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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居家新体验 引领新消费 创造新生活
2017中国国际家用纺织品及辅料(秋冬)博览会8月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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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布局---创新、科技和艺术元素有
机结合
本届展会使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的6个
展馆，总面积为16万平方米，展馆布局充分体
现出融“创新、科技和艺术元素”为一体的大
家纺格局。具体分为：
3号馆--软装设计馆
本馆包括：成品窗帘区、臻美地毯区、窗
帘辅料区、墙壁艺术秀展区以及英国室内设计
大奖安德鲁马丁论坛等众多精彩展区与活动。
其中，遮阳窗饰潮流秀板块中，主要体现智
能、节能、隔热、静音降噪等特点；创新技
术、时尚设计的展示，代表了建筑节能、家居
遮阳和智能化领域的发展趋势。
本馆也是"大家居"特点最明显的一个馆，这
里突出产品与设计的完美结合，还有设计大咖
精心筹备的软装主题，诠释新一季软装潮流。
4.1号馆--环球生活馆
本馆集结了国际实力展商，将有比利时、
印度、摩洛哥、巴基斯坦、中国台湾和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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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展团亮相。
世界知名品牌如德国的JAB雅柏、Yada &
Euroart将在品牌布艺区； Enzo Degli Angiuoni, D
Décor和Culp在装饰布面料区。
其他海外展商包括英国Prestigious、德国聚
酯纤维供应商Advansa Marketing、英国床品名
牌Common Living、Harlequin、Morris & Co.、
Sanderson及Scion的亚洲唯一经销商青岛莫特斯
代理等。
超过20家海外纺织品花样设计工作室将在
设计师沙龙亮相；Digitex等龙头公司将在数码
印花区内展示最先进的数码印花技术。
5.1号馆--家居潮流馆
本馆可谓产品高端，品牌云集，是观展者
的必经之地。这里会将最前沿的家居风尚集中
展示，众多实力品牌竞相"绽放"。华尔泰国际
纺织（杭州）有限公司、杭州奥坦斯布艺有限
公司、 广州市源志诚家纺有限公司、大连东立
工艺纺织品有限公司等众多实力品牌将集中亮
相，尽显品牌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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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号馆--多彩海宁馆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海宁已成为全球知名
提花面料生产基地，当地的家纺营销队伍遍及
全国，产品远销东南亚、南非、中东及欧美等
40多个国家和地区。
本馆有浙江欧可丽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凯
迪雅布业有限公司、海宁市天屹织造有限公司
等众多品牌演绎出海宁布艺的多彩灵动。
6.1号馆--时尚余杭馆
本馆汇聚了许多余杭优秀布艺企业。余杭
家纺产业致力于上下游联动并进、培育设计、
发展电商等上下游产业的融合，进行跨界合
作，实现布艺软装家居一体化。
6.2号馆--家具布艺馆
本馆以家具沙发面料产品为主，突出产品
的专业性，也让买家采购更有针对性。企业
主要是来自中国沙发布艺名镇--浙江桐乡大麻
镇。
为了方便选购，同时更好的突出不同沙发
面料企业，本馆按产品质地将企业进行细化分
区：立体感强、颜色鲜艳的植绒布区；割绒绒
面均匀、光泽度好的割绒布区；色彩绚丽鲜艳
的印花布区；手感丰满、质地厚实的提花区；
透气性、透汗性好的棉麻区；结实耐用、易打
理的化纤区；悬垂性好、质地轻薄的仿皮革、
麂皮绒区。

杨兆华：展会三大亮点直指家纺行业发
展路径
20多年来，中国国际家用纺织品及辅料
（秋冬）博览会（以下简称上海秋冬家纺展）
作为行业全貌的缩影，从产品到服务，无不在
诉说行业的创新、突破与变革。不仅为业界提
供了展示、交易的有效平台，同时也凝聚了行
业发展的精髓与重要节点。本届展会的三大亮
点诠释了家纺行业发展的成果和方向。

