等门类齐全的陶瓷工业体系，被誉为

“北方瓷都”。

为推动陶瓷产业走向高端、绿色、智能、融合发展，去年唐山市出台

《关于加快推进陶瓷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全力支持企

业加大技术改造和研发投入，围绕机器换人、注浆成形、3D打印、数控成

形等关键领域，集中谋划实施一批投资规模大、行业带动强、科技含量

高、产出效益好的技术改造和创新研发项目，推广应用一批新产品、新

技术、新工艺，建设一批数字化车间、智能化工厂，着力打造一批“专精

特新奇”创新型企业，引导企业实施“互联网+”“旅游+”“设计+”，加快

业态联动、融合发展，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

久坐震动提醒、脚触马桶自动翻盖无需动手操作、指纹识别可记录

10个用户的使用习惯……惠达卫浴一个个舒适化、智能

化的设计，体现出企业对产品的创新追求。

“我们紧扣消费升级，从材质、功能、受众

等多方面进行细化分析，专注于研发轻量

化、节水型、功能化及配套享受化、品味

化的新产品，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李燕刚说，惠

达在重庆兴建了智能卫浴生产基地，自主设计了5G+数智化

生产线，关键生产工序数控化率达 100%，数字管理系统实

现唐山、重庆两大生产基地统一库存、物流、生产与

计划。

补强创新链，提升价值链，走在行业前列的创新

产品给企业带来了丰厚利润。在唐山恒瑞瓷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赵孟冬展示着一款花卉图案的釉中彩

平盘，底色洁白如玉，枝叶上的红色瓢虫栩栩如生。

“这是我们公司研发的象牙白瓷产品，在目前的白瓷

产品里白度最高，硬度比骨质瓷高，适用于洗碗机，

使用寿命也更长。”赵孟冬说。

无数次调整原料配方，摸索烧成温度，提升产品

强度；根据釉面设计花纸配方，还原最真实的色彩。

象牙白瓷产品是企业研发团队历时 3 年、烧掉 30 吨原

料研发出来的，其利润也比骨质瓷产品高，目前主销海

外。赵孟冬说：“下一步准备在国内市场推广，让高品质的

创新产品惠及国内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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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款珐琅瓷办公

杯，每月能卖出 3 万多套，

是我们的爆款产品。”日前，

记者走进福建省泉州市德

化县成艺陶瓷有限公司展厅，该公司负责人陈耀忠

说，公司目前研发生产的陶瓷茶具多达 1100款，产品

价位由高到低全覆盖，主要面向国内市场。

在瓷都德化，类似成艺陶瓷有限公司这样的企业

有3000多家，从业人员10多万人。

作为首个世界陶瓷之都，德化陶瓷历史悠久。德

化瓷以“白”见长，瓷质致密，胎釉纯白，以温润、明净、

典雅、精巧的玉质美感驰名中外。德化成为中国最大

的陶瓷工艺品生产和出口基地、中国首个出口陶瓷质

量安全示范区。2006 年，德化瓷烧制技艺入选第一

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15 年，德化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世界手工艺理事会授予“世界

陶瓷之都”称号。

德化陶瓷博物馆馆长郑炯鑫说：“如今，在美国、

英国、法国、俄罗斯等 40 多个国家，都能看到大量德

化白瓷。德化陶瓷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陶瓷早已成为德化县最大的支柱产业、民生产

业，2020 年陶瓷产值突破 400 亿元。”德化县陶瓷办

主任曾宪升介绍，德化日用瓷市场份额大，陶瓷茶

具占全国市场份额 80%以上。工艺瓷远销 19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占全国工艺品陶瓷出口市场份额 60%

以上。

作为支柱产业，德化陶瓷产业拥有先进的生产工

艺，但企业却普遍存在规模小、经营分散、创新能力不

足等问题。

为解决这些问题，近年来德化县按照“传统瓷

雕精品化、工艺陶瓷日用化、日用陶瓷艺术化、新

型陶瓷规模化”的发展思路，制定了阶段性目标。

通过出台企业技改、科技创新、工业设计、拓展市

场等一揽子“硬核”举措和政策，大力发展陶瓷文

创和陶瓷电商等新兴产业，为千年瓷都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探索道路。如今，德化陶瓷生产总量和出口

产值不断扩大，初步形成陶瓷块状经济和产业集

群。陶瓷产值从 2016 年的 252.2 亿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402.5 亿元。

