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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信息标注不完整触“红线”

议价能力过低代工厂利益受损

宜家低价战略摊薄代工厂盈利空间

一家宜家代工厂的负责人表示， 宜家一方面不断地压低价
格，一方面制定了很高的、很难达到的质量标准，而到底是
否达到标准，全是宜家说了算。

本报记者 张玉 石英婧 上海报道

来自瑞典的家居界零售巨头
宜家家居最近的日子并不“太平”。
除广告被质疑歧视单身女性之外，
宜家商品不标注代工厂信息也被
质疑无视中国的《产品质量法》。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实地走

访宜家家居上海徐汇商场店发现，包

明确违反了中国的《产品质量法》，消

外销售。 同时，承担产品质量责任的

括人造花、花瓶、吸管、砧板、儿童凳、
沙发等多款委托加工的家居商品在

费者可以直接找商家进行退货。
对此， 宜家方面在邮件回复记

主体为宜家瑞典有限公司，当产品遇
到质量问题时，宜家瑞典有限公司将

产地一栏均没有明确提到生产厂家
的具体厂名厂址。

者采访时表示，宜家产品的生产模式
均采用委托生产加工的方式，即宜家

承担相应的责任，并通过内部管理系
统同供应商进行沟通和解决问题。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宜家不标注
代工厂信息可能是出于商业机密环

瑞典有限公司向受委托企业提出所

而顺着这个切口， 大牌企业宜

有的产品要求，受委托企业根据该要

家和代工厂之间的利益链条也逐渐

境下对品牌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但这

求仅生产加工相关产品，并不负责对

浮出水面。

不标注代工厂信息被指伪亲民
“
宜家利用了一部分中国消费者崇洋媚外的心理，刻意突出自己的瑞典形象，其实宜家很多产品就是在中国的小县城、小乡镇生产的。”

财政季度内， 宜家家居业绩

工厂。 宜家每周都会派人到工厂

向好。 据国外媒体报道， 截至今

跟进项目进度。 而当提到对宜家

年 8 月份的一个财政季度中，全

不标注代工厂信息是否知情时，

球范围内的宜家家居商店的总销
售额为 383 亿欧元 （约合 449 亿

黄先生表示对此并不了解。
而除了顺合木业， 记者了解

美元），较上年营收增长了 5%。

到，包括松源木业、顺达木业、舒

宜家官网显示，公司经营理
念最初始于为大众提供经济实

尔木业（鹏飞木业）、兴旺木业等
都跟宜家有代工关系。

惠的家居装饰产品，提供低价优
质的产品也一直是宜家竞争的

据中国青年网此前报道，一
家宜家代工厂的负责人表示，宜

一大优势。 不过在低价战略的
层层利润蚕食下， 宜家代工厂

家一方面不断地压低价格， 一方
面制定了很高的、 很难达到的质

事实上，自 1998 年打开中国市

是在中国的小县城、小乡镇生产的。

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

量标准，而到底是否达到标准，全

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江瀚认为， 家居行业的代工厂多
为城市周围代工小产品的工厂。

是宜家说了算。“
代工厂如果不听
话，宜家随时可以质量问题、不符
合要求等名义索赔， 搞得你倾家

“他们完全通过订单进行生产，
自己的研发能力、设计能力都很

荡产。因为按照宜家的规定，商品
出了质量问题，代工厂负全责。 ”

弱。 ”江瀚表示，家居企业和代工
厂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委托加

事实上， 记者注意到， 早在
2013 年，多家媒体就曾报道，随着

工的关系，“由家居企业在产业
上游提供品牌设计，下游提供营

宜家在中国推行低价策略， 宜家
把代工厂的利润控制在 5%以内。

销，中游由这些企业来完成。 ”
记者辗转联系到山东 省 诸

宜家代工厂集体倒戈，连续亏损 3
年后，代工厂宁愿停产也不供货。

城 市 的 一 家 宜 家 代 工 厂——
—顺
合木业有限公司。 顺合木业官网

据江瀚介绍， 从整个产品的
角度来讲， 使用代工生产工艺来

显示， 公司是宜家的下属供应
商，主营产品有松木椅子、矮凳。

进行生产的商家普遍采用的都是
“
三来一补”的代工方式，“这种方

目前公司有 500 多员工。
据顺合木业供应商黄先生介

式下， 中国的代工厂所拥有的议
价能力是非常弱的”。从这个角度

绍，顺合木业作为代工厂跟宜家合
作已经二十余年，宜家仅负责提供

来说， 以宜家为代表的强势品牌
要实现自己的品牌价值最大化的

设计图纸， 从原材料到出产品，顺
合木业全权负责宜家商品的加工

最好办法， 是除了自己的品牌以
外，不出现任何其他的品牌。而这

生产。利润方面，据黄先生介绍，一
般宜家会先给到图纸，由代工厂进

也成为很多大企业进行品牌宣传
中常用的一种手法。
“以中国制造业的现状来说，

场以来， 宜家一直保持亲民形象，

出于很多商业行为的考虑， 宜家不

并以为大众服务作为自己的经营

会标注这些代工厂信息。”产业经济

理念， 目前已在大陆开设 24 家商
场。 然而近日，据中国青年网报道，

观察家梁振鹏告诉记者。
除了宜家，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宜家在产品外包装上不标注代工
厂信息， 无视中国的 《产品质量

