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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创造力带动非织造产业快速发展
2017中国国际非织造材料展览会暨高端论坛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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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原会长王天凯在参观
完展会接受记者采访时用两句话概括感受：一
是非织造布产品在医疗卫生、滤布等领域的应
用档次很高；二是装备企业未来潜力很大。非
织造领域是产业用最为重要的环节，企业脱颖
而出的关键是要做精、做好、做出特色。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国际贸
易促进委员会纺织行业分会常务副会长徐迎新
参观展览时表示，当前，国内非织造材料产业
作为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的重要分支，发展迅
速，产品应用更广泛，下游市场拓展更深入，
这些都离不开国产设备技术升级的带动。下一
个发展阶段，非织造设备企业应向国际先进
水平看齐，在提升运行速度的同时，提高稳定
性。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产业用
纺织品行业协会会长李陵申在展会现场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从本届展会的情况来看，国内
非织造产品发展呈现出3大趋势：一是国产制
品原始创新有重大突破，产品高端化趋势越发
明显，随着应用技术的改进，企业效益不断增
加，不少企业的产品已经填补国内外空白，产
品高端化也降低了国内市场对于国际产品的依
赖；二是环境友好型产品越来越受关注，生物
质纤维、再生纤维素纤维需求越来越多，医疗
卫生、车用纺织品加速向环保、循环利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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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三是长丝类功能性纺织品逐渐起步，特
别是涤纶长丝防水土工材料取得很大进展，产
品更加细分、差别化。
中国国际贸促会纺织行业分会副会长梁鹏
程表示，产业用纺织品领域具有广阔的前景和
发展空间，CINE的举办，体现了专业展会更加
细分的特点。2015首届CINE得到了国内外企业
的热情参与。本届展会与上届展会相比，专业
化水平更高，企业带来的展品更加具有高技术
含量，行业间的互动也更加密切。此外，主办
方也在展会服务方面与时俱进，例如，本届展
会参展企业的展位安装了电子芯片，可通过蓝
牙与参展商与观众证件中的芯片相连。主办方
可随时了解观众的参观路线，进而总结出观众
的关注热点，为下次办展、企业下次参展提供
更多的详实数据。
近年来，面对国内非织造布消费市场扩张
加速，相关产品及行业迎来利好，国内众多非
织造企业通过技术升级、研发攻坚等方式，综
合竞争能力逐步加强。在本届CINE的现场，不
少企业的展品都体现了高端化、国际化的发展
趋势，进一步力证了我国非织造行业的巨大发
展潜力。

三天展会尽展非织造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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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展会备受各方关注，全球优势企业的
相聚吸引了各方专业观众到场采购，商贸接洽
情景随处可见。更有不少专业人士表示，现场
展品体现了目前非织造行业高、精、尖的产品
特点，亮点纷呈。
在必得福公司的展台，最新的医疗、卫
生、工业用非织造布纷纷呈现，引得不少专业
观众驻足了解。工作人员邓经理介绍，本届展
会，公司带来了"新鲜"的产品，比如说模特身着
的BVB手术衣和加强型手术衣等，在展会期间
最受关注。
在天鼎丰公司展位中，能看到其最新产
品--聚丙烯长丝产品。高强粗旦聚丙烯纺粘针
刺土工布重量轻、耐碱性好、耐化学性好。陈
志宏经理介绍说聚丙烯长丝产品今年4月刚刚
投产，产品性能质量均赶超国际水平。目前国
际上，只有荷兰一家公司可以生产同品种的产
品。
在杭州路先展位，重点展示了高密度、高
强度和高定量的"三高"水刺非织造合成革基布和
屏蔽型拒水、拒油、可降解的环保型水刺非织
造医疗材料。据公司负责人介绍，得知路先参
加非织造布展，很多客户前来展台参观，一方
面了解路先的新产品，另一方面也希望和业界
同行交流学习，以期了解行业先进技术，以指
导企业在研发生产中可以做到差异化。
在中国妇婴卫生用纺织品示范集体--广东
省南海区西樵卫生用品产业集群的展位上，九
家企业联合展示。本届参展是西樵卫生用品产
业集群的首次集体亮相，九家企业中有三家是
下游成品企业（广东昱升个人护理用品有限公
司、佛山市啟盛卫生用品有限公司、佛山市惠
婴乐卫生用品有限公司），余下的六家为上游
无纺布供应企业。
展会现场，来自中国环保滤料产业名镇江
苏阜宁县的六家参展企业以集群形式展出，人
气高涨。环保滤料产业是阜宁县重点打造的新
兴特色产业，通过多年的积极发展，该集群环
保滤料产业链已逐步从基础滤布向高性能纤维
材料、基布生产及环保装备设计、研发、生产

转型，产品基本覆盖全国各大省市。集群负责
人希望通过展会呈现出近年来集群的积极变化
和取得的成绩，让更多优秀企业家选择阜城、
投资阜城，进一步做大做强环保滤料产业园
区，打造全国最大全产业链环保滤料制造研发
基地。
在展会中，仔细观察不难发现，热风产品
出现在多家展商的展位中。近些年热风产品有
回暖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热风产品受到我国
最大的出口国日本的喜爱。在昌隆、金三发等
企业的展位，都可以发现热风产品的身影。据
金三发的工作人员介绍说：热风材料相比比无
纺布更加细腻，做尿布、卫生巾的表层时手感
更加柔软、更有弹性。
展会现场，人们很容易就被江南高纤的展
位上的几个透明球吸引。展位工作人员介绍，
球中的六种产品是市场上的拳头产品，此次展
会将它们"撕碎放进透明球中"展示，美观整洁，
而且可以节省出更多的洽谈空间。
金三发生产的非织造布产品广泛应用于婴
儿卫生用品、妇女卫生用品、医疗卫生用品等
领域，展会期间现场人气较高。据公司负责人
介绍，展会期间，有很多企业前来了解纸尿
裤、湿巾等卫生用品，计划寻找适应市场需求
新产品的客户很多，也有一些企业拿着成品前
来咨询相关原料的。
衡量一个展会专业和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参
展商和专业观众的数量，从本届展会情况来
看，国内外非织造布骨干企业和代表集群悉数
到场，参与程度之高超过往届。展会还吸引了
众多专业观众前来进行商贸洽谈，参展商、客
户和观众热烈的交流场面随处可见，有些企业
当场达成订单。
从展会效应来看，参展企业普遍表示出对
2017 CINE专业性的高度肯定，在这个平台上，
他们可以最先了解行业前沿技术和设备，以指
导研发和生产；能更好地展示企业形象，扩大
品牌效应；在这个平台上，并且了解消费者需
求，开发切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减少经营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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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展会在服务上也与时俱进，引入行为
轨迹采集技术。通过"蓝牙网关+蓝牙胸牌"，可
以实时了解各展馆、展区、各时段的人流量数
据，并可追溯每个观众个体的观展行为轨迹数
据，包括所到访的展台和停留时长。

高谈论技 第六届中国国际非织造布会议引
人关注
展会第二天，第六届中国国际非织造会议
如期举行。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原会长王天
凯，中纺联副会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纺织行业分会常务副会长徐迎新，中纺联副会
长、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会长李陵申，
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副会长贺燕丽，中产协
副会长李桂梅，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纺织
行业分会副会长梁鹏程，美国非织造布协会主
席David Rousse等行业领导出席会议。中国产业
用纺织品行业协会秘书长张传雄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以“构造行业持久发展动力”为
主题，分为上午主论坛与下午“医疗卫生用纺
织品技术与市场”、“耐久性非织造布技术及
市场”两场平行论坛。会议吸引了来自全球行
业组织领导、跨国公司和国内知名企业专家、
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以及下游客户的代表300
余人与会。
美国非织造布协会主席David Rousse在上
午主论坛的致辞中表示，非织造材料行业既是
全球纺织业中成长最为迅速、创新最为活跃的
产业之一，又是一个伟大的高性能技术产业，
一次性卫生用品、环境清洁用品、工业用功能
性纺织品的应用，多次刷新消费者对所用产
品的观念。全球非织造布行业应加强产业协同
合作，不断地推陈出新，提高产品品质，以满
足更多来自市场的需求。此次非织造布国际会
议，将聚焦全球非织造布行业的现状与发展趋
势，总结行业取得的成果、分析行业面临的难
题，旨在加强全球非织造行业间交流，帮助业
内企业了解更多行业运行数据，提高企业的决
策能力。
会上，李陵申介绍了国内非织造布工业的
发展情况。他表示，当前，中国已经具有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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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织造布产业链条和全球最大的生产能力，
庞大的国内市场在支持国内产业快速发展的同
时，也不断满足全球市场的需求。产业规模
方面，2016年，我国非织造布产量达到535.4万
吨，同比增长10.4%。山东、浙江、江苏、湖北
和福建是国内非织造布的主要产地，其中山东
省和湖北省增速较快。应用领域方面，医疗卫
生是国内非织造布最大的应用领域，也是推动
国内纺粘和水刺非织造布增长的主要动力；土
工建筑是非织造材料第二大应用领域，国家不
断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及“一带一路”战略的
持续推进，加快了土工建材的创新与应用；过
滤分离是非织造材料另一重要应用领域，国内
高温过滤非织造布技术创新基本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中常温空气过滤、液体过滤技术和市场
也得到快速发展。行业投资方面，国内非织布
的投资呈现较强的周期性，2017、2018年处于投
资上升期。技术创新方面，高强粗旦聚丙烯纺
粘针刺土工布、薄型聚酯纺粘非织造布、双组
分纺粘水刺超细纤维非织造布、恒天重工宽幅
高效数字化水刺生产线等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但李陵申也坦言，尽管国内非织造布产业发展
成效明显，但主要高端装备仍需进口、部分产
品工艺处于研究阶段、有国际影响力企业较
少、跨国经营不足等方面的短板依旧应当引起
重视。
李陵申表示，国内非织造布未来的发展重
点应集中在4个方面。一是加强技术创新。加
强复合型非织造布及基础理论、产品应用评价
体系和功能检测技术研究；加强产品结构和功
能设计、纤维织物界面处理、功能性后整理关
键共性技术研究等。二是加快智能制造。智
能制造具有缩短产品研制周期、提高生产管理
效率的重要意义。非织造材料智能制造的关键
技术包括高度自动化生产线装备覆盖全业务范
围的信息系统、高性能传感器和工业大数据、
物联网与云计算平台等。三是加强责任制造。
行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国内非织造布产业社会
影响力大幅提升，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愈加重
大。非织造布行业责任制造主要体现在向用户
提供安全和健康的产品，降低生产过程和废弃
品对环境的影响，守法经营和诚信有序的行业
环境，员工权益的保证和参与社会公益，从而
实现可持续发展。四是深度实施“走出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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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中国非织造布产业将通过“走出去”实现
产业链的跨国整合和价值链的全球突破，业内
骨干企业应先行作出一些有益的尝试。
《全球纤维年鉴》总经理Andreas W.
Engelhardt介绍了全球纤维、织物、非织造的
现状与展望。他表示，近年来，全球纤维的加
工量保持上升姿态，2016年全球短纤维产量略
高于5500万吨，其中，天然纤维产量未发生明
显变化，但受农田数量的限制、价格、性能和
规模经济等方面的影响，人造纤维需求量大幅
增长。中国、印度和美国成为世界三大短纤维
生产国，占全球市场份额的60%。非织造布市
场以短纤维为主，他表示，尽管面临市场不稳
定、零售需求疲软、投资放缓等全球性行业难
题，但全球纤维市场将持续增长预计增加2500
万吨，人均需求提高约2公斤。此外，机织物
的产量将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针织物会低速增
长，而非织造布，特别是纺熔非织造布将会有