在生产日用瓷、工艺瓷、大师瓷的基础上，德化

也正向着卫浴陶瓷、建筑陶瓷、高科技陶瓷等领域

进军。福杰陶瓷有限公司就是率先转型的企业之

一。3年前，该公司还是德化县传统陶瓷工艺品出

口企业，如今，走进该公司生产车间，记者看到的

则是应用于工业、生物医疗、电子等领域的陶瓷制

品。“事实证明，转型是正确决定。功能陶瓷利润

率比传统陶瓷制品高 20个百分点以上。”该公司负

责人林福文说。

“通过创新驱动，走品牌化、差异化、高附加值化

升级之路，是德化陶瓷突围的路径。”德化县县长黄文

捷表示，下一步，德化将着力推进传统的日用瓷、工艺

瓷、大师瓷以及卫浴陶瓷、建筑陶瓷、高科技陶瓷的

“3+3”陶瓷板块发展，力争 2022 年实现陶瓷产值 500

亿元，2027年形成千亿元产业集群。

走品牌化差异化突围路
本报记者 薛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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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青瓷匠人王武制作的青瓷作品。 （资料图片）

图② 惠达卫浴车间内，搬运机器人正在作业。 朱 欢摄

图③ 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上展出的中国陶瓷制品。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摄

步入浙江龙泉东度文化创意公司展厅，

各类创意青瓷展品琳琅满目。新生代青瓷

匠人叶芳向记者展示了一款名为“对白”的

茶器：在两盏青瓷杯底部安装竹制旋钮后，

传统茶杯变为时尚的鸡尾酒杯。这款集茶

杯、酒杯于一体的产品备受市场青睐。

“我们将现代、时尚等元素融入制瓷工

艺，赋予龙泉青瓷更多艺术性和实用性。”

叶芳认为，青瓷要想被更多人了解、接受，

首先要贴近和融入生活。他们从大众生活

需求入手，寻找青瓷产业升级的“金钥匙”。

青如玉、明如镜、声如磬，龙泉青瓷以

独特的釉色成为历史长河中一颗闪亮明

珠。龙泉青瓷在唐中期至五代开始规模化

生产，鼎盛于宋元时期。历史上，龙泉青瓷

曾远销海外，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大放异彩。

明清后，龙泉青瓷走向衰落。新中国成

立后，龙泉青瓷烧制技艺逐步恢复。2009

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入选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如今，龙泉青瓷产业已步入新的繁荣

期，但更多体现在艺术瓷方面，日用瓷、包

装瓷、工业瓷等产业规模有限，与国内其他

陶瓷主产区还有不小差距。”龙泉市青瓷行

业协会副会长王武说，龙泉青瓷市场占有

量小，竞争力有限，产品创新能力有待提

升。据统计，龙泉青瓷产品中约70%为艺术

品，经营主体虽有2000多家，2020年主营业

务收入仅有14.8亿元。

“市场风向转变，对青瓷产业形成倒逼

压力，产品既要保持传统工艺与艺术风格，

还要不断与时俱进。”王武认为，与现代设计

相结合，找到年轻人审美观念与传统工艺之

间的平衡点，成为青瓷闯市场的关键。应在

保留传统制瓷技艺基础上，从传承、发展、产

品、商业、技术、消费等方面综合施策，深度

开发青瓷的产业潜力和

发展活力。

产业兴旺，关键靠

人才。龙泉在当地中等

职业学校基础上筹建技

师学院，开设青瓷工艺

专业，外聘青瓷技师兼

职教学，现有高级工班级 4 个、技师班级 2

个，在校生达 600余人。得益于现代学徒制

人才培养模式，一批年轻人开设的青瓷工

作室开始兴起。

走进龙泉各大青瓷工作室，记者发现，

青瓷产品不只是瓶瓶罐罐，新产品、新设计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的人把青瓷设计成

项链、包挂等装饰品；也有人将竹木、玻璃、

亚克力与青瓷混搭；还有的在釉色上下功

夫，除传统梅子青、粉青外，蟹壳青、鳝鱼

黄、茶叶末釉等百花齐放……据统计，龙泉

目前有青瓷工作室1000余家，青瓷电商400

余家，青瓷行业产值同比增长10%以上。

“我们将出台系列扶持政策，每年拿出

1000 万元支持青瓷产业发展，持续推进中

国青瓷小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项目，实

现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龙泉市委书记吴松

平说。

产品创新紧贴生活需求
本报记者 柳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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