亮点一：量变到质变，小家纺到大家居
上海秋冬家纺展通过近几年的努力，可以
说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2015年上海秋
冬家纺展就已有16万平方米的展出面积，但其
中包括成品展区。自2016年开始，成品企业便
从上海秋冬家纺展中剥离，独立形成上海春夏
家纺展。至此，春夏家纺展以床上用品、毛
巾、成品帘等成品为主，秋冬家纺展则以窗
帘、沙发布艺等装饰布为主的格局正式形成。
上海秋冬家纺展总展出面积已连续两年保持在
16万平方米，且利用率逐年升高。由此证明，
展会从“量”上实现了突破。
而“质变”则体现在，企业从过去单纯展
示布料的角色，演变为整体软装方案的提供
者、解决者。企业不仅仅是在卖布，而是在演
绎风格、演绎卖布的方式，让沙发企业以及客
户充分了解这块布的内涵，用布料通过不同表
现方式来提升沙发的价值，进而提高布本身
的价值。场景化展示可谓展会发展中的一大亮
点，现已逐渐细化为客厅空间、卧室空间、书
房空间，企业纷纷利用窗帘、地毯、沙发、墙
纸、墙布等来做整体搭配，这便是展会由量变
到质变的全新演绎。杨会长表示，从参展情况
来看，家居情景化展示去年已初见成效，相信
今年5.1号馆内的代表性企业会将其演绎的更加
充分！
亮点二：商业模式创新助力布艺产业品牌
打造
除产品研发与服务升级外，渠道创新也是
布艺行业近年的一大亮点。在本届展会参展商
中，就有很多企业在渠道创新方面有所建树。
具体表现为，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一方面
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充分发挥线上、线下的
优势，开拓O2O、B2B及C2M等渠道创新。另
一方面加快传统渠道转型升级，注重消费体验
和服务，紧密进行跨界合作，提供家居陈设整
体设计和生活方式解决方案。同时对于布艺行
业来说，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打造真正意义上
的成品帘也是渠道创新非常重要的探索方向。
另外也有不少布艺企业实行个性化需求的大规
模定制，在标准化、模块化基础上，实现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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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定制化。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途径不仅让
企业在渠道创新方面有所突破，也促使企业提
高了品牌意识，无论是终端品牌亦或制造品
牌。
亮点三：“安德马丁”奖让布艺跨界更落

打破行业界限，实行跨界整合，实现一站式销
售。
同时现场还将推出O2O线上销售线下体验
的模式，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一体化家居服
务。

地
小轩窗 ：1+1版本构建时尚家居新空间
杨会长谈到，在以往的家纺展中，我们曾
与中国家居协会、饭店采购协会、室内设计师
协会等有广泛的合作，去年已经初见成效。
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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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秋冬
家纺展的盛装亮相则象征着家纺行业跨界合作
的进一步落实。“马丁”活动的引入将会带来
众多设计师资源，包括家具设计师、室内设计
师等，这必然会使跨界合作的概念更为夯实。
产品、渠道、软实力——三大利器赋能布
艺升级
为更好的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加强市场开
拓，走上品牌之路，杨会长对企业未来发展给
出三点建议：首先，企业若想长足发展，必须
要做强产品，产品才是基础，是企业真正的
“根”。其次，企业若想脱颖而出，还需提高
自身服务能力，加强软实力的打造。要做到能
够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加强对环境的艺术化
整合能力，进而提升家具及布艺产品的内在价
值。第三，企业要积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走
线上线下融合之路，开拓O2O、B2B及C2M等渠
道创新。

大家居的出现其本身就是从"卖产品"到"卖
生活方式"的转变。本届展会上，小轩窗展位面
积共计306平米。产品包括窗帘、窗纱、沙发
布、壁布、壁纸等。分为大家居和外贸两个展
区，大家居的最新全线产品与2017年最新的家
装流行元素进行结合，以"现代、轻奢、生活化
"为展会主题，构建全新的窗帘+壁纸（布）的
1+1商业空间与家居空间的展示。外贸的产品部
分，仍以窗纱为主，窗帘布为辅的格局，在产
品工艺部份，坚持以刺绣印花工艺为主，提花
工艺为辅的产品布局。
圣菲丹：营造独一无二的生态家园
本届展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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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展品的开发主要
针对国内外中高端市场，推崇自然休闲的家居
生活方式，面向国内及港澳台地区的高端零售
商、高档家俬厂、软装设计公司及设计工作
室。
美布美：用色彩感染世界

奢侈范 色彩牌 素朴风齐上阵--布艺展
商风采预览
奥坦斯：升级新时尚
本届展会奥坦斯参展面积1000平方米，展
示5000多种高性价比的特色面料产品。
在注重产品现代时尚化的同时，助力于整
体软装配套，让消费者体验艺术化的生活场
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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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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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展会美布美会用357平方米的空间，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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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新推出的新亚洲风尚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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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根据整体空间陈列概念展示，以布艺
展示和陈列为主，销售的重心也是布艺面料为
主。

