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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塑胶重镇,扬起创业风帆”

樟木头大学生塑胶市场调研报告

一、 前言

根据团市委的统一部署，经樟木头镇团委、镇大学生成

长促进会研究，今年大学生暑期实践活动的调研项目方向定

为塑胶产业市场调研，据了解，广东的塑胶产业市场产值占

据了全国约十分之一，而东莞又占据了广东市场的 50%左右，

对于樟木头镇的塑胶产业在东莞的市场占据的比例也不少。

在塑胶行业里也流传着一句对樟木头镇塑料市场的美誉“北

有余姚，南有樟木头”。

说到本次调研项目的主要目的，樟木头镇团委称可以借

鉴习近平总书记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中

的一句话来概括：“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工作主线，

广泛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在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中充分发挥生力军作用。”并希望通过本次调研，掀起樟木

头镇青年的塑胶产业就业创业的热潮。

二、 调研背景

1. 据广东省塑料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2017 年全国塑

料制品总产量 7515.54 万吨，广东占到了其中的 13.51%，

总产值 4976 亿元，占比超全国 1/5，这其中东莞占比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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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 50%。

2. 2006年 11月，樟木头镇被中国塑胶加工工业协会授予“中

国塑胶商贸重镇”称号。据了解，当时，获得“中国塑胶

商贸重镇”的称号在全国仅有樟木头一个。2015 年 1 月，

樟木头镇通过“中国塑胶商贸重镇”称号复评。

3. 2018 年 1月 26 日樟木头镇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提出：将大力开展塑胶产业系列提升行动，成立塑胶

产业发展委员会，进一步壮大塑胶产业，打造规模上千亿

的中国“塑胶产业重镇”。

4. 据东莞市塑胶产业发展促进会、樟木头塑胶原料市场管理

处了解，2017 年樟木头镇塑胶市场交易额约 500 亿元人

民币。根据工商分局资料统计约 2200 个塑胶行业注册商

户。据不完全统计塑胶产业从业人员约 1 万人，而 90%以

上的商户和从业人员都非东莞户籍。

三、 调研目的

1. 了解和学习塑胶产业的专业知识，体验专业知识在实践中

的运用。

2. 了解塑胶产业的基本情况，学习塑胶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

的本质要求。

3. 提高大学生的交流沟通能力，丰富社会实践经验。

4. 在调研中寻找自我的不足，并加以改正。

5. 通过调研了解塑胶市场的塑胶企业运作模式、产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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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需求、创业成本等内容，为各类待业青年提供一些在

塑胶产业领域就业创业方面的数据支撑。

四、 调研时间

2018 年 6 月 28 日至 9 月 8 日

五、 调研地点

樟木头塑胶市场

六、 调研方法

1.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

2. 对塑胶市场进行全面调研，走访全部商户。

3. 对照东莞市塑胶协会名单走访未成功收获问卷商户。

4. 与个别具有代表性商户进行访谈调研。

七、 调研内容及结果分析

针对“聚焦塑胶重镇,扬起创业风帆”塑胶产业调研项

目，我们的调研的内容划分了四个板块进行调研：一、行业

特点；二、市场产能；三、用工情况；四、市场供需。

(一) 行业特点

1. 樟木头塑胶市场商户概况

1) 企业类型

据收集到的数据显示，在塑胶市场里，有 80%的商户属

于贸易型企业，有 15%的商户属于生产型企业，5%的企业是

生产贸易型企业。

2) 企业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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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数据显示，创办 5 年以下和 5-10 年的企业占 76%,创

办 10-15 年的企业占 18%，而创办 15-20 年的商户只有 4%。

因此可以看出塑胶市场存在着很多已经创办多年的商户，但

是新生力军的力量也很强大。

3) 商户主要产品占比

据数据显示 65%的商户的产品为塑胶原料（新料），44%

商户的产品为改性新材料，32%商户的产品为再生塑料，9%

商户的产品为塑胶注剂，2%商户的产品为某些特殊材料。在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很多商户的主要产品同时有两到三项，也