很强的增长动力。
安德里兹集团销售总监Andre Michalon介绍
了公司非织造布设备的创新与发展。他表示，
非织造布属于增值型产品，市场也会不断增
长。完整非织造布生产线技术、整体解决方案
一定会成为发展热门，企业应当及时设定具有
创新意识的研发计划与生产计划。
论坛上的高端对话环节，来自国内外的多
位专家就全球非织造布市场的现状与创新趋势
进行了交流。
随着非织造产业的快速发展，国内纺机企
业也在向产业用领域发力。中纺机、青岛纺机
等知名纺机企业都出现在展会中。企业认为，
这几年，汽车装饰、医疗卫生、过滤等领域发
展很快，无纺布企业都在扩大产能，增加生产
线，为纺机企业提供了机遇。

首届“中国服装定制高峰论坛暨浙江省时尚产业
联合会成立大会”在浙江柯桥举办
6月15～16日，“中国服装定制高峰论坛暨
浙江省时尚产业联合会成立大会”在浙江柯桥
举办。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中国服装协
会会长孙瑞哲致辞。主要内容如下：
首届中国服装定制高峰论坛的顺利召开，
是新经济条件下，中国服装行业变“资源导
向”为“需求导向”，建立快速反应的柔性制
造模式，匹配个性化、多元化、立体化需求升
级的策略性思考与实践。
数字化时代，正在推动传统的生产方式、
传统的交换方式、传统的生活方式发生革命性
的变化。响应这些变化，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中，我们的目
标，就是要将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建设成为创新
驱动的科技产业、责任发展的绿色产业和文化
引领的时尚产业。

当前，国家对实体经济发展给予极大关
注，作为在所有行业中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
业，服装产业的转型升级，必须洞悉数字化时
代对服装产业科技创新、时尚表达、服务再造
的深刻影响，着眼于新经济时代服装产业发展
的新趋势，创造互联网时代产业发展新优势，
落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三品”战
略，满足并创造消费新需求，这是行业发展必
然的路径选择。
2017年以来，纺织行业产销增长相对平
稳，质量效益稳步改善。1-4月纺织行业规模以
上企业工业增加值继续放缓，同比增长5.0%；
投资增速有所放缓，500万元以上项目投资完成
额3335.3亿元，同比增长8.4%；出口增速回稳，
1-5月累计出口纺织品服装998.8亿美元，同比增
长2.1%；内需增速稳中趋缓，1-4月全国限额以
上服装鞋帽针纺织品零售额同比增长7.1%，网
上零售增速有所加快，1-4月全国网上穿着类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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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8.4%；企业效益有所改善，
1-4月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2967
亿元，同比增长9.2%，利润总额为1173.3亿元，
同比增长11.5%。
今年是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制造2025》
的第三个年头，在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
转变的伟大进程中，中国纺织工业具有率先实
现世界纺织强国的基础和优势。作为世界最大
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新常
态下中国纺织工业有责任去积极探索新模式，
寻求新突破。借此机会，围绕“定制融汇智能
制造”的主题，与大家分享三个观点：

创新
未来的服装产业，时尚智能产品研发与零
售终端智能消费体验，将成为两个既酷又炫的
行业亮点。与此同时，服装产业还应协同产
业链上下游创新，依托自动化、数字化、智
能化装备开发，智能工厂建设，实现产品的智
能化、生产设备的智能化以及运营过程的智能
化。

一、加速落地服装产业大规模定制的创新
重点和关键环节

一方面，要提高产业链上游装备的生产效
率、功能性及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推进具有自动感知、智慧决策、自动执行功能
的高端智能装备的产业化开发和应用。推进吊
挂系统、智能物流包装、智能机器人、网络化
信息管理系统等开发应用。

服装大规模定制，是企业运用信息技术、
现代设计方法、标准技术、敏捷制造及柔性制
造技术等一系列高新技术，通过组织结构和制
造过程再造，以大规模生产的成本和速度，为
单个顾客或小批量、多品种市场定制任意数量
产品的生产模式。

另一方面，应加快研究制定纺织智能制造
体系架构、数字工厂参考模型、通用技术条
件、评价验证等智能制造标准。开展以自动化
和智能化生产、在线工艺和质量监控、自动输
送包装、智能仓储、智能管理为主要特征的数
字化、智能化工厂试点示范。

《纺织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将
培育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定位为重点发展方向之
一。大规模定制未来发展趋势体现为：定制流
程模块化、定制场景虚拟化、全品类定制平台
化、互联网+和智能制造一体化。其创新重点和
关键环节包括：制定服装测量方法标准，推动
人体数据库建设和服装号型标准制定，提高三
维人体测量、服装3D可视化及模拟技术的精准
性和实用化。建设消费者与生产企业信息交互
平台、产业链协同供应平台，在服装、家纺行
业推广个性化定制和批量定制，直接对接消费
需求，用工业化手段生产个性化产品。

三、系统打造中国服装产业智能制造的生
态环境

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是最能表征供给侧与需
求侧、技术与时尚无缝对接的前沿领域。未
来，应动态跟踪消费需求变化，厘清并加速落
地服装产业大规模定制的创新重点和关键环
节，从生产与消费环节实现双向驱动，在规模
化定制与个性化审美之间寻求有效平衡。
二、深度融合智能型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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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是单个环节的效率提升与障碍突
破，更是关联生态的效益传导与和谐匹配。因
此，应以集成创新的系统观念，打造服装产业
智能制造的良性生态环境，加速智能制造意识
与技能的双重落地。
在工信部支持和推动下，2016年5月9日，
由中国服装协会发起，联合相关产业协会、科
研院校和龙头企业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服装智
能制造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未来，依托联盟
的协同，应聚焦服装产业的整个智能生态，打
造信息资源平台、研究开发平台和成果推广平
台，加速服装规模定制产业创新生态及柔性供
应链的系统形成。
此外，推动服装产业智能制造的生态营
造，应当关注三个问题。

行业动态
一是促进品牌与文化创意产业、高新技术
产业融合发展，精准定位各层次差异化需求，
开发多元化产品，不断提升企业实力。

对员工、消费者的人本责任，节能减排、环境
治理的环保责任，以及保障市场公平性的市场
责任。

二是提升产品质量和加快品牌建设。通过
科技进步、设计创新、工艺可靠、标准严格、
控制严谨、装备先进等手段提升产品质量，推
动服装行业知名产品品牌、企业品牌、区域品
牌和国际品牌的成长。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纺织服
装行业要坚决落实“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举
措，探索实施路径，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
态，形成创新驱动发展、质量效益提升、品
牌效应明显、国际合作加强的发展格局，创造
国际竞争新优势，为强国建设做出新的历史贡
献。

三是责任发展保障价值可持续。即：承担

《东南亚地区纺织发展环境与投资机会研究》
专家评审会顺利召开
6月14日上午，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市场
部承接的工信部课题《东南亚地区纺织发展环
境与投资机会研究》专家评审会在纺织贸促会
会议室举行。课题委托方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
曹学军副司长、曹庭瑞处长、纵瑞龙，行业专
家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朱北娜会长、中国服装
协会秘书长焦培参加此次评审会，就报告文稿
进行审议并提出修改意见及建议。课题承接方
中纺联副会长徐迎新，中纺联国贸办主任、纺
织贸促会副会长林云峰，中纺联市场部主任、
纺织贸促会副会长梁鹏程，以及课题组成员共
同出席，就此次课题研究成果向专家评审进行
汇报。
"近年来，世界纺织格局不断发生变化，从
全球纺织制造供应链的角度看，中国与越南、
孟加拉为代表的东南亚、南亚国家在要素禀
赋、产业层次、出口市场和商品结构等方面存
在相似性，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也日趋激烈。
国际订单开始转移，一方面体现在过去几年我
国服装（特别是针织服装）的出口数据持续下
降，另一方面则体现为海外新增投资导致的海
外产能不断增长，我国纺织服装企业不可避免
地投身于东南亚绿地投资的热潮。此消彼长之
势，不可不察。"纺织贸促会贸投部刘耀中副主
任首先向与会专家介绍了课题的研究背景、思
路及内容。

报告分为五个章节，从中国纺织工业"走出
去"的基本情况入手，重点剖析东南亚和南亚
地区纺织服装业的发展，并挑选竞争力最为突
出的越南和孟加拉国作为具体研究对象，由点
及面，较为充分的分析其纺织业 发展现状、进
一步发展的潜力以及存在的问题。同时，课题
研究了中国纺织产业资本对其投资的机会和风
险，最后从行业协会的角度，以《纺织工业发
展规划(2016-2020年)》中的相关目标为锚，分
别向纺织服装企业和作为纺织业主管部门的工
信部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两位行业专家在听取了课题汇报后，对课
题的研究成果给予充分肯定。朱北娜会长表
示，本研究报告数据收集齐全、条理性强，对
产业链的投资分析十分明确，同时对政府及企
业的发展建议符合实际，具有借鉴意义。建议
协会持续跟进了解纺织服装企业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发展动向；同时希望政府加大对"走出
去"企业在导向政策及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加强与被投资地政府和金融等方面的联系。
焦培秘书长则给予报告"客观、详实、专
业、中肯"的高度评价，认为本课题对于中国纺
织服装业走出去的总体态势、内外动因、布局
特点介绍得十分清晰，对东南亚、南亚四国，
特别是对孟加拉和越南的纺织服装业的整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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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发展现状和投资环境和趋势分析得比较透
彻，对于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到东南亚投资具有
很高的参考价值，同时也给出了行业预警。
之后，课题委托方消费品工业司曹学军副
司长和曹庭瑞处长分别对课题进行验收点评。
在充分肯定了课题研究成果的同时，提出希望
协会进一步加强行业研究的方向和建议。