开启智能新生活---展商亮眼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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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展会，专攻智能家居、功能性家居等
领域的企业不胜枚举，他们提供的家居方案各
不相同，却都将令人眼前一亮。
广东创明遮阳科技有限公司的电动窗饰、
智能控制产品操作简便、智能控制，可创造出
高效、舒适、安全、便捷的个性化家居生活，
满足用户对智能家居生活的更高追求。
上海博开遮阳技术有限公司是目前国内最
优秀的电动窗饰、智能遮阳产品集成方案供应
商，是行业内最具有影响力的品牌公司之一，
同时还是智能领域的节能代表。
本届展会将带来最新的“电动百叶帘”，
窗帘运用直流电机股动叶片升降替代传统百叶
帘手拉的传动方法，使其在操作过程中愈加简
洁。此外，由铝材、木材或PVC等材料制造而
成的帘片具有主动翻转功用，能够愈加准确地
调整室内的天然采光程度，依据室内用户的需
要来调理光线的取入，完结最佳的视觉舒适
度。
专注功能性及智能领域的绍兴乐加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万家帘品）也已整装待发。本届
展会公司将主推除甲醛系列窗帘和银盾抗菌系
列窗帘。并将引入更多高科技、多功能的定制
窗帘，全屋套餐窗帘，尤其是在健康环保材料
的窗帘研发上下足功夫，研制开发并已获得专
利的光触媒除甲醛窗帘、银盾抗菌窗帘，石墨
烯窗帘等高科技环保窗帘等产品，将带来气象
万千的效果。

大家居新体验
本届展会可满足一站式购物需求的“大家
居”理念将在展会中得以进一步体现。
浙江巴贝纺织有限公司 对于大家居概念，
巴贝集团早有布局。集团下不仅有做面料的巴
贝纺织，还有做整体木作的图森木业。公司不
仅仅提供面料，同时还提供家具面料搭配设
计，窗帘、床品的款式设计和生产，公司做到
了从材料到成品，从设计到整体软装的一站式
打包服务。

绍兴奇阁家纺有限公司本次参展的主要目
的是推广新产品、维护客户关系，为了本次参
展，公司也下了很大工夫，本次展会将呈现如
下新看点：1.窗帘成品，定制品规格；2.遮光绣
花，环保（主推）；3. 割绒系列采用的是针织
方面的新技术——特宽幅新技术

谁说辅料只能当窗帘”配角”
在家居生活中, 人们往往惊艳于窗帘的美，
而忽略了其中点睛之笔的辅料。本届展会一直
做配角的辅料将与窗帘同台登场。
时尚色彩、流动的波纹元素、新中式的东
方风韵、满满的花香，浪漫的情怀将绽放迷人
风采。场景式营销体验、多元而独特的设计、
多渠道商业模式、跨界合作会让人们对辅料企
业刮目相看！
大连东立：卖产品到现在的卖生活
本届展会东立精心准备了新品的实用场
景，多套新品在窗帘、抱枕及家具中的应用，
让设计师们现场亲身体验流苏、花边在软装中
的价值，探寻新的设计灵感。
展位搭建风格更偏向于建立高端与国际化
的品牌形象，参考了国际奢侈品的展厅设计理
念，通过环境、色彩与展品的组合，营造一种
时尚空间。通过搭建场景向消费者推荐一种生
活方式，为产品营造一种使用氛围，能更有效
的推荐产品设计，提升品牌价值。
展会现场东立将推出多套新品，其中有时
尚色彩与流动的波纹元素，新中式的东方风
韵，还有集成经典图案与流行色彩的刺绣带
子。东立将高性价比的产品展示出来，让来访
客户直观的认识到高品质的流苏产品并非价格
高高在上，而是时尚设计、丰富色彩与优良客
户服务组成的高附加值产品。
鼎尚·虞美人：遇见花开 尽情绽放
本次展会鼎尚·虞美人在推广形式、门店
形象、主题营造三方面做得更加深入、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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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遇见花开"为主题，满满的花香，浪漫的情
怀，一针一线创造出具象百花在纱帘上尽情绽
放，以绿色为基调，环保为理念，浪漫而精
彩。将带来绿野仙踪、情系虞美人、普罗旺斯
三大系列产品：绿野仙踪系列是迎合时下时尚
环保绿色的主题，以纱的轻柔艳丽配以布艺的
内敛，绝对耳目一新。情系虞美人是定位于中
式的系列，特色是休闲、时尚。普罗旺斯是法
式小清新风格，特色是轻奢浪漫。

弃产品、工业产品与手工制作齐头并进。材质
的表现方式在人造和纯天然的混合体中产生了
变化。通过与自然界和谐共生关系的研究，使
得面料在质感触觉和表面上得到了优化提升，
更加柔软，同时加入了现代的设计感。