有一些商户只卖某种类型产品。可以看出塑胶原料（新料）

是市场中的主要产品，例如 PE（聚乙烯）、PP(聚丙烯)、PVC(聚

氯乙烯）、PET（聚酯）、EPS(发泡聚苯乙烯)、ABS(丙烯腈-

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PA（尼龙）等一些常见的塑胶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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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处可见，同时你可以找到你需要的各种改性新材料、再生

塑料、塑胶注剂。

2. 塑胶原料概况

1) 主要应用方面

总的来说塑胶原料应用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

都离不开塑胶。

2) 原料的产地

据数据显示 82%的商户的产品来自国产，63%的商户的产

品来自进口，其中大部分的商户都是国产和进口产品都卖，

少部分商户只做国产产品或者进口产品。

3) 原料进货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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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数据显示 53%的商户会选择从石化生产厂家进货，68%

的商户会选择从代理商进货，42%的商户会选择从同行商家

进货，11%的商户会选择从其他渠道，例如从石化生产厂家

进货后自己加工组合成改性新材料等。

(二) 市场产能

1. 销售情况

1) 去年(2017 年)销售量

据数据显示 60%的商户销售量在 1 万吨以下，29%的商户

销售量在 1-3 万吨，11%的商户销售量在 3 万吨以上，当然，

不同产品的市场需求量不一样，塑胶原料（新料）的市场需

求会大一点，像是改性新材料和塑胶注剂等产品的市场需求

量就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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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计今年（2018 年）销售量

据数据显示 55%的商户预计销售量在 1 万吨以下，30%

的商户预计销售量在 1-3 万吨，15%的商户销售量在 3 万吨

以上，可以看的出来，今年整个樟木头塑胶市场的销售量是

在增加的，销售量一万吨以下减少了 5%，销售量 1-3 万吨增

加了 1%，销售量 3 万吨以上增加了 4%。

3) 预计明年（2019）的趋势

据数据显示，2019 年的趋势还是比较乐观的，有 26%的

商户认为 2019 年销售量还会持续增长，52%的商户认为形势

与今年差不多，22%的商户认为会有所下降。可以看的出来，

樟木头塑胶市场的销售量在不断提高。

4) 影响以上趋势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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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数据显示，需求、禁废令、环保、消费升级、还有一

些国家政策以及原料成本提高，工厂倒闭等因素影响了塑胶

行业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大部门商家认为环保是对塑胶行

业影响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每当环保政策提出，一些有毒

塑胶原料就会停产或者一些新材料出现，影响市场供需；生

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塑料，所以市场的需求十分影响塑胶

行业的发展；紧废令（禁止进口废塑料）的提出让再生塑料

的市场很难做。

2. 获利情况

1) 一年的销售额（产值）能达

可以看出一般的商户的销售额都在 5000 万以下，少部

分商户能达到 5000 万-1 亿，更有一些实力较强的商户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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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亿甚至是 3 亿以上。可以看出塑胶行业的交易额是多么

庞大，同时在走访的过程中还了解到更有少数企业一个月的

交易额便能达到 5000 万。

2) 一年的毛利率大概是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塑胶市场的交易额虽然大，但是毛

利率比较低，大多数塑胶原料销售量以及交易额大，但是其

中的毛利率很低，只有少部分塑胶原料和某些特殊材料的毛

利率比较高。

3) 一年的缴税额大约为

通过缴税情况我们可以可观的看见普通商户一年的缴

税额大概是多少，可以简单的了解到该企业的发展状况，从

而推断该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以及对看到樟木头塑胶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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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的贡献。

(三) 用工情况

1. 员工概况

1) 现有员工数量

据数据显示，42%的商户员工数量为 5 人以下，36%的商

户员工数量为 5-10 人，15%的商户员工数量为 10-20 人，17%

的商户员工数量为 20 以上。在走访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

在樟木头塑胶市场里 40%商户都是属于类似夫妻档这样类型

的企业，员工都是自家亲戚或者有一两个外来人员。大部分

中等规模企业则有 5-10 明员工，涵盖老板、管理层、财务、

技术、接待等人才。规模更大的企业则有更完整的体系，例

如普拉司、中化、云飞扬等企业员工数量达 30 人以上，当

然他们也有自己的分店。

2) 员工男女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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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数据显示可以看出，55%的商户员工比例为男女均