评审会的最后，徐迎新会长对工信部在中
纺联工作中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我国
纺织业在"十三五"期间担负着基本建成纺织强国
的重要任务，希望工信部作为纺织行业主管部
门，在资金融通方面给予"走出去"企业以支持，
同时支持纺织联合会做好行业境外投资布局的
统计工作，支持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国际产能合
作和"走出去"企业联盟的平台支撑和服务功能。

中纺联代表团访问埃塞俄比亚
2017年6月5日，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代表
团赴埃塞俄比亚进行投资调研，这是继2015和
2016年之后，中纺联领导第三次率领企业代表
团前往埃塞进行投资调研。代表团由中国印染
行业协会会长陈志华，工信部消费品司处长曹
庭瑞，中国纺织国际产能合作企业联盟秘书
长、纺织贸促会副会长林云峰，中国纺织工业
联合会社会责任办公室主任阎岩，东渡集团董
事长徐卫民以及来自纺纱、印染、针织、服装
行业的企业家17人组成。
代表团与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阿尔卡贝博
士在总理府举行了见面会，阿尔卡贝博士对代
表团一行的来访表示欢迎，并对过去几年中纺
联为推动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前往埃塞投资所做
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中纺联国际贸易办公室主任、联盟秘书
长、纺织贸促会副会长林云峰表示，中纺联自
2015年开始与埃塞政府机构着手两国间的纺织
国际产能合作工作，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
纺联与埃塞政府机构间的合作取得显著成果，
目前中纺联已将埃塞俄比亚列为纺织国际产能
合作的重点国别。双方共同回顾了以往工作进
展中的几个重要历史时刻：
▼2016年3月，中纺联与埃塞俄比亚投资委
员会签订合作备忘录，双方通过建立磋商和协
调机制，加强信息交流，分享投资红利。
▼2016年10月，中纺联与埃塞俄比亚投资
委员会在上海共同举办“埃塞俄比亚投资交流
会”，阿尔卡贝博士亲自介绍埃塞的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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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潜力，会议受到了200多名来自行业重点企业
的关注。
2017年5月12日，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举办前夕，中纺联与埃塞驻华大使馆共同组织
“埃塞俄比亚总理与中国纺织企业家见面会”
在京成功举办，以江苏阳光集团等企业为代表
共12家企业30余人参加了见面会。
阿尔卡贝博士会见时强调，埃塞政府把发
展纺织服装产业作为国家工业化的优先发展领
域，并一直致力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发
展工业园建设。继阿瓦萨工业园一期完成招商
后，阿瓦萨工业园一期半工程也将于6月20日正
式峻工，位于埃塞东部的德雷达瓦工业园已于
今年3月动工，工业园区目前正在进行的项目包
括：厂房、建筑单位和道路外线等，其中15座
厂房的建设将于6月30日峻工。埃塞政府致力于
在2025年达到出口纺织服装300亿美元的目标。
调研期间，中纺联代表团一行还与埃塞俄
比亚投资委员会举行了双边工作会议，就双方
下一步合作，以及中国纺织企业重点关注的优
惠政策落地、外汇等问题与投资局展开进一步
的探讨和交流。此外，代表团还实地考察了阿
瓦萨工业园区和德雷达瓦工业园。
ௗ੶ࢺߢᅞᇿȢጝহे۞ใᅓ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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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宏观经济及纺织行业经济数据
宏观数据
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17年一季
度，全国国内生产总值180683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9%。分产业看，第一产
业增加值8654亿元，比上年增长3%；第二产业
增加值70005亿元，增长6.4%；第三产业增加值
102024亿元，增长7.7%。（注：GDP数据为季
度发布）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
业调查中心发布的2017年5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
理指数（PMI）为51.2%，与上月持平，持续高
于临界点，制造业稳定增长。
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PMI为51.2%，虽
低于上月0.8个百分点，但仍高于临界点；中、
小型企业PMI为51.3%和51.0%，分别比上月上升
1.1和1.0个百分点，其中，小型企业PMI连续3个
月上升，年内首次升至扩张区间。
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分
类指数中，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和供应商配
送时间指数高于临界点，原材料库存指数和从
业人员指数低于临界点。
2017年5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
去年同月上涨1.5%，衣着价格上涨1.3%；1-5
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
1.4%，衣着价格上涨1.2%。

2017年5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
增长5.5%，其中衣着类增长1.5%；1-5月，全国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增长6.8%，其中衣着
类增长1.3%。
纺织行业数据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5月，纺织业工
业增加值增长5%；服装服饰业增长7.5%。1-5月
纺织业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4.4%，服装服饰业
增长6.5%。
2017年5月，纱产量357.8万吨，增长3.9%；
布产量62.9万米，增长4.8%。1-5月，纱产量
1657.7万吨，增长4.7%，布产量280亿米，增长
4.2%。
2017年1-4月，纺织业主营业务收入12780.9
亿元，增长9.1%；利润总额606.8亿元，增长
5.3%；亏损企业亏损额37.8亿元，下降12.1%。
服装服饰业主营业务收入7237.8亿元，增长
7.5%；利润总额412.2亿元，增长9%；亏损企业
亏损额26.2亿元，下降5.1%。
2017年5月，限额以上企业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12937.1亿元，增长9.2%；其中服装类808.9
亿元，增长8%。1-5月，限额以上企业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累计62689.3亿元，增长8.4%；其中
服装类4228.3亿元，增长6.9%。

1～5月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近千亿美元
据海关总署快报数据统计，2017年1-5月，
我国纺织品服装累计出口998.80亿美元，同比
增长2.12%。其中，纺织品出口434.85亿美元，
同比增长2.35%，服装及其附件出口563.95亿美
元，同比增长1.94%。连续三个月出口呈现稳步
回暖的积极态势。全年纺织品服装出口有望扭
转连续两年负增长而首现增长格局。

从环比数据看，5月纺织品服装出口额为
234.06亿美元，较上月环比增长8.30%，单月出
口额为仅次于1月份的今年次高水平。其中，纺
织品出口104.06亿美元，环比增长6.03%；而服
装及其附件出口130.0美元，环比增长10.20%。
另外，2017年1-5月我国鞋类产品累计出口
193.47亿美元，同比增长7.5%，数量同比增长
㓪㓷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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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近年来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增速放缓，
2015年首现同比下滑，2016年降幅进一步扩
大。2017年1月纺织品及服装出口双双恢复正向
增长，外需回暖初露端倪；2月出口数据受到春
节等因素影响大幅低于预期导致1-2月纺织品、
服装累计出口增速分别下降7.00%、10.50%；3
月纺织品服装出口强劲增长，从累计出口增速
来看，纺织品服装出口企稳。本轮纺织品服装
出口回暖主要得益于外需回暖、企业新竞争优
势初显、去年低基数效应、人民币汇率贬值等
多重因素。
据有关专家分析，欧洲和新兴市场经济相
对走强支撑出口。观察来看，5月全国货物出口
同比增长（以美元计价）为8.7%，好于6.7%的
市场预期，较上月回升0.7个百分点。综合4、
5月份的情况看，二季度出口增速还在继续走
强，比一季度6.5%的增速继续提升，虽然近期
美国经济有些走弱，但欧洲经济以及主要新兴
市场国家经济都有所好转，外需仍显强劲，对
中国出口形成支撑。欧元区一季度GDP环比增
长0.5%，保持相对较好的增长势头；日本一季
度GDP环比增长0.3%，连续五个季度正增长。
巴西一季度GDP环比增长1%，告别了过去八
个季度的负增长，印度经济也保持了6%以上的
增速；分国别的情况看，5月对美国出口增速
为11.7%，与上月持平；对日本的出口增速为
3.7%，比上月下降9.6个百分点；对欧盟的出口
增速为9.7%，比上月上升5.6个百分点。
一季度对主要市场出口分析:
欧盟-对欧盟出口仍未恢复增长而服装继续下
降。4月对欧纺织品服装出口31亿美元，同比下
降4.4%，对整体出口形成负拉动，其中纺织品
和服装分别下降3.5%和4.9%。1月～4月，对欧
盟累计出口126.8亿美元，同比下降3.5%，其中
纺织品下降0.3%，服装下降4.9%。大类商品针
梭织服装合计出口量同比下降0.9%，出口平均
单价下跌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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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美国出口显示回暖趋势且纱线出口量攀
升。4月对美纺织品服装出口32.7亿美元，同比
增长8.9%，增幅超过平均值5个百分点，成为拉
动整体出口保持增长的主要市场。1月～4月，
对美国累计出口123.6亿美元，同比增长1.6%。
其中纺织品和服装分别增长5.6%和0.1%。2014
年起，我国对美国纱线出口一直保持增长，
2016年出口量比2013年增长了近30%，但出口
价格连年下跌。今年前4个月，出口量继续攀
升，增长8.3%，出口单价仍处于低位。针梭织
服装合计出口量同比增长3.7%，出口单价下跌
4.1%。
东盟-东盟市场缺乏动力仍未见明显好转。4月对
东盟纺织品服装出口额同比仅增长1.6%，仍处
于下滑边缘。1月～4月对东盟累计出口101.9亿
美元，同比下降3.8%，其中纺织品下降1.2%，
服装下降11%。针梭织服装合计出口量和出口
价格分别下跌4.1%和9%。
目前东盟10国缺少“领头羊”，前几年增
长迅速的越南和菲律宾近来表现平平，对越南
出口连续下降，对菲律宾出口增幅也逐渐回
落。
日本-对日本出口有起色且进一步显现回升迹
象。4月对日本纺织品服装出口17.5亿美元，
同比增长11.8%，增幅超过平均值，且连续放
大，纺织品和服装分别增长15.3%和11%。1
月～4月，对日本累计出口65亿美元，同比增长
1.9%。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5.1%
和1.1%，大类商品针梭织服装合计出口量同比
增长7.1%，出口单价下降5.3%。
1月～4月，重点出口市场中，只有对日本
和美国出口额实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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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4月印染行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2017年1～4月份，印染行业经济运行总体
平稳，规模以上企业主要运行指标保持增长。
具体数据如下：
规模以上印染企业印染布产量166.27亿米，
同比增加6.14%，较去年同期增长7.63个百分
点。
印染企业500万元以上项目固定资产完成
投资100.68亿元，同比增加10.90%，增速较2016
年同期提高18.04个百分点，企业投资积极性较
高。
规模以上印染企业三费比例5.96%，同
比减少0.01个百分点，其中，棉印染企业为
5.85%、化纤印染企业为7.56%。成本费用利润
率4.77%，同比减少0.02个百分点；销售利润率
4.55%，同比减少0.01个百分点；产成品周转率
9.19次/年，同比增加5.16%；应收账款周转率
3.72次/年，同比增加7.21%；总资产周转率0.46
次/年，同比增加4.33%。
规模以上印染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239.13亿元，同比增加7.11%，增速较2016年
同期提高3.66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56.33亿