绍兴纺特：个性化服务带来一站式购物体

此主题的色彩传达着平和与宁静，并表现
出原始环境的能量与活力。

验
绍兴纺特是一家专业生产，销售窗帘花边
及各种窗帘辅料的大型企业，拥有顶尖的销售
团队，拥有齐全的产品阵容，拥有强大的产品
库存，拥有完善的售后服务系统，一直专注窗
帘花边，以实力为自己在行业内加冕。
为了不断提升产品的满意度和客户体验，
绍兴纺特在生产企业行业内率先推出了一站式
购物体验，整合资源，为客户节省传统花边，
辅料采购的不便。本届展会上该公司将带来欧
式风格、中式风格、田园风格、美式风格，及
各种拼接，及成品帘头上千余产品供客户选
择，让消费者和终端客户了解花边辅料的最新
流行趋势。

色彩的运用表现了对自然世界的特别关
注。反映了人们试图与周围环境重新连接，从
再生材料创造产品价值的意愿。

主题二：联系感知
数字革命开始于通过数字实体功能转化和
换位越来越多的"现实生活"活动。如今，相反的
趋势越来越明显：虚拟在物质世界中逐渐显露
出来。
为了应对体验经济，数字化将会越来越多
地融入物理世界，所谓的"现实数字"，使其更加
具象和人性化。
这种技术的变化改变了我们的互动方式，
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改变了有形与无
形、物质与非物质的关系。这种变化导致了一
种新的数字的异国情调的诞生。

最权威的中国家纺流行趋势在这里
由中国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组织发布的
"2018/19中国家用纺织品流行趋势"将继续于展
会现场举办发布展。

这一趋势检测了高度数字化的性质，一种
新的迷幻意象，现实与超现实共生交融。
主题的色彩由清晰的、唤起数字景观的冷
色调构成。全息色在于增强与黑色或深红色、
紫色的对比关系。

主题一：回归本真
主题三：不设边界
这一趋势的灵感源于对自然界和与之相关
联事物的关注。数字屏幕的日益普及和它匮乏
的内涵所产生的紧迫感，引发了我们对自然界
的根源和经验与地球之间关联性的研究。
人们对材料产地、生产方法及资源利用的
兴趣日趋增长，尤其是对具有乡土根源典型特
征的兴趣的复燃。可利用元素回收及天然材料
的废物再生产为此提供不寻常的解决途径。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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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的城市竞争和网络正在改变我们感知
环境，身份和如何传递一种文化物质的方式。
就整体而言，文化及其衍生项目所体现出
的持续杂食性和复合性已使其具有跨越国界的
特质。当面临情感和不同遗产文化差异的风险
时，也意味着新的创造奇迹的机遇的到来，特
定的根源与额外的激励和影响, 表达了城市环境

特别报道
的多层复杂性。
用一种不寻常的现代创新手段改写传统
的、富有历史性的特定遗产，产生了民族和城
市之间的传统工艺品和当代设计的折衷和混合
修改。
红色和橙色，这些非常温暖的传统色彩，
融入到新的城市环境中，与受城市环境影响的
较冷色调，航空蓝色和凋零的玫瑰色，共同组
成了这一主题的色彩。

时代的变革思潮倍道而进，"家文化"作为
设计领域的重要着陆点，在迭代中更加凸显设
计的无界魅力。设计作为独特的传播媒介和语
言，在聚变的社会环境里被赋予了更多的"链接"
作用。于"家"而言，设计是无声的宣扬，更是有
形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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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博览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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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四：再度思考
我们正处于一个转变的时期，我们摒弃了
多余的存在，发现了永恒的经典，重塑未来的
价值。我们已存的记忆与未来休戚与共。我们
掌控客观历史，选取有价值的历史内涵，并使
其更具生命力与珍贵。
具有独特风格和质量特征的产品，会随着
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好。可以持续使用，也可以
在循环经济中重新焕发光彩。
经典产品通过创新的外在处理和功能材料
的引用：可持续性变得非常复杂。大众产品引
入手工制作的细节，被消费者逐渐关注。
这一趋势的色彩清晰而细腻。从淡粉色到
奶油色、水绿色，和一些深色，如深紫红葡萄
色，海军蓝和森林绿。
为了让趋势能更加紧密的结合中国家纺行
业发展现状，紧贴市场，更好的推动流行趋势
对家纺行业的引导作用，中国家纺协会流行趋
势研究与推广工作室面向全行业开展"2018/19中
国家用纺织品流行趋势产品"的征集工作，欢迎
各家纺产业集群、企业和设计师积极参与，最
终入选产品将在趋势发布展上面向行业展出。
发布展后，"2018/19中国家用纺织品流行趋势"
也将在"中国家纺流行趋势推广基地"——江苏海
门叠石桥国际家纺城进行长期的展示推广。