衡，38%的商户比例为男多女少，只有少部分商户员工比例

为男少女多，由此可以看出这个行业中男性的比例会高一点，

但是在走访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商户也需要很多女员工，

例如管理、财务、接待等工作，他们认为女性会比较细心。

3) 主要年龄段

根据数据显示我们可以了解到，大部分的商户员工都是

80 后，只有少部分 90 后，可以看出来的是塑胶市场缺少年

轻力量，再者就是很多商户故步自封，保留传统的市场交易

模式，我认为需要一些年轻力量去打破这个模式，让樟木头

塑胶市场更好的发展起来。

4) 主要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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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数据显示，37%商户的员工的主要学历为高中及以下，

47%商户的员工的主要学历为大专，26%商户的员工的主要学

历为本科及以上。由此可见，在樟木头塑胶市场里，塑胶行

业的门槛是比较的低的，学历并不是成功的主要因素。

5) 员工主要是哪里人

据数据显示，樟木头塑胶市场 90%以上都是非莞籍人口

并且大部分都是湖南人，而只有极少部分的是莞籍人口，樟

木头人更是寥寥无几，在我走访的过程中只一共遇到了 3 家

樟木头人开的商户。

2. 人才需求

1) 需要什么专业的人才

根据数据显示，销售类专业的人才在塑胶市场里最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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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访的过程中有商户老板曾说“销售人才来多少我要多

少”，其次是高分子类专业人才，塑胶本身作为高分子聚合

物，高分子类专业人才接触该行业能够更快上手，也能更好

发展，同时改性新材料的生成更离不开高分子类专业人才。

像一些大型的塑胶原料商户，他们也需要很多管理类专业和

财务类专业人才。在走访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英语类专业

人才在这个行业中并不是那么重要，商户认为会就最好，不

会也没有关系，对接国外生意一般都配有翻译。

2) 需要具备什么技术技能的人才

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进入塑胶行业的门槛很低，

商户需要的员工最主要就是勤奋、能吃苦，沟通能力强，最

好有一定的专业基础，老板们认为在塑胶市场内只要你能吃

苦、勤奋肯做事、沟通能力强，你一定可以有一番成绩，他

们需要的也是这样的人。

3. 员工流失与需求情况

1) 2017 年和 2018 年员工流失情况

据数据统计，在收集的 406 家商户中有 60 家商户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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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流失，其中 93%的商户流失人员 5 人及 5 人以下，7%的

商户流失人员 5 人以上。

2) 流失原因

据数据显示，大部分员工离开的原因是自行创业，在调

研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很多人都是现在塑胶市场里打拼几

年，深入了解这个行业后自己出来创业，这也是塑胶市场里

为什么大多数都是湖南人的原因，从樟木头刚开始发展塑胶

行业起，亲戚朋友们一个把另一个带起来，都是从不断的学

习到自己出来创业。

3) 员工需求数量和实际到岗情况

据收集数据统计，在 406 家商户中共有 104 家商户员工

需求数量和实际到岗情况不一致，其中东展塑胶员工需求

100 人，实际到岗 30 人；正星塑胶员工需求 60 人，实际到

岗 20 人；裕渝塑胶员工需求 50 人，实际到岗 40 人；由此

可见，很多大型企业需要多名员工，也有部分小型商户需要

一到两名员工。

(四) 市场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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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业状况

1) 如今塑胶行业的发展状况

据数据显示可以看出，目前塑胶行业发展状况良好，毕

竟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塑胶，我们用的电器产品、七尺

配件、玩具产品、甚至衣服上都有塑胶的影子，所以塑胶行

业的前景还是有的，但由于一些政策的出台以及一些强大的

竞争对手，导致一些例如只做再生塑料的商家会有些困难，

一些没落的商户难以发展。

2) 塑胶产品主要销售地区

据数据显示，大部分商户的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其次

主要销售到广东省内，再者主要只做东莞的市场，有少数商

户的产品甚至销售到国外。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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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产品国内需求量大的地区主要为珠三角地区等沿海地区，