元，同比增长6.81%，增速较2016年同期回落
4.69个百分点，行业盈利能力基本保持平稳。
规模以上印染企业亏损企业户数324家，亏
损面18.91%，较2015年同期缩小0.58个百分点。
亏损企业亏损总额6.21亿元，较2016年同期增加
18.43%。
印染八大类进出口总额76.05亿美元，同比
减少3.82%，增速较2016年同期回落2.12个百分
点；贸易顺差64.31亿美元，同比减少3.34%，增
速较2016年同期下降4.33个百分点。
印染八大类产品进口量价齐跌，进口数量
3.25亿米，同比减少2.99%，增速较2016年同期
提高7.18个百分点；进口金额5.87亿美元，同比
减少6.35%，增速较2016年同期提高7.51个百分
点；进口单价1.81美元/米，同比减少3.46%，增
速较2016年同期回升0.65个百分点。
印染八大类出口数量68.75亿米，同比增加
5.37%，增速较2016年同期回落1.82个百分点；
出口金额70.18亿美元，同比减少3.6%，增速较
2016年同期回落3.12个百分点；出口平均单价
1.02美元/米，同比减少8.51%，增速较2016年同
期下降1.35个百分点。

1-4月我国家纺产品出口稳定呈回温态势
2017年1-4月，我国家纺产品累计完成出口
114.63亿美元，同比下降1.42%，降幅较去年同
期水平收窄了2.32个百分点；累计完成进口4.47
亿美元，同比下降9.64%，较去年同期水平降幅
进一步扩大了4.54个百分点。贸易顺差110.16亿
美元，基本与去年持平。

至今，出口情况有明显回温趋势。前四个月，
出口数量同比增长8.81%，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6.75个百分点，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出口单价
同比下降9.4%，量增价减趋势仍然明显。
（一）发达经济体回升明显，出口呈复苏
迹象

一、出口有所回升
2017年1-4月，我国家纺产品出口总体情况
稳定，并伴有回温趋势。其中4月当月，出口额
33.20亿美元，同比增长0.23%。虽然1-4月出口
额同比仍是负值（-1.42%），但是自2016年年初

前四个月，我国家纺产品对美欧日市场出
口59.58亿美元，同比增长2.77%，增速较去年同
期水平增长5.92个百分点，高出世界平均水4.19
个百分点；占比达52%，较去年同期体量扩大
了2.13%，出口占比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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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美国市场的高增长极大程度带动了
美欧日市场的整体回升；日本市场稳中上扬，
经历了2016年的波动下跌后基本保持平稳向上
发展；欧盟市场稍有回落，受英国脱欧、希腊
时局动荡等影响，相较美国与日本市场稍显回
落。
（二）其他市场降幅明显
1-4月，我国家纺产品对除美欧日以外的其
他市场出口55.05亿美元，同比下降5.59%，低于
美欧日市场出口额同比8.36个百分点，虽然较去
年同期降幅收窄了1.26个百分点，但表现明显逊
色于发达经济体。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市场
完成出口41.90亿美元，同比下降5.37%。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5.53个百分点，且高于美欧日
市场1.34个百分点；"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略有
下降，其中，已经成为我国家纺产品出口的第
三大市场--东盟市场从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开
始出现回落势态，前四个月，出口额同比下降
7.38%，较去年同期降幅扩大5.23个百分点。
二、进口呈现回落趋势
1-4月，我国家纺产品进口数量同比下降
10.34%，较去年同期进一步扩大8.84个百分点；
进口单价同比上升0.78%，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4.43个百分点，进口数量减少而单价越来越贵。
由于我国家纺产品及服务不断升级创新，越来
越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减少了对进口的依赖，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进口产品市场。

"丝绸之路经济带"较为乐观，出口额增幅

商务部：2017年1-5月我国对外贸易情况
根据海关统计，2017年1-5月，我国进出
口总额10.7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同）增长
19.8%；其中出口5.88万亿元，增长14.8%；进
口4.88万亿元，增长26.5%；顺差9939.7亿元，
收窄21.1%，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结构进一步
优化，动力转换加快，回稳向好势头进一步巩
固。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指出：
1-5月我国对外贸易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从商品结构看，机电产品出口3.37万亿元，
增长14.2%，占比57.3%，与去年同期基本持
平，其中汽车、船舶、手机和计算机及其部件
等分别增长32.1%、27.2%、16.0%和14.6%。纺
织服装等7大类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也保
持较快增长，增幅达到12.8%（出口额1.20万亿
元）。
从经营主体看，民营企业出口2.75万亿元，
增长18.1%，占比46.7%，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
百分点，继续保持出口第一大经营主体地位。
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进出口6.11万亿
元，增长21.0%，占全国外贸总值的56.8%，较
12㓪㓷䍨׳

去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跨境电商、市场采
购贸易等新业态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从国际市场看，我与欧盟、美国、东盟等
前十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增长18.9%。对美国、
欧盟、日本等传统市场出口分别增长18.3%、
14.6%、12.8%；对俄罗斯、印度、新加坡、印
度尼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快速增长，
增幅分别达到29.5%、24.7%、15.8%和16.9%。
1-5月我国进出口较快增长主要原因：
一是政策效应逐步显现。近年来，党中
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外贸发展的政策
文件。商务部会同各部门、各地方以空前力度
狠抓政策落实，营商环境不断改善，企业减负
助力取得实效，市场主体活力得到有效激发，
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
二是国际市场缓慢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4月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将2017
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值由1月份的3.4%提高至
3.5%，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速将由2016年的1.7%
加快至2.0%，较上次预测值提高0.1个百分点，

走出 去
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增速由2016年的4.1%加快
至4.5%。
三是企业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加快。一大
批企业从供给侧发力，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型升
级，着力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标
准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企业创新能力增

强，动力转换加快。
四是大宗商品进口量价齐升拉动我国进口
较快增长。我国原油、铁矿砂、天然气、钢
材、铜精矿等10类大宗商品（占我同期进口总
额的24.3%）进口价格上涨7.7%-90.8%，进口数
量增长2.4%-29.6%。

探访非洲顶级纺织工业园 感受非洲新速度
“9个月建成”“零排放承诺”，埃塞俄比
亚（以下简称“埃塞”）的国家级纺织服装工
业园--阿瓦萨工业园（Hawassa Industrial Park）
从建设速度，建成规模到园区标准，都体现了
非洲纺织服装工业园的最高水准。除此之外，
埃塞政府还有10多个国家级工业园正在开发和
建设中。请跟随访埃代表团一起探究埃塞的
“工业园发展”蓝图。
埃塞俄比亚，非洲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近年来频频在中国纺织服装行业领域里被提
及。众多国内纺织服装行业巨头来此考察、调
研、投资、建厂。2017年6月，中国纺织工业联
合会第三次组团访问埃塞，重点考察了阿瓦萨
工业园和德雷达瓦工业园（Dire Dawa Industrial
Park）两个工业园区。
非洲工业园“样板工程”--阿瓦萨工业园
阿瓦萨工业园区是目前非洲最大的纺织
服装工业园，由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CCECC）承建（以下简称“中土集团”），
园区第一期于2015年开始建设，九个月建成2.3
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37栋标准
厂房及生活休闲等配套设施，创造了非洲新速
度。
埃塞政府力争将该园区打造成非洲首个零
排放的纺织工业园区。园区集中污水处理厂
向全球招标，印度企业（Arvind Envisol Private
Limited）中标入驻并承诺实现零排放的建设目
标，将非洲纺织工业园建设水平推向新高度。
目前，该园区第一期所有厂房已全部租

出，美国PVH集团、江苏无锡金茂公司、斯里
兰卡ISABELLA公司，以及来自印度、西班牙，
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共计16家企
业已成功入驻。
近期，园区的一期半也将正式竣工，之后
园区还将继续建设项目二期，中国华芳集团计
划入驻园区二期，开始在埃塞的投资项目。截
至到3月底，园区解决周边就业人数近三万人，
全部建成后最终可解决约六万人的就业问题。
代表团成员在考察过程中，参观了园区内
的两家企业：江苏无锡金茂的色织布厂以及斯
里兰卡ISABELLA公司。
江苏无锡金茂的色织布厂，目前已在设备
调试安装阶段，本月底将投入生产。低廉的电
力成本（每度电3美分至5美分）、劳动力成本
（员工月平均工资约75美元）是吸引该公司在
埃塞投资主要的原因。
斯里兰卡ISABELLA公司由斯里兰卡资方投
资，采用中国制造的袜机，进口中国纱线，斯
里兰卡师傅培训埃塞工人生产，公司生产的袜
子出口欧洲。该公司充分利用了各要素的优势
进行国际化整合。
阿瓦萨工业园区周边劳动力充足，且所在
城市拥有埃塞著名的学府阿瓦萨大学，这为纺
织企业提供了充足的优秀人材储备。另外，
工业园区优美的环境，办公楼、消防站、生
活区、医务室、银行、一站式服务大厅等配套
设施完善的综合服务，都给代表团留了深刻印
象。
㓪㓷䍨׳13

走出去
地缘优势突出的德雷达瓦工业园
德雷达瓦工业园位于埃塞俄比亚第二大直
辖市德雷达瓦市，距离市区12公里，紧挨亚吉
铁路的德雷达瓦站，是埃塞境内距离铁路、港
口最近的工业园，距离吉布提港仅380公里。
德雷达瓦工业园同样由中土集团承建，园
区一期工程已于2017年2月16日动工，计划于本
月底竣工，9月交付使用。埃塞政府是该园区业
主，计划将园区建成总规模42平方公里的产融
合新区。
除了承建埃塞政府的工业园项目，中土集
团还将在德雷达瓦园区附近建设10平方公里的
德雷达瓦中土工业园区，距离亚吉铁路德雷达
瓦火车站仅4公里。
中土工业园区将分三期建设，预计提供4.2
万个就业岗位，园区主要吸收的企业类别包
括：出口导向类（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等）、
建设导向类（建筑、建材制造等）、生产服务