家纺.设计 从“跨界”到“无界”！

2017安德马丁国际室内设计峰会惊艳在何
处？
安德马丁国际室内设计峰会自创办以来以
其前瞻性、专业性、实用性备受业界瞩目。
2017安德马丁国际室内设计峰会，将汇集
国内外设计行业顶级设计师，构建国际设计界
交流沟通平台；以国际化视角，融合不同艺术
领域、不同文化地域的设计思潮，探讨多元化
设计理念，将中国设计多角度诠释出来！
2017峰会主题：设计再变革
分论题1：转型与变革：社会转型下的设计
变革之道
时间：2017.8.23 下午
分论题2：传承与创新：传统在当代语境下
的演变与发展
时间：2017.8.24 上午
分论题3：无界与互联：设计思维的无界与
互联
时间：2017.8.24 下午
届时，将迎来9位业内重量级演讲嘉宾。
2017 "无界之合" 跨界家居艺术展让家居变
身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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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有之非有，"界"行之所分。思想汇聚、
百家争鸣，"合"融合之能。设计凭空造物从无至
有，千般趋同却造出万般存异。"界"区划不同设
计门类，着眼点左右设计所得，思产品者、思
空间者、思时装者，同在创造，各有精彩。当
各式思维之于家具设计，"界"的魅力创造新样思
考，设计所求在于完善生活，设计产品呈现技
法与意境，从"界"出发，"合"于初心，集聚各方
对生活美学的颂扬。
本次艺术展将汇集来自室内设计、建筑设
计、服装设计、艺术设计等行业近40位行业精
英，以"无界之合"的概念，通过具象的家具、艺
术陈设展示，表达对新家居生活方式的品位和
理解。

请柬、群发短信、群发邮件、Callcenter电话邀
请、在专业市场派发请柬等多种手段邀请观
众，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同时，借助大数据功
能，对邀约观众进行人群画像，利用新媒体的
传播力度，实施定向邀约，并通过webtrack轨迹
追踪，分阶段了解观众邀约情况，并适时进行
调整，确保观众邀约成果最大化。
2、展会现场增加预登记入口，缓解进馆排
队压力；同时，预登记观众也可以凭预登记条
码直接扫描进馆。
3、现场引入直播（录播），对展会各馆
的特色、亮点以及现场活动等内容进行媒体展
示，并在现场南厅、西厅的入口LED屏进行同
步展示。

展会服务提升
1、加大观众邀请力度。经过20多年积累，
主办单位掌握了庞大的观众数据库，通过邮寄

不见不散！
8月23日-26日，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

2017中国纺织创新年会 · 产品峰会在福州召开
7月29日，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主办，
中国纺织信息中心、国家纺织产品开发中心承
办，福建恒申集团协办的2017中国纺织创新年
会·产品峰会在福建福州召开。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中国工
程院院士俞建勇，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陈大鹏，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纺织处
处长曹庭瑞，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生产力促进
部主任、中国纺织信息中心主任乔艳津，国家
纺织产品开发中心主任李斌红，中国服装协会
副会长杨金纯，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生产力促
进部副主任、中国纺织信息中心副主任张玮、
董奎勇、李波，中共长乐市委副书记、长乐市
人民政府市长蔡劲松，长乐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林建华，福建恒申集团董事长陈建龙出席本次
峰会。来自行业协会、专业机构和大型知名企
业的资深专家、纺织服装先锋企业精英、国家
纺织产品开发基地企业、中国流行面料入围企
业、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产品开发贡献奖获奖
8㓪㓷䍨׳

企业、国内主要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等优秀企业
家代表和新闻媒体代表近400人参加了本次活
动。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在峰会上
做了《竞合生态下中国纺织工业的协同创新与
价值再造》主旨演讲。孙瑞哲指出，纺织工业
是中国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工业
化进程中的先行行业和基础行业，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
挥着积极作用、扮演着重要角色。目前，中国
纺织工业正处于由大而强的关键转型期。近年
来，中国纺织工业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速度有
所趋缓，但行业质效有了显著提升，结构调整
不断深化，创新能力不断增强。2017年中国纺
织工业保持了稳中向好的总态势。经历了24个
月的出口负增长后，从今年5月开始，出口实现
了正增长。
中国纺织工业的体系化竞争优势正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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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完备的基础设施与产业配套已经形成，使
得行业价值链上一个环节的创新可以在另一个
环节得到应用转化，发挥创新的叠加效应、聚
合效应与倍增效应。产业链上协同、产业间协
作有良好基础与巨大空间。
孙会长强调，竞合是当前世界纺织工业总
的格局。行业发展已不是零和游戏，合作成为
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面对当前市场的新变