到，家居行业代工现象普遍。 日前，
记者走访了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的

法》。 于是，不少业内人士也表示，
宜家实际上是
“伪亲民”。

红星美凯龙商场。 在台湾高档休闲
家居 Agio 品牌展台，销售向记者介

记者在宜家家居上海徐汇商
场店走访中了解到，多款委托加工

绍， 所陈列的商品都是从广东的一
家工厂发货的。由于展位有限，只摆

的家居商品在产地一栏均没有明
确提到生产厂家的具体厂名厂址。

放了部分款型， 其余的可以通过宣
传册进行购买。确定好款型之后，由

比如，一款儿童坐的椅子在产地一
栏仅仅标注了中国广东。 相关工作

工厂统一发货。 记者注意到，Agio
品牌下一款艺墅花园编藤吊篮零售

人员表示，具体的生产厂家不可能
标注，“这个是由宜家设计，在中国

价为 3890 元，在产地一栏仅标注了
广东省顺德。
近日，记者在宜家家居上海徐汇商场店内看到，多款热销商品均没有在产地一栏明确标注生产

政管理总局设立的 12315 消费者投
诉举报电话进行咨询，相关客服人员

表示，《产品标识标注规定》 已于
2014 年废止， 不能援引该规定，应

一位曾历时 3 年时间调研 300
多家企业的经济界人士告诉记者，
代工现象在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甚至
是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都大规模存

当严格按《产品质量法》规定执行。
邓学平表示，宜家在“产地”信

在。 部分商家代工生产不标明产地
的原因， 一方面可能是一个类型的

出来的。 当记者问起一款沙发的具

表示，如果没有厂名厂址确实属于违
法，可以直接找商家进行退货。
除了在本文导语部分提及的宜

息中模糊标注是不符合《产品质量

产品不是由一家厂商来生产完成

“
我
体生产厂商时， 该负责人表示，

家回复，此前，宜家中国公关经理许

们能告诉你的也只有这些， 我们能
看到的东西和你一样多”。
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第二

丽德在答复相关媒体采访时也曾表

法》的。 不管是宜家的代工厂还是
供应商，都应明确产地，标明生产

的。“
同样形制，同样规格，同样产品
可能是由 5~6 家甚至更多厂商来完

厂家的厂名厂址，否则应由辖区内
工商部门责令整改并给予相应行

成。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为了统一标
准，实现整个产品的统一，一般不作

政处罚。
“宜家利用了一部分中国消费

具体标注。 ”同时，代工生产厂商不
承担相应的责任，责任由宜家来负，

者崇洋媚外的心理， 刻意突出自己
的瑞典形象， 其实宜家很多产品就

这也导致不标注具体厂名厂址现象
的发生。

广东生产的，标注生产厂家的厂名
厂址会分散客流”。
而在另一个沙发床专卖区，相
关人员坦承，虽然是国外品牌，但是
宜家不可能所有商品都从国外运过
来， 所以部分商品是由代工厂生产

本报记者 张玉 / 摄影

厂家的厂名及厂址。

十七条，产品或者其包装上必须用
中文标明产品名称、生产厂家的厂

示，
“
根据《产品标识标注规定》，若受
委托企业不具备对外销售责任，且无
法承担产品质量责任问题，应标明委
托人的名称和地址”。

名和厂址。
记者随后拨打了由国家工商行

对此， 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务
所高级合伙人邓学平并不认同。 他

行报价。 工厂利润并不固定，
“
好的
时候多点，不好的时候少点。 ”
黄先生表示，宜家对产品质

最好某一个家居品牌商， 能够标
注他自己生产的品牌产品， 实现

量要求相当严格，材质、油漆、包
装各方面都有严格规定。 每个代

从上游采购、仓储物流配送、研发
生产、 销售及售后各个环节都可

工厂都有一个代码，有自己的产
品编号，每一周生产的产品会有
一个货号，以此来区分不同的代

以得到妥善的控制， 这个对消费
者权益来说也是最有保障的”。梁
振鹏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