类（现代物流、金融等）、生活服务类（商业
服务等）,目前已在园区签署投资意向的纺织企
业有：联发纺织、江苏AB集团等。
近年来，埃塞政府学习中国发展经验，大
力发展工业园区，并对入驻的出口型企业提供
了土地、多种税收（企业所得税、消费税、物
业税、营业税等）、机器和原料进口免税、
“一站式”服务等多项优惠激励政策。
2014年以来埃塞重点推进联邦国家级工业
园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埃塞政府的第二
个“经济增长与转型五年计划”中，计划在
2015至2019年建设14个工业园区。截至到2016年
底，埃塞已经开发和正在建设中的国家级工业
园区有11个。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已将埃塞俄比亚列为
纺织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国别。未来，中国纺
织国际产能合作企业联盟将继续高度关注埃塞
的工业园区建设发展，为联盟成员和国内纺织
行业带来最新最全面的一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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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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Ⱀ㗽ゐ㾮⥛䄖⭥ⳃ䍚᱄
᱂᱂
䇪䇻䇂Ⱙ⳥䐐ⴟ䓑䄖㉀䇱⼽⫔⭥㈮䄖⼮⨗
㋻㣒㑇᷍䇂Ⱙ䎟ⶏ➲㰝䔘㸋㧎ミ䄖⽔䇷䄜䐹
䄋⭥㵜㠧⮄㎕㞁䈞᷍⫔㑇䐈⧷ⶤ⥛䄖⭥ⳃ䍚᱄
䋈䊻㛋᷍䇂Ⱙ䎟ⶏ㈮㡕Ⱀ㑬ⰵ⳥䐐ⴟ
䓑⥛䄖⭥ⴗ⧷䎟⥀ᷛⰵ㰚䇱䄋ⷝ㾣㈪㪉⡙⭥⳥
䐐ⴟ䓑㡔䄖᷍䅙㾱㳂⹊⭮䇻㠶㵉㩭䄖⫝̸㌏⮄
⭥⫝̸㌏᱄䎃䎟⥀䊻䎃゙㛋㦘㬖ⳃ⿴㑬㘘㻵⭥
䔘䇤᷍䎜⳥䐐ⴟ䓑⥛䄖ⳃ㪛㑬㈋㦬⭥⢅⿐᷍
㲹⢑㬨㞅ⱏ䐧Ⱙ㦂㼜䄵⽔᷍⳥䐐ⴟ䓑䄖⭥ⳃ䍚
ⷝ㬨㒏㦬⥁㚠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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䊻⪬䐏㣑᷍䇂Ⱙ⭥⳥䐐ⴟ䓑䄖䄜Ⱙ⪇䇻ⷀ
Ⱙ㩃䓕㲍᷍〛㡘㪉⡙⡩ㅰ⧣㈪᷍ⱙ㣳䇂Ⱙ⭥
䊎㗿⼮㦬䋍㻬㸍䑘䄋䄡㎖㆙㋻᷍Ⱍ㘇㑺䓦ⷀⱏ
㯑᷍䅓⪬⧪⡟ㅰⷀ᱄
㞅ⱏ㦂㼜⽔᷍⤜㆗䊎⤥㑰㆙㋻⭥㯑㔫㻣⮘
㑬᷍⳥䐐ⴟ䓑〛㾖⥛㠘⭥㯑㔫䄓䇱㰚㻣⮘᱄
䄜Ⳟ㘇㬨䓑⡙⺞㬒⭥⳥䐐ⴟ䓑㡔䄖ⷝ㾣㪉
⡙᷍䎞䁙㯺㻷⫛⿐
䄜Ⳟ㘇㬨㻩㆙⭥᱃䓫⡟㗽ゐ㾮⭥㾣㾮⳥䐐
ⴟ䓑⥛䄖䎞䁙㯺㎊䍦᱄ゴ㣠ゝ㭖㪞⧪㸋䎃
ㅸⰯ䇂Ⱙ⳥䐐ⴟ䓑⥛䄖ⳃ䍚⭥⼬㾥᷍㡔䄖⭥⫔
㑠㵗䓫⼮䎞䊻㆙㾱䐱⭥㻷⫛⿐㆙⧭䄲㈎⟐䑛䇂
Ⱙ⳥䐐䄖䋗㣠㑬⺛カ㈛䎚㑇᱄
ⴂ⭥䊎㑰䓫䊕᱃⧅㠻〞㎼⭥ゝ㭖㬖㑇᱃
䇱㈛䎚㑇⭥㭍㑘⹅㦬⼮䇋㼛䓉䄖ⰴ㹊ㅌ䇂Ⱙ⳥
䐐䄖㵧㩰㑬㾣⭥ⳃ䍚Ⳟ㼓᱄

政策法规

东非共体免除纺织服装制造商三年关税
Ⰼ⳨⹓㵍㳆 ($& ⼰䔘【⟊⺛コ䄲㵍䅃㘃
⨞㳆㚻⳥䐐ⴟ䓑䐧䋍㩭㧞㛋⭥㯑⼮䋗䐖㯑᷍
ⶤ㯑㹒『㘃㪇ゑ⭥⥛㠘㸋⭒⭹㸿ⳉ㪛⥛⭥㪉
⡙᱃㘇㑰⼮ⶉ㑰᱄⪬㈺㬨㸋㑬⪺㆙⡟⭹㪛⥛⤃
ブ㩺㪛⥛⧪⡟᱄䎃㬨⪺㆙⳥䐐㠅ⷐ䄖ⳃ䍚䄵ゑ
⳦⪴ⶤ㤙䈓㶃㆙㋻ⱟ㬷ⴟ䓑᱃㾍㏁⼮㡅㰜㠅
ⷐ䐧㠘⭥⥀㔵䐏䄜᱄
Ⰼ⳨⹓㵍㳆⼰䔘【⟊⺛㻷䊻ㅌ⤪㚪䄜㧞
㛋䍞㔵 㛋㛋 ᷍䄵䑑⤞㲵㲎ⱟ㬷ⴟ
䓑⼮㾍㏁㆙㋻᱄㸋㬖㻷䎃䄜㚠⢋᷍㰜㗨ㅌ䋗ゴ

䎃㾊⥛㠘⭥㯑㬶᱃䄋㤔㆙㋻㩭〒⭤ⴜ⼰($&⢋
䓝⭥㆙㋻㿎㋪䐅⤃㬖㻷㗠㎇⟝䓑⭥㏁㆙㋻᱄
䄜⳾䇻⪺㆙⳥䐐⼮㠅ⷐ䄖ⳃ䍚Ⳟⳉ⭥ㅉ䅊䐙
⨗᷍㸕㎕㧞㛋㚻᷍($&䇇ⶤ䊻㻷䇱⭥〚⪂
㩰䋗ゴ㰚䇱⨗㋻ゴ⹅㤙㡔䄖⭥⺛㚻⹊䇇㞅ⱏ᱄
䊻㾗〖⭥⤠᷍㡔䄖䇇ⶤ䐈⡹䄋⭥⹓㵍ⰵ㶃
㯑 FRPPRQH[WHUQDOWDULIIV᷍&(7 ᷍㣳⡹㿌
䁰ⷒ䔒㬹($&⭥䊎⥛⭹⺇䋓᱄⪬㶃᷍ⶤ䎟⥀
䐙⨗᷍【⟊⺛ㅌㅉ㑃䄵㸻ⶪ⫐㗿⿉⨆㌃⫇㸋
㚄㾮⭥㗿㦿䅙㾱᷍䄵⡄䍰⳥㩕⧈⼮㻣䇯䋗䐖䄖
⭥㗿㦿㿉㤔᱄

新疆全面取消棉花加工资格认定行政许可
㦶㣑⪴䓵䐯㤙ⳃⶥ㸐〒㻅ᷛ᱗㾣ㅏ㸍㹂ⱜ
䓵䐯㤙䇻㦂㼜㗿⿉ゴ⹅䓫ⷒ㦰Ⰹ㾱䎟㿎㋪⽔
ゴ㣠㗿⿉䐫㑠㬣䐱㬣⽔チ⭥䅃ボ᱘᷉䄵㻣ビ
⧧᱗䅃ボ᱘᷊㦶㣑䇂ⳃ᱄㾣ㅏ㦌㘇㦂㼜㗿⿉ゴ
⹅䓫ⷒ㦰Ⰹ㾱䎟㿎㋪᷍⪬㣑⟅ⳃ⭥᱗㗿⿉ゴ⹅
䓫ⷒ㦰Ⰹ䐅㭊᱘㵄䐚㬚䇤᷍ⷘ⭹䐾㬱⤜⭤㒎㾱
㪉㑃㗿⿉ゴ⹅㾱䎟㿎㋪㬣㼏᱄
㗿⿉ゴ⹅䓫ⷒ㦰Ⰹ㿎㋪㦂㼜⽔᷍ⳃⶥ㸐᱃
䐫ネ᱃⹅㩭⭩⤠㗦ㅌ➕䍶䐑䋑⹅᷍ㅌ㦶⧄チ
⼮䐹⮄ネ⥊㼁ㆂ⼰᱄ゴ㣠㗿⿉䐫㑠㏎᷍䁰
ⷒ䐕㾱㗿⿉ゴ⹅⢋䓝ゑゝ㭖⺇ⳗ᷍㏙㡔䄖㪛
⥛⫔⟝㾮㗿⿉᷍⟐ⴗ㡔䄖㪞ゴ⹅㪉⡙᷍㵧Ⱀ
⫔⟝㾮㗿⿉ゴ⹅㡔䄖ⳃ䍚⼮キ㿙㶋㩧㗿⿉⹌䐅
ネ䂊䐧Ⱙ᱄ゴ㣠㬣䐱㬣⽔チ᷍ㅉ㑃㶋㩧⭥⧄
㲍⿐㦶⧄チⰞネ⥊〛䐧᷍ゴ⫔ⰵ㗿⿉䐫㑠㸫㳃
⭥䓘㯾⼮㸆ⳉ㾱㸋⭥䋑㦯䓘㈠㑇Ⱙ᷍ㅉ㑃㗿⿉
䐫㑠チ⥃⼮䊅㈐〛䐧᱄ゴ㣠㗿⿉ゴ⹅㡔䄖⧰㾦
㳆㻖ㅉ㪉᷍ㅉ㑃㏁チ〛䐧᷍㶋㩧㗿⿉ゴ⹅
㡔䄖⹌㬟䐧Ⱙ᷍ㅉ㑃᱑⼻⿳㘜⭆᱒᷍ㅉ㑃ㅂ㦌
㬈㾦⧮ㆅ〛䐧᷍㵧Ⱀ㡔䄖㾦䇤䈌䎟ⶏ⤚㳚᱃䅙
㾱⫝̸㌏᱃㠘㝧⪕ㅉ⭩⹔᷍ゴ⫔ⰵ㡔䄖⭥㬟ⳗ
䅞㒍⼮㬈㾦⧮ㆅ䔘䇤᱄
䓵䐯㤙㻬㸍ネ䂊㈷㈷⧅㏏䁳㯖ᷛ᱑㦂㼜㗿
⿉ゴ⹅䓫ⷒ㦰Ⰹ㾱䎟㿎㋪᷍㬨䄵㵧㆙㗿⿉⥛䄖