化：消费需求多元、创新迭代加快、智能深度
融入，协同创新将成为企业的必然选择。而开
放式创新、体系化创新、可持续创新是协同创
新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
以产品开发与科技创新为重点，塑造中国
纺织工业的“新定位”。通过技术传导、智能
增效、文化赋能、责任内化四个路径打造中国
纺织工业的创新协同与价值再造。

中纺联副会长孙淮滨接见美棉代表
7月18日，美国国际棉花协会主席艾迪先生
一行到访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旨在进一步了
解中国纺织业发展现状、美棉质量状况，探讨
未来改进的方向。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孙淮滨、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副会长叶戬春等
参加了接待工作。
会上，孙会长首先向美国棉花代表团介
绍了中国纺织业发展现状。他指出，2017年以
来，中国纺织行业运行总体向好，行业主要指
标均有改善。1-5月，全国纱、布、服装产量保
持个位数增长速度；累计出口纺织品服装998.8
亿美元，同比增长2.1%；内销方面，全国限额
以上服装鞋帽针纺织品零售额同比增长7.2%，
全国网上穿着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0.6%；投
资方面，纺织行业500万元以上项目投资完成额
同比增长9.1%，其中针织、产业用纺织品行业
投资增速明显，新疆依旧是投资热土；运行效
益方面，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同比增长9.4%，规模以上纺织企业销售利润率
为5.1%。
在谈及纺织行业质量管理工作时，孙会长
表示，中国纺织行业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做好质
量管理工作：一是全面推动质量管理小组，让
企业在生产、节能减排、财务、营销、管理等
多个环节以科学小组的方式进行质量的全面提
升；二是贯彻国家卓越绩效评价准则；三是设
立“全国纺织行业质量奖”，通过聘请行业认
证的权威专家在宣贯、培训、评审的过程中，
为企业提供诊断、咨询服务。

孙会长指出，中国年纤维加工总量为5420
万吨，其中化纤占84%，近两年国内棉花生产
格局发生变化，新疆棉花产量占全国80%，但
仍不能满足中国纺企的用棉需求，仍需要通过
进口棉花来进行调节。中纺联和中棉行协一直
在向国家发改委呼吁增加配额、放开滑准税，
以增加棉花进口，提高纺织企业竞争力。
中棉协副会长叶戬春指出，近年来中国棉
花检测标准逐步向国际棉花标准靠拢，美棉无
三丝、无异纤，长度、马值等物理指标均好
于国内棉花，因此得到越来越多中国纺企的
青睐。2017年1-5月中国美棉进口量较2016年增
加两倍，但美棉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美棉为
机采棉，其短绒、棉结较中国新疆手摘棉高；
二是批与批之间差异大；三是皮马棉含糖量较
高，给纺纱生产带来很大影响；四是有纺企反
映部分批次棉花有异味。此外，叶会长强调，
为防止混入异纤，中国棉花打包实行强制棉布
外包标准，而美棉仍采用塑料袋包装，建议美
方予以改进。美国棉花代表对中方提出的问题
和建议表示感谢，表示今后将深入研究以上问
题存在的原因，并做好相关改进措施。
据悉，2017年美国棉花产量预计增长200
万包，即从2016年1720万包增长到2017年1920万
包。美国作为全球优质的棉纤维供应商，一直
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发展。7月20日，美国国际棉
花协会将于山东青岛举办“COTTON USA”质
量大会，届时将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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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院杯”针织设计大赛，用设计为产业提档升级
7月15日，第三届“濮院杯”PH Value中国
针织设计师大赛新闻发布会暨全国针织服装设
计专业师资建设培训班结业仪式在桐乡濮院创
新园举行。

师大赛旨在进一步培养和孵化优秀设计师团
队，我们希望通过一届又一届的设计师大赛，
有更多的优秀设计人才脱颖而出，更多的设计
新锐投身濮院时尚产业。

中国针织设计师大赛举办两届来，得到了
业界广泛认可，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赛的
举办，为针织行业培养储备设计师人才发挥了
重要作用，同时，也让更多设计人才关注到针
织领域，可以说设计大赛的开展，不仅为针织
行业吸引设计人才打开新的局面，同时也让行
业自身意识到，针织设计要吸纳和融入更多设
计理念和元素，逐步打造出独树一帜的、针织
的时尚。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纺织人才交流培训中
心和中国针织工业协会将在濮院毛衫创新园建
设“国家毛针织培训中心”，在针织人才培
育、实习就业、创业、创新等方面进行全面合
作，共同致力将濮院建设成为毛针织人才培养
孵化的摇篮。