经济发达的城市，对塑胶原料的需求量越大。

3) 希望国家、政府出台怎么样的政策

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商户希望国家、政府出台

一些例如资金资助、税收方面以及废料回收、再生利用等有

利于行业发展的政策，同时也有个别商户提出希望出台一些

有利于塑胶行业的外交政策。

八、 结论

1. 樟木头塑胶行业发展依然很有前景。

由调研结果可以看出，樟木头塑胶市场 2017 年年平均

交易额达到 4000 万元人民币并且据东莞市塑胶产业发展促

进会、樟木头塑胶原料市场管理处了解，2017 年樟木头镇塑

胶市场交易额约 500 亿元人民币。而樟木头塑胶市场 2018

年年平均交易额预估可以达到 5000 万人民币，预估年交易

额可达到 600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同时据调研结果

显示有 26%的商户认为 2019 年销售量还会持续增长，52%的

商户认为形势与今年差不多。同时，塑胶应用于生活的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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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面，塑胶行业的市场一直都由，建议了解市场的供需情况

以及国家政策，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那么必定能有逸帆作

为，综上所述我们可以预计樟木头塑胶行业发展依然很有前

景。

2. 樟木头塑胶市场具有磁极效应，但没有磁吸效果。

如果把樟木头塑胶市场比作一块磁铁，那么塑胶市场的

确很好的发挥了它的磁极效应，因为樟木头塑胶市场的存在，

所以来自全国各地的塑胶企业都都聚在了这里，形成了现在

占地面积达 30 万平方米分为四期并且拥有 1200 多家商户的

塑胶市场，但是根据调研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塑胶市场的

磁极效应聚拢了湖南、潮汕甚至全国各地的商户，然后带着

自己的亲戚朋友，一家带一家、一个带一个，发展成了如今

90%以上都是非莞籍人口的塑胶市场。作为一块大磁铁，它

没有很好的发挥自己的磁吸效应，没能够把更多的樟木头户

籍人口甚至是莞籍人口吸引进来，从而导致就连樟木头人都

不太了解在樟木头这个如此庞大的塑胶市场。综上所述，樟

木头塑胶市场具有磁极效应，但没有磁吸效果，希望通过此

次调研，能够让更多的樟木头人了解樟木头塑胶市场以及能

够参与到这个行业来。

3. 樟木头塑胶市场是个很广阔的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市场。

樟木头塑胶市场从建立到现在已有将近 20 年的时间，

经过长久以来的发展，塑胶行业里也流传着一句对樟木头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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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市场的美誉“北有余姚，南有樟木头”。经过调研了解

现今百分之百的商户都认为樟木头塑胶行业的总体特点有

以下三点，一是塑胶品种全面，二是产业集中，三是市场占

地面积大、商铺多。确实，在樟木头塑胶市场里一些常见的

塑胶原料随处可见并且拥有个各类特殊材料，同时不像其他

行业那样，樟木头塑胶市场规模庞大，商户集中。据调研结

果显示，虽然市场里存在着很多已经成立多年的商户，但是

新生力军的力量也很强大。

4. 樟木头塑胶市场的经营模式需要改变。

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樟木头塑胶市场的经营模式

类似于粮油市场、水果市场等市场属于传统的商业模式，要

想要发展，必须得改变如今的商业模式，如今是互联网的时

代，例如塑胶行业，我们每天都可以在普拉司网上看到各种

有关塑胶行业的咨询，以及每种材料的最新报价，若商户以

及顾客能够在网络上有一个桥梁很好的对接，那么樟木头塑

胶市场一定会得到更好的发展。然而传统的思维以及经营模

式阻碍了如今塑胶市场的发展，据数据显示，樟木头塑胶市

场内约 70%都是中年人，约 40%是家庭档口，所以很多商户

容易故步自封，也不需要外来新鲜血液，这样就少了一些思

想的碰撞。可以看出，樟木头塑胶市场现今更需要新鲜血液

以及新生力量来打破如今的传统商业模式，吸收更多的电子

商务以及互联网人才打造一个新型塑胶市场，把传统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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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变为新型的互联网商业模式，这样樟木头塑胶市场定能