⹊ⷙ⥁ㆂ⹚㾵ⶥⷐ㸋䑘㼀᷍䄵㦌㘇㳂ⷀ㗿⿉䐫
㑠᱃⪺㆙㗿⿉ゴ⹅䄖⼰㏎⤝㈷᱃㳂㪞㗿⿉⥛䄖
㈛䎚㑇㸋㚠⢋᷍䓋⢅㬱⧂チ㏎㛏᷍㦂㼜㗿⿉
ゴ⹅䓫ⷒ㦰Ⰹ㪔㞛㬣㼏᷍㣠⿐㗿⿉㬶⹛᱃ゴ⹅
䈌㒘㵉ㅻ㬣䐱㬣⽔チ᷍㸍⿅㗿⿉㬱⧂䐩
㿓᷍㳂㪞㗿⿉䐫㑠㯏㠞᷍ㅉ㑃䈌㗿⿉㻷⫛⿐⥛
䄖ⳃ䍚㼁㬫䇇⭥㗿⿉㒘㵉㳆䐧᷍⪺㆙㸳㤙㗿⿉
⥛䄖㳂䐫䋗㾈᱄᱒
㈾ㆊ㩽᷍⺛㹒䊛㪏㧌㵧㆙᱑ビ䎟⳦㦉᱃⳦
ㆂ⼰᱃䇦⿐ⴟ㹒᱒ⶥⷐ᷍㲹⢑㬨㬫䇇㵧㾱㗿
⿉䐫㑠㳆䐧ⶥⷐ⼮㗿⿉㚠⢋ゼⷒⶥⷐ㿉䄋᷍㘘
㦘㑬ゴ㣠㗿⿉䐫㑠㬣䐱㬣⽔チ᱄᱗䅃ボ᱘䇂
ⳃⰵ䇻ⷄ』㸳㤙㗿⿉㒘㵉᷍䅞⭝㗿⿉ゴ⹅㡔䄖
㳂㪞㗿⿉ゴ⹅䐫㑠᷍㳂ⷀ㡔䄖㈛䎚㑇᱃㋋㵹㬱
⧂㋶ヅ䄵ゑ㆙䄜⤞㪏⿐㗿⿉䐫㑠㳆䐧ⶥⷐ㡑⭞
㑬䐹䄋䔘䇤᱄
㚠㣑᷍䓵䐯㤙⹓䇱コ᷉㡅䐱⭹Ⳟ
コ᷍⢙㵦コ᷊㗿⿉ゴ⹅㡔䄖᷍㳖᷉㡅
䐱⭹Ⳟ㳖᷍⢙㵦㳖᷊㪛⥛㼀᱄㸳㤙⫔⟝
㾮㗿⿉ゴ⹅㚽㑇⫐⭞㶓ⰷ᷉㡅䐱⭹Ⳟ㶓
ⰷ᷍⢙㵦㶓ⰷ᷊᱄㗿⿉䐫㑠⹌䐅ネ䂊䊻㦌㤙
㗿⿉ゴ⹅㡔䄖㬖㻷㦌ⶓⶨ᷍㬖㻷㑬䈌⺛カ㗿⿉
㵍㾱䐫㑠⢋䓝ㅴ⺍᷍⡄䐅㑬㗿⿉㚠⢋ゼⷒⶥⷐ
㬵⮄⹅䔘㯔㏜㆙㾱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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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起印度正式进入全国统一税制时代
㶃㗞㼜㻃᷍⭒⭹㬒ヅ䊣㦶䇂Ⱙ*67㸐䊒
。。䅊㩰᷍䇂Ⱙⷘ⟏䄲㵍䅃䇻䊣㦶㡑㵧㾱
*67ⳉ➙᷍㡅䐱䈌㗿⳥㾱䄖㼁⭥*67㯑㔫⮘
䎜㸋ᷛ㗿⿉ゑ㗿㩕  ᱃⳥䐐㠘  ᱃⧪䄣
 ᱃㯠㕊  ᱄
㈾㑬ㆃ᷍䋈䊻㆒㛋䊣⳾*67㸐䊒。㈮䄲
ⰵ䐷㩭㠘ゑ㼏ⴟ㹒㉀㳆㯑㔫䔘⨗⺇
Ⰹ᷍⤜㵍㩭㠘ゑⴟ㹒㯑㔫䊻᱃᱃᱃
⤜⭩᱄ⶤⳉ➙⭥㣤Ⰹ䅃㸗䓦䇂Ⱙ㻷䇱⭥」
㔳⭥⟏㚻⼮⟏カ㼛㬼㯑ㅌ⡜㵔䄜⭥㩭㠘ⴟ㹒㯑
᷉*67᷊㰚㦂⫛᷍䇂Ⱙ⪴⪬㆙㧌㦌⺛㵔䄜㯑䐧
㬒⫛᱄
䇂Ⱙ㗿⳥䐐㠘⨗㋻⪺㆙㸐䊒。
᷉7H[SURFLO᷊䑘㻐㎎⼰㳂⢎㬟᷍⭥*67᷉㩭
㠘⼮ⴟ㹒㯑᷊ㅌ㸋㡔䄖ㅖ⭮⧪⡟᷍㏙㗿㝊䐷
䐓ⷝⱁ⭥㗿⿉᷍㬚䇂Ⱙ⳥䐐䄖䊻⺛カ㬱⧂㩰䐹
㾣〒⭤㈛䎚㑇᷍⪺㆙䎜⥛䄖㑕⭥ⳃ䍚᷍ⰵ䇂
Ⱙ㗿⳥䐐䄖⭥⧅㠻ⳃ䍚㉀䇱〞れ⭥䔘䇤᱄
什么是GST？
*67㦌㘜㸋㩭㠘⼮ⴟ㹒㯑㹒ⳉ➙᷉7KH
*RRGDQG6HUYLFHV7D[᷊᷍㋪䄵⡜㏎ㆃ㸋㼜
Ⳳ㯑᱄䅓㸋㰝䐜䎌ⰵ㼜Ⳳㅻ䎘㯑᷍䐜䇱㩭㠘
⡜㼜Ⳳ㬒᷍⤦。䎘㬶㯑㌏᷍⤃㣳䊻䇂Ⱙ㦌⺛㬖
㾱㵔䄜⭥㯑㔫᱄㚠㣑᷍⫔ⱁ㭞ⳃ⫐⺛コ䅓⪬Ⱍ
⤪䇤䎃䐷㯑䐧᱄
为什么要推行GST税法改革？

䓦㶃⺛㵗䓫䎀⭥䄜⫔㚲㳃᱄䇂Ⱙ䇱⟏᷍ⷘ
⟏Ⱍ䇱ⷘ䓵⭥䎟ⶏ⼮䅊。᷍ⷘ⟏䄓Ⱍ䇱㦉㑇ⰵ
䓵゛㰚㻞⭥㩭㠘᱃ⴟ㹒㬖㬊⤜㵍⭥㯑㔫⼮㯑
ⳉ᱄㡅䐱᷍䇱⼽ⱁ㯑㬨⡜䐱䂌⼮⭹Ⳟ䐹ⶕ䎘㬶
⭥᷍䇂Ⱙ㚪㯑㦬⺞㦆㿉䄋ㅪ㚪⭥㯑䐷䇱ᷛ⺛コ
䋗䐖㯑᱃䐱䂌㼜Ⳳ㯑᱃ⴟ㹒㯑᱃⺞㈔㯑᱃㧌㬱
㯑⭩ⷘ䐷Ⳓ䊴⭥ヅㅴ㯑䐷᱄䎃ⰵ㬱⧂ㅜ䄸⥛㪛
㑬⼽ⱁ⤜㏜䇑㼍᷍䎃䄓㬨㚋⭰䎟ⶏ䍧㦉䄵㎕れ
㑇㵧㾱*67㯑ⳉⶥⷐ⭥䐹䄋䊎䅓᱄
GST法案的通过带来的好处：
᱃㳂ⷀ㑬⺛コゑ䎟ⶏ⤠㗦⭥⹅䔘㾈㔫᱄
᱃䐹ⶕ㬶㯑㻷㼔⡜㼜⨞᱄
᱃㵔䄜⭥㯑䐧ㅌ㬚䇂Ⱙ⧪㸋㵔䄜⭥㬱
⧂᱄
᱃㩭㠘⼮ⴟ㹒⭥㯑㔫⭤⭞㵔䄜᷍⼽ⱁ㯑
㹒䎚䅊⭤䄵ㆃ㉗᱄
᱃*67ブ㩺㑬䐧䋍䄖㯑㹒⭄᷍䇱䑛䇻㳂
ⷀ䇂Ⱙ䐧䋍䄖⭥⺛㚻⼮⺛カ㈛䎚㑇᱄
᱃㦌⺛㯑㹒㾦㻃ㅌ。㑋㶙᷍㋪䇱㾈ㅖ⭮
㲴㯑㾱㸋᱄
᱃⡽㘃㑬ⷘ⟏䐏ヅ㏜䇤㯑㔫ⷄⱒ䅃㈛
䎚᱄
᱃ビ⿐㑬㯑㹒㒘⧭⼮䊬䇋⧪⡟᱄