本届大赛以“初”为主题，意即万物起源
之始，百般美好之时。大赛由中国纺织工业联
合会、中国针织工业协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纺织行业分会、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
桐乡市濮院羊毛衫市场管理委员会共同主办，
桐乡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桐乡市经济和信
息化局为协办单位，中国国际针织博览会组委
会为承办单位。
本届培训班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人力资
源部、纺织人才交流培训中心，中国针织工业
协会共同主办，濮院羊毛衫市场管委会、浙江
华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协办的，为期一周的培
训班，来自全国纺织服装类近20所高校的针织
专业教师参加了本次培训班。
濮院作为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命名的首批
中国羊毛衫名镇，也是全国最大的羊毛衫生产
销售基地，每年从濮院销往全国的羊毛衫服装
达7亿件，产销量占全国总量60%以上。濮院毛
衫产业正向时尚化、品牌化、个性化发展，已
连续多年参加PH Value展会及相关活动，并联
合举办了多届“濮院杯”PH Value中国针织设
计师大赛，为新锐针织设计师提供了一个高规
格、高起点的展示平台。
第三届“濮院杯”PH Value中国针织设计
10㓪㓷䍨׳

纺织贸促会副会长林云峰在总结发言时指
出，将首届全国针织服装设计专业师资建设培
训班结业仪式与第三届“濮院杯”PH Value中
国针织设计师大赛新闻发布会两个活动放到一
起，实际上是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
是始终依托设计提升来引导针织产业的再升
级。服务产业集群、企业、专业院校，提升
行业综合竞争力是行业协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和归宿。但仅凭协会的力量远远不够。产业集
群、企业、院校组成了我们的行业，整个行业
的进步需要行业每一份子共同的努力奋斗。
林会长表示，我们仍然要客观的认识到现
阶段中国针织行业设计能力的相对薄弱的现
状，尤其在现阶段整个纺织产业增速趋缓的情
况下，以设计铸就品牌、品牌引领行业显得尤
为重要。然而提升设计不是一句空话，需要踏
实做事。我们要用实际的行动，从行业的最基
础处强化针织设计的概念，从产业的最末端打
造创新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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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床上用品专业委员会年会在吴江召开
7月14日，2017床上用品专业委员会年会
在苏州吴江召开。会议探讨和总结了床品行业
的未来发展，而这正契合了“如何抓机遇、拓
市场、谋发展”的会议议题。本次会议由中国
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主办，中国家纺协会床上
用品专业委员会、吴江丝绸文化创意产业园
承办，吴江震泽镇人民政府支持。会议还获得
了中国缝制机械协会及ETON、富怡、琼派瑞
特、百联、华阳、盛名、艺博达等相关设备企
业的大力支持。
会议观点分享：迎接挑战，转型新家纺
吴江区震泽镇党委书记陈琦首先致欢迎
词，她指出，吴江以“丝绸之乡”闻名于世，
今天的震泽，聚集了上百家丝绸企业，形成了
“金花领衔、小花紧跟、百花齐放”的发展格
局，目前已经拥有了中国驰名商标2件、江苏
省著名商标4件，江苏名牌4个，苏州名牌200多
个，仅蚕丝被年产量就达300万条。形成了一条
全国罕见的从种桑养蚕、缫丝煮茧到织服成被
的丝绸产业链。伴随国家“一带一路”和“互
联网+”建设，震泽把丝绸小镇名片发向全世
界。本次会议在吴江震泽举办，对震泽意义非
凡，必将催生出一系列行业发展的新模式、新
路径、新方向。
吴江区副区长张炳高以“上有天堂下有苏
杭，中间便是吴江；日出万里、衣被天下。”
概括出吴江丝绸产业的发展优势及特点，同时
对本次会议的举行与企业的参与表示欢迎，他
强调，本次会议将为震泽丝绸家纺下一步的经
营理念创新、流动模式创新及产业创新带来新
的机遇与启发。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家用纺
织品行业协会会长杨兆华以“落实十三五，转
型新家纺”为主题，进行了主题演讲。他表
示，家纺行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与机遇。在
国家提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形势下，行业企
业应如何应对？对此，杨兆华表示，首先需要
做强产品，引导消费。通过引导消费，提高人