经久不衰。

5. 就业门槛低。

据调研结果表明，塑胶市场内 80%以上的都是大专及以

下学历，同时据数据显示，现今塑胶市场内商户需要大量的

销售人才，是否是销售类专业显得并不是特别重要，因为每

个人都可以成为销售精英，而这就需要就职人员具有勤奋、

能吃苦的精神、沟通能力要强。当然，每一个大型塑胶企业

都需要管理类和财务类专业人才，这些除了需要就职人员勤

奋、能吃苦之外，还需要有一定的专业基础。如若想要走在

前头，那么高分子类专业的人才就能够比其他人在塑胶市场

里面更得心应手，更好的发展，毕竟塑胶本身作为高分子聚

合物，高分子类专业人才接触塑胶，就像篮球运动员打篮球

那样。

6. 创业需资本

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每一个商户的启动以及运

营都需要很大一笔资金，作为大学生，我们没有办法一开始

就拥有这么一大笔资金，就算有也不敢用这样一大笔资金，

建议可以先在塑胶市场商户学习并且积累资本，打下坚实的

基础，然后再出来创业。

以下为塑胶市场商户对大学生就业创业的一些建议：

广进利：有雄心壮志就大胆创业，大学生要沉得住气，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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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不能太浮躁，要改革自己的想法，要敢拼敢

闯，要有对家庭的责任感以及要有危机意识。

磊鑫塑胶：创业艰辛，慎重考虑，能够脚踏实地作好工作，

提升自我能力、实现价值，一样的会有诗和远方；

仁盛塑胶：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多进行社会实践，为以后

就业或创业做好准备，要有坚持、有毅力；

凯诩塑胶：人生的舞台就是积累的过程，不断的学习和会学

习才能人生精彩！

塑帮塑胶：一、创新 1.创新思维 2.营销创新 3.产品创新与

国家是我创新材料开发；

东湖塑胶：这行不好做 能做得好的都是几十年积累的经验

与业务，学好化工会很吃香，卖料的人很多，但

卖技术的人很少，物以稀为贵；

云飞扬：先就业打下坚定的基石，再创业成就自己的梦想！

腾烁塑胶：目前的创业与传统行业上需要更多的考虑与考察；

富州塑胶：勤奋、积极向上、多沟通、善于沟通；

泰胜塑胶：学以致用的唯一方式，要勤劳勤奋；

锦运幺公司：要有吃苦耐劳，努力奋斗的精神；

畅之翔原料有限公司：多读书有好处，为社会出一份力；

天一塑胶：勤奋吃苦，学好电子商务相关知识；

百志塑胶：脚踏实地，多学习专业知识；

锦兴塑胶：适合自己的最好，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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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开塑胶：要找清自己的定位；

新加星：知识在于运用，多学多用；

创捷塑胶：多想多做多看。

九、 心得体会

本次调研我们通过问卷调研的方式，对塑胶市场进行了

全面调研，第一轮我们团队走访了塑胶市场约 1200 家商户，

成功收获了 323 份问卷；第二轮我们整理出已收获问卷商户

的名单，并对照东莞市塑胶协会名单，对未成功收获到问卷

的商户进行二次走访，同时也对个别非会员商户进行了二次

走访，成功收获了 83 份问卷，此次调研我们共成功收获 406

份问卷。

同时在此次调研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例如活动可

行性、人员分配，人员调动、物资准备、问卷设计的问题等

等，通过不断发现问题，不断认识问题，不断解决问题，我

们不断进步。慢慢的工作下来我们了解到塑胶市场的许多情

况，且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我们更深入了解了如何与别人沟

通好，这门技术是需要长期的练习的。与同事，前辈沟通，

合作使我们在此次调研中成长了许多，感谢此次宝贵的调研

机会让我们一齐学习。

此次调研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到这么多商家以及老板，每

一份问卷的发放与收回都让我们内心充满了喜悦，每一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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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拒绝也会让我们倍感失落，即使面对了一次又一次的拒绝，