㈾㑬ㆃ᷍䇂Ⱙⶕ䊴⭥㯑㬶㳆㻖䄜䐒㬨㎈㦦

内地与香港《CEPA投资协议》和《CEPA经济技术合
作协议》在香港签署
㈎⺛㹒䊛㞛䓝᷍㛋䊣㦶᷍㚻⭹䈌
㼄ⶼ᱗&(3$㵗䓫㾎䅊᱘⼮᱗&(3$㈎イゝ㭖⼰
䔘㾎䅊᱘䊻㼄ⶼ㣊㭑᱄㑞㾎䅊䓵㣊㭑䐏㦶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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㪛㾈᷍㡅䐱᱗&(3$㵗䓫㾎䅊᱘ㅌ䇻㛋䊣
㦶㡑䎞㬞㬖㬊᱄

展会报道
᱗&(3$㵗䓫㾎䅊᱘⼮᱗&(3$㈎イゝ㭖⼰
䔘㾎䅊᱘㬨&(3$㪞⭥䐹䄋䔊⧪⤠᷍㬨㚻⭹
䈌㼄ⶼ䊻᱑䄜⺛㑞䐧᱒㌓ソ㻣➕䍶㬡㗔䔊䐐⺇
䋓䔘⨗⭥㲹㭃㈎㗔➓㝦᷍⨅㳆㻷㑬䐱䂌ⰵ㼄
ⶼ㈎イⳃ䍚⼮⧅㠻Ⳓ㦺㸩Ⰹ⭥䐈⧷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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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上海秋冬家纺展：想到的、想不到的都到了
8月桂花飘香。亚洲最具规模的中国国际家
用纺织品及辅料(秋冬)博览会将于2017年8月23
至26日 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如期举办。展
会为业界人士提供优质的家用纺织及辅料采购
平台，同时举行多项展会同期活动，其流行趋
势展示区和研讨会更为下一季的流行趋势提供
设计灵感。
随着国际市场缓慢复苏和业内企业结构调
整、转型升级带来的新竞争优势的形成，本届
家纺展企业参展积极踊跃，想到的想不到的企
业都来了，组委会提供的服务也是应有尽有，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下面撷取部分经典先
睹为快吧！

奢侈范、色彩牌、素朴风齐上阵，布艺
大咖们演绎时尚家纺——

随着2017秋季家纺展的到来，家纺界的时
尚热度似乎也将一路飙升！布艺大咖们早已跃
跃欲试 ，精心布置一幕幕精彩时尚剧目！无论
是用色彩玩转奢侈品概念，还是用棉麻丝组合
成独一无二的生态家园，又或者提供一种生活
方式的新时尚升级和曼妙的现代，轻奢生活空
间......
奥坦斯：升级新时尚
本次展会奥坦斯的展区位置，参展面积可
达1000平方米，主要展示现代时尚化的生活空
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种生活方式的新时尚升
级。特别是其倾力打造的FBC家居物联网生态
系统，汇聚软装八大模块，将跨界的产品资源
整合，打破行业界限，实行跨界整合，实现一
站式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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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轩窗 ：1+1版本构建时尚家居新空间
大家居的出现其本身就是从"卖产品"到"卖
生活方式"的转变。本届家纺展小轩窗展位面积
共计306平米，将继续以窗帘、壁纸搭配方案为
主要的产品方向，在壁纸的基础上加入壁布。
产品以现代轻奢、新美式、新中式、北欧风四
大风格的1+1版本为主，每一个版本中，小轩窗
会整体搭配好6-9款壁纸+窗帘的产品组合，其
中包括了180余款窗帘、壁纸、壁布的单品。

升丽：用提花重塑生活方式
浙江升丽纺织有限公司拥有世界先进的德
国多尼尔大提花织造设备，以及强大的大提花
设计团队，开发的产品风格及花色与国际潮流
接轨，主要产品为高档色织大提花面料。本届
展会，升丽将带来欧式、法式、新中式高经密
大提花以及现代感比较强的小提花面料。

再次集结众多国家及地区展团为观众呈
现异彩纷呈的家纺世界——

圣菲丹：营造独一无二的生态家园
本届家纺展圣菲丹参展面积达到154平方
米，产品将以棉、麻、丝、木浆纤维和棉浆纤
维为主要原材料，以自然、纯朴为设计灵魂，
组合出独一无二的生态家园。
美布美：用色彩感染世界
本届家纺展美布美将用357平方米的空间把
色彩玩味得更加淋漓尽致，以奢侈品概念风格
元素为主题，延续之前的优势产品，如今年3
月份新推出新亚洲风尚系列，爱马仕元素系列
等；还会推出更适合市场的新工艺纯色绒布系
列。
宝盛华庭：华丽范儿转向休闲轻奢范儿
本届展会宝盛华庭的参展目的是巩固宝盛
华庭在市场上的地位，让整体软装能够更上一
个台阶，同时希望艾美CASA这一轻奢品牌能做
好延续，实现产品风格的跨越，从整体的华丽
范儿转向休闲的轻奢范儿。
华尔泰：推出别具特色的"客厅系列"
作为较早试水大家居的布艺企业之一，华
尔泰在本届展会上将与品牌家具、床品企业合
作，推出别具特色的"客厅系列"。打原创设计
牌、树品牌形象，一直是华尔泰的主要营销策
略。自去年产品进入国内市场以后，华尔泰设
计团队就成为了主要的营销力量，这种设计与
需求"亲密接触"的营销模式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市
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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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看到不同风格的家纺
产品。本届家纺展国家及地区展团将集体亮相
于4.1号馆。
比利时展团：增强面料功能性
来自比利时的面料专家们擅长通过层压、
阻燃等技术手段升级面料，增强面料功能性。
同时，生产出的面料可以用来编织，制作天鹅
绒，皮革以及运用到SNOOZ程序中。这些高质
量并且充满设计的面料多用于酒店装潢、装饰
靠垫、灯罩等。
巴基斯坦展团：自然与生活的完美结合
置身巴基斯坦国家展团，体验不一样的床
上舒适度。这里的床品材质大多是100%的精梳
棉、粗梳棉以及竹棉。同时，先进的可逆缝合
技术的运用减少了清洗次数，从而实现了节能
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韩国展团：相约上海的小清新
本届展会韩国展团将在本届上海家纺展中
以采用特殊印染技术（烂花、拔染、活性印花
和着色烂花等）的产品向观众诠释其鲜活的家
居时尚理念。
印度展团：传统工艺的延续
佛教的发源地，古老的印度，这个晚夏带
你来看手工织布的传统工艺。您可以在这里挑
选100%棉的围巾，以及手工织造的地毯、浴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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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摩洛哥展团：异域风情的家居美学
摩洛哥，一个异域情调浓厚的国度，通过
对色彩的把控、图形的选取以及提花工艺的运
用突出其纺织行业的特点和亮点。其主要生产
集中在家具布、室内装饰品、窗帘等。
土耳其展团：倍加青睐的行业先锋
土耳其的纺织产品受180多个国家顾客的青
睐，其高质量的产品，原创的设计，以及环保
的工艺深受买家欢心。其产品类别涵盖毛巾、
床品、窗帘、浴袍等。
中国台湾展团：“专家般”的生产态度
因为在生产高质量的功能性面料和遮阳面
料领域拥有很强的研究与开发基础，同时广受

国际市场认可。来自中国台湾的面料专家们将
在本届Intertextile上海家纺展上展出环保型面料
和纱线制品，这些产品拥有防污染、遮光、耐
火、阻燃、防水等功能。

家纺.设计 从“跨界”到“无界”——
2017 安德马丁国际室内设计峰会暨
2017“无界之合”跨界家居艺术展将与2017中国
国际家用纺织品及辅料博览会（上海）同期举
办。
这是一次设计领域的朝圣之旅，更是一次
家纺行业的跨界之旅，为家纺行业注入顶尖设
计思潮，更为室内设计领域平添几度柔美色
调。论坛在家纺展期间的惊艳亮相，将标志着
中国家纺设计文化从"跨界"到"无界"的真正崛
起！
魅力展会，美丽绽放！

百亿集群与百亿企业情定PH Value
10 月11日 ～ 13 日，中国国际针织（秋冬）
博览会（以下简称PH Value）将再一次扬帆起
航。对于在市场竞争中常备不懈的针织企业来
说，这一次，他们又将带来哪些让人耳目一新
的产品呢？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
了本届展会，参展企业都做了哪些精心准备，
又是为何而来呢？
古里：执着坚守，进一步放大集群效应
集群是产业发展中“最大公约数”的体
现，也是最能体现产业阶段性发展成果的载
体。常熟市古里镇针织商会办公室主任赵向
东，向我们介绍了古里镇本届展会的参展情
况。他说：“针织产业是古里镇的四大产业之
一和重点贡献行业。针织产业经济贡献率占全
镇经济的比重达到25% 左右。”据悉，目前古
里镇拥有针织类企业590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
业80 家，个体工商户2750 户。全镇拥有各类圆
机5176 台、经编机1050 台、加弹机122 台。与
针织产品相配套的后整理生产流水线120 多台