民的生活质量。第二，进行技术革新，提高效
率。如通过高速缝制、自动化吊挂线、自动化
生产线、智能仓储等设备进行技术升级。第
三，渠道升级，探讨“新零售”。当前消费者
对电商渠道依赖已然形成，这就是对零售的一
种引领，我们要适应新形势，积极提升消费体
验、产品质量、服务等，适应消费形式，引领
消费理念。
中国工程院院士俞建勇表示，在十三五关
键时期，作为纺织三大终端产业之一，家纺行
业是传统民生产业，是科技与艺术融合的创意
产业，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时尚产业。 未来抓住
新机遇，推动产业发展的关键是改变传统发展
方式，实现有效升级。
中国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总经济师魏启雄
从运行效益、投资、出口、内销、展望五个方
面进行了详细分析：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平稳回升，企业经
营状况稳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
年1-5月，家纺行业1869家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1088.13亿元，同比增长5.94%，实现
利润总额59.59亿元，同比增长0.40%。
协会跟踪统计的200家企业，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319.46亿元，同比增长3.38%。利润总额
20.47亿元，同比增长9.09%；协会跟踪统计的4
个产业集群，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073.89亿元，
同比增长7.35%，利润总额64.81亿元，同比增
长6.04%。投资持续负增长，但投资降幅有所收
窄；出口稳中向好；内销稳定增长。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李
军以"新市场、新格局"为题，分享了“床品行
业发展现状及趋势”，他指出，随着生活质量
的提高，消费者的需求不断提升，以功能性商
品、智能商品为主的健康消费获得消费者的青
睐，此外，以大家居和DIY家居的整体家居形式
迎来了发展机遇。同时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
立体渠道、专业渠道等正逐渐拉近与消费者的
㓪㓷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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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满足其个性化消费需求。而专业的服务
系统和服务团队进一步增强了消费粘度与消费
体验。
对于未来的产品趋势，他指出，生活用品
的发展趋势正在从单品消费向场景消费转变，
向生活方式领域延伸，而包含卧室及卫浴相关
产品的集成家居和婚庆、婴室等主题家居正迎
来机遇。外观装饰类商品正逐渐向健康功能方
向拓展，如提高套件、芯类产品的替换频率及
专属定制。
最后他分享了梦洁的经营哲学：“对待他

人好一点，不求回报，对待客人好一点，不一
定都是为了做生意。”、“我们为顾客提供的
每一次服务，都要有母亲的温暖、太阳的味
道。”
北京爱慕内衣有限公司副总裁张礼强谈以
“新零售下的渠道融合与快速反应”为话题
发表观点表示，20多年来，爱慕坚持只做一件
事：做内衣、创造美、传递爱。即使很多公司
和品牌都在做跨界，爱慕不为所动，我们追求
更好的品质、更高的品味。随后张礼强从品牌
建设与全渠道营销分享了爱慕的成长经历与经
营哲学。

上半年纺织品服装出口稳中向好
2017年6月，全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504.2亿美元，同比增长13.8%。其中出口1965.9
亿美元，增长11.3%；进口1538.3亿美元，增长
17.2%，当月贸易顺差427.6亿美元。1-6月，进
出口总值19094.8亿美元，同比增长13%。其中
出口10472.7亿美元，增长8.5%；进口8622.1亿美
元，增长18.9%，累计贸易顺差1850.6亿美元。
6月，纺织品服装贸易额264.9亿美元，同比
增长2%，其中出口243.5亿美元，增长1.4%，进
口21.3亿美元，增长9.2%，当月贸易顺差222.2
亿美元，增长0.7%。1-6月纺织品服装贸易额
1357.8亿美元，增长0.4%，其中出口1242.7亿美
元，与去年同期持平，进口115.1亿美元，增长
3.9%，累计贸易顺差1127.6亿美元，基本持平。

二是新兴贸易业态发展迅猛，传统贸易方
式出口下降。上半年，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出
口仍未恢复增长，分别下降3.6%和7.2%。以旅
游贸易、市场采购贸易为主的“其他”贸易方
式增长68.5%，成为拉动增长的主力，该贸易方
式出口主要面向非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其
中尼日利亚成为最大的出口市场，占到近10%
的出口份额。出口商品以棉、毛、丝制服装为
主。广东是旅游贸易出口的主要省份，旅游贸
易项下出口值达到该省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
进口方面，一般贸易增长11.2%，加工贸易
下降3.9%。
三是传统市场缓慢回稳，对“一带一路”
国家出口延续良好势头。

出口恢复增长 呈现稳中向好
出口——对主要市场出口恢复增长
上半年纺织品服装出口主要特点：
一是二季度恢复增长，出口稳中向好。纺
织品服装出口逐步企稳，形势趋向好转。去年
三季度至今年一季度的出口降幅持续缩小，今
年二季度累计出口693.7亿美元，恢复1.4%的增
长，上半年中有4个月单月出口实现增长，推动
上半年整体出口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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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欧盟出口降幅逐季缩小，服装出口量保
持增长。
2016年四季度对欧盟出口遭遇低点，降幅
超过一成，今年以来逐步回升