我们调研小组的成员依然没有放弃，笑脸面对陌生的商户，

诚恳介绍自己，在烈日下一家一户的穿梭着。历时将近一个

月，每天早上 9：30--下午 5：00，塑胶市场里都有我们忙

碌的身影，我们忘不了炎炎夏日的每一次汗流浃背，更忘不

了收获每一份答卷的欢喜雀跃。调研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与同事，前辈沟通，合作使我们在此次调研中学到了许多，

感谢此次宝贵的调研机会让我们一起成长进步，同时感谢东

莞市塑胶产业发展促进会对我们调研活动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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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附录：

“聚焦塑胶重镇,扬起创业风帆”

樟木头大学生塑胶市场调研问卷

樟木头塑胶市场 期 栋 号 公司：

姓名： 电话： 性别： 年龄： 籍贯：

1、贵公司的企业类型是： A 生产型企业 B 贸易型企业 C 其他

2、贵公司创办至今已有多少年： A 5 年以下 B 5-10 年 C 10-15年 D 15-20年

3、贵公司主要的产品是： [多选题]

A 塑胶原料 B 改性新材料 C 再生塑料 D 塑胶注剂 E 其他

4、材料主要应用于什么方面： [多选题]

A 电器产品 B玩具产品 C 汽车配件 D其他

5、原料的产地：A 国产 B 进口

6、主要从什么渠道进货： [多选题]

A 石化生产厂家 B代理商 C 同行 D其他

7、去年（2017年）销售量大概多少吨：

A 1万吨以下 B 1-3万吨 C 3 万吨以上

8、预计今年（2018年）销售量大概多少吨：

A 1万吨以下 B 1-3万吨 C 3 万吨以上

9、预计明年（2019）的趋势：

A 持续增长 B与今年差不多 C 有所下降

10、你认为有什么因素影响这个趋势： [多选题]

A 需求 B禁废令 C 环保 D消费升级 E 其他

11、贵公司一年的销售额（产值）能达：

A 5000 万以下 B 5000 万-1亿 C 1 -3亿 D 3 亿以上



28

12、贵公司一年的毛利率大概是：

A 5%以下 B 5%-15% C 15% -25% D 25%以上

13、贵公司一年的缴税额大约为：

A 50万以下 B 50万-100 万 C 100万-200万 D 200万以上

14、贵公司现有员工数量：

A 5人以下 B 5-10 人 C 10-20人 D 20 人以上

15、员工男女比例： A 男女均衡 B 男多女少 C 男少女多

16、主要年龄段： A 18-25 B 25-35 C 35 以上

17、主要学历为： A 高中及以下 B 大专 C 本科 D本科及以上

18、主要是哪里人：A 湖南 B 潮汕 C 广东省内 D 东莞 E 樟木头 F 广东省外

19、需要什么专业的人才： [多选题]

A 销售类 B 管理类 C 高分子类 D 财务类 E 其他

20、需要具备什么技术技能的人才： [多选题]

A 勤奋、能吃苦 B 沟通能力强 C 有专业基础 D其他

21、贵公司 2017 年和 2018 年员工流失了多少：（ ）

22、流失的原因是什么： A 自行创业 B 改行 C同行高升 D 其他

23、贵公司 2017 和 2018 年的员工需求数量：（ ）实际到岗多少人：（ ）

24、你认为现在塑胶行业的发展状况如何：

A 前景很好 B 中规中矩 C 形势不太乐观

25、贵公司的商品主要销售到什么地方：

A 东莞 B广东省内 C 全国各地 D 国外

26、希望国家、政府出台怎么样的政策： [多选题]

A 资金方面的资助 B税收方面的政策 C 废料回收、再生利用等政策 D其他

27、对大学生就业创业的一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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