（套），全镇从事针织行业约50000 人。
赵向东坦言：“像古里这样一个针织名
镇，超百亿的产业集群，只有通过对外参展参
会，才能不断提升内外知名度，从而放大集群
效应。”
为此，在本届针织展期间，古里将组织江
苏新东方针纺织有限公司、常熟市德美针纺织
有限公司、苏州华德纺织有限公司、常熟市易
美纺织品有限公司等企业组团参展。这些参展
企业均各有所长、各有亮点。
常熟市德美针纺织有限公司拥有从德国和
意大利引进的单、双面电脑提花机，移圈罗纹
提花机等先进设备及进口质量检验设备100 多
台。
近年来，企业依靠先进的生产体系、专业
的技术分析、优质的售后服务，成为了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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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品牌如Urban、Zara、GAP、Only、CK 的
面料供应商。而本届展会，德美针纺将展出公
司的针织面料、提花面料、粗针面料等相关特
色产品。
除了硬件方面的优势，近年来古里企业的
品牌创新意识和产品自主研发能力也在逐年提
高。
苏州华德纺织有限公司的品牌创新意识非
常强。上届展会，该公司生产的法兰绒、色织
提花等面料获得买家青睐。问其缘由，公司副
总经理王建元分析认为，这在于华德纺织有多
套先进完善的生产设备, 设有独立的产品检验
室和研发实验室, 大大降低了产品次品率。当
生产企业大大降低了产品的次品率，在价格方
面就更有竞争力。“华德纺织长年与英国最大
的跨国商业零售集团玛莎百货公司合作，该公
司旗下的睡衣与睡袍等产品，都由我们提供面
料。”王建元介绍说，能够与实力雄厚的买家
合作，这意味着能达到“连锁效应”，很多同
类型的其他百货公司将慕名而来。
江苏新东方针纺则是一家专业研发、生
产、销售中高档水晶绒、海岛绒、不倒绒、PK
毛巾布等针织拉绒面料的现代化生产型企业。
近年来依靠先进的科技和良好的服务，真正将
“以客户为本，以产品品质为基础，以新产品
开发为先导”的经营理念贯彻到生产的每一个
细节。
常熟市易美纺织品有限公司则将在展会上
继续推行他们的主流产品: 仿兔毛，粗针绒，及
仿羊绒。尤其是仿兔毛是近年来的主打产品，
公司拥有韩国进口的仿兔毛后整理全套设备、
独立的仿兔毛车间，可以说，是一流的后整理
造就了一流的品质。
青岛即发：牵手十一载，是习惯更是承诺
除了集群古里的参展情况，我们还采访到
了一家已经连续十一年参加针织展的企业——
青岛即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从7个人发展到2
万人，年收入从500元发展到逾百亿，这是青岛
即发集团60年辉煌发展史最直观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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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发是中国针织行业首家设立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和国家认可实验室的企业，60 年来不
断推陈出新，以多项绿色科技为标志的发明专
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使即发新产品产值率始终
保持在50% 以上，其自主研发的“海洋生物甲
壳质纤维服装”，具有抑菌除臭、保湿护肤的
作用，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发明专利，
深受国内外消费者的喜爱，被喻为“会呼吸的
衣服”。另外，即发研发的微孔聚四氟乙烯膜
及功能型面料具有优良的防水、防风、透湿、
透气、微粒阻隔等功能，可广泛应用于医用防
护服装、军警作战服装、户外运动服装及装
备。
即发集团展会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多年来，以融合全产业链上下游的整合互动、
商贸对接、魅力展示于一体为特色的中国国际
针织博览会已经成为了国内针织行业专业性最
强、综合水平最高的展会。他说：“该展会为
国际和国内针织行业及周边行业的企业提供了
一个高效的交流合作平台，积极推动了中国针
织行业及参会企业的成长与发展。”谈及当前
针织展聚焦大内衣概念，并主打功能性问题
时，该负责人坦言，当下的内衣已经越来越趋
向于时尚性、功能性，比如运动型内衣、家居
型内衣等早已突破了传统小内衣的概念，也代
表了未来内衣产品的发展趋势。“即发顺应市
场发展趋势，通过几十年的发展，产品序列不
断延展与完善，基本涵盖了整个大内衣范畴，
可以为更多的顾客提供更多的选择。”
2016年，即发在首届“中国针织功能性产
品评选”中一举斩获殊荣，今年，即发在产品
开发方面又有了哪些突破？对此，该负责人介
绍称，近年来，即发持续加大在功能性产品方
面的研发投入，功能化差异化产品比例持续增
加，新产品产值率一直保持在50% 以上。公司
新开发的双向超弹家居休闲产品、双面功能性
高弹网眼产品、超保暖透气内衣、温感腈纶保
暖内衣等功能性产品也已经得到客户的认可，
正在积极投放市场应用。而本届展会，即发将
展出公司的高弹棉毛随心裁内衣、圆筒高弹汗
布内衣等新产品。

展会报道

2017纽约展：瞄准市场 个性设计与差异化定位两手抓
美国商务部6月2日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4
月，美国对中国的货物出口额增长了2.2%，而
来自中国的货物进口额上升了9.6%。其中，4
月美国进口纺织品服装77.27亿美元，同比增加
0.59%，环比增加2.30%。而从中国进口纺织品
服装26.23亿美元，同比增加6.59%，环比增加
36.54%，占美国进口总份额33.95%，占比较上
月增加约8.5个百分点。
中国纺织服装企业该如何更准确地判断美
国市场？又该如何进一步开拓美国市场，提
高市场占有率？7月17日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
展（纽约）暨纽约国际服装采购展（Apparel
Sourcing USA）, 纽约家纺采购展(Hometixles
Sourcing ) 和美国Texworld服装面料展(Texworld
USA)三大展会将在纽约贾维茨会展中心举办，
《中国纺织》杂志社记者采访了参加本次展会
的部分展商，且听他们怎么说。
走出去主动沟通 精准定位赢市场
“我们要去拜访老客户、开发新客户，通
过展会这个平台，直接与采购商或品牌商沟
通，了解他们的需求，相对应地开发能够符合
他们需求的产品，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是
我们参加展会最重要的目的。”这是所有受访
企业的一致目标。
今年即将首次参加纽约展的浙江中大技术
出口有限公司，其纺织服装业务进入美国市
场已经20多年了，一直保持70%-80%的市场份
额。公司业务员王婕介绍，中大决定去美国
参展主要是因为目前大形势不好，“我们集团
从前年开始就推出了一些政策鼓励我们出去参
展，去寻找更高品质的客户。去年，我们首次
去美国参展，今年第一次去纽约，希望能发展
新客户，同时我们也会积极进行新产品开发，
吸引更多客户。”在现有客户的基础上寻找机
会去发掘新的客户，将市场做大，也是参展企
业的目标所在。
但是无论维系老客户，还是开发新客户，

靠的都是产品。对于参展企业来说，展品是最
直观的产品表达。根据季节、风格、市场等方
面的差异选定展品至关重要。
对此，从事该行业20余载的宁波铭朗服装
有限公司的盛武斌总经理感触颇多。
“我们此次参加纽约展主要的展品是西装
和大衣。去不同的展会，会选择不同种类的产
品进行展示，主要是考虑到季节和风格等因
素。拿美欧风格差异来讲，首先，视觉上，
即服装的样板和廓形上，欧洲的西装相对比较
修身，而美国版以舒适为主，会相对宽松；其
次，从设计的配置上来看，欧洲会有更多的细
节工艺的导入，比如说里布的改变、珠边的一
些变化、外形口袋的设计等，但是美国显得更
加商务、工整，没有那么时装化；再次，从面
料本身讲，美国人更喜欢比较干净的、比较挺
括的羊毛面料或者羊毛混纺面料，这是他们对
正装的需求，而欧洲人喜欢更加靓丽的颜色、
丰富的材质，比如说有丝的成分、有棉和羊毛
混纺之后比较舒适手感的成分等等。”
主做泳装和运动类服装的厦门欧瑞祺进出
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贞洁特别强调了依据
季节确定展品的重要性。
“我们会结合客户下单的季节性来选定最
终的参展产品，基于多年的参展经验，感觉1、
2月份展泳装，效果会更好，7月份也展过，但
效果没有年初展示好。7月份客人要配合准备
下单的供应商已经选定了，基本上不会在7月份
做出改变，而1月份正好是泳装刚刚选好供应商
准备开发的时候，而下单季节是在7月份，所以
在7月去展泳装就太迟了。所以我们上半年展泳
装，7月份就展出运动类的。”
对此有同样感受的是浙江东方集团的部
门副总经理杨学峰，“同样是毛衫，我们会
根据不同的市场、不同的季节，选择不同的
展品。好比说纽约展是7月，而巴黎展是9月，
intertexitle上海面料展是春秋两季，根据季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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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客户有时下春季单，有时下秋季单，那
么我们带去相应展会的产品就会相应不同。大
类是一样的，但是细分起来有差异。”浙江东
方集团主要做国际市场，业务基本覆盖全球，
传统市场多一些，新兴市场相对较少，其美国
市场的贸易额大概占到30%-40%。
爱伊美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服装工贸型企
业，目前国内国际市场基本各占一半。由于前
几年成本的上升，这两年在美国的市场份额
也逐渐萎缩，现在大概占到10%-15%，“我们

希望今年通过参加纽约展拜访一些老客户，
再开拓一些新的客户，而且我们已经约了几家
客户，他们很高兴，也很愿意我们去拜访，所
以我们觉得合作还是很有希望的，也很有信
心。”
鉴于当前的外贸形势，企业要想赢得市场
就不能走大众化路线，必须找准差异化定位，
同时还要拿出自己的个性设计。有些企业表
示，针对此次纽约展，他们会根据市场流行趋
势特意开发制作一些样品去展示推销。

2018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
暨ITMA亚洲展览会参展报名启动
2017年对于很多纺机企业来说都有个不错
的开始，一季度很多企业订单饱满。分析来看
有国内外新增产能的促进，也有纺企设备更新
的需求，还有行业转型升级对自动化、智能化
设备需求的增长。
未来两年必将是纺织行业“十三五”规划
实施的重要时期，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也必然
持续升温，设备企业，你们准备好了吗？
在业界，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ITMA
亚洲展览会早已经成为纺机企业展示新产品、
新技术、新理念乃至新工艺的重要窗口，在过
去的十多年中举办的历届展会都为纺织和纺机
企业的良好交流提供了绝佳平台，逐年递增的
展商数量和展出规模验证了全球纺机企业对展
会的认可与信任，来自百余个国家的十万余专
业观众的到访，也同样说明了该展会的全球地
位和价值。
据主办方统计，2016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
览会暨ITMA亚洲展览会共接待10万余人次观
众，来自全球10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超过20%
的观众来自海外。中国大陆观众人数位列第
一，其次为印度、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印
度尼西亚和孟加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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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展会第一次迁入国家会展中心（上
海），启用了会展中心的6个馆，展出面积超
过1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2%。共有来自28个
国家和地区1673家企业参展。其中中国大陆展
商展出面积占全部面积的69.4%，居首位。德国
（约占总面积的6.5%）排第二，其次为意大利
（5.5%）、日本（4.7%）和瑞士（3.2%）。总
体而言，参展企业数量同比增长了7%。
2018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ITMA亚洲
展览会将于2018年10月26-30日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隆重举行。目前已于2017年6月19日正
式启动展商网上报名系统，到2018年2月28日结
束报名。
本届展会将继续沿用网上报名系统，广大
行业企业可关注展会官网www.citme.com.cn及
www.itmaasia.com进行报名，届时展会官网右侧
将会进行报名流程的提示。同样，关于2018联
合展的展会通则等重要文件，展会主办方也在
6月份通过官网进行信息公布，企业可随时关
注。
蓄积了两年能量的纺机企业们，全球众多
纺织企业都期待着你们更优秀的产品技术展
示，相约2018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ITMA
亚洲展览会，大胆释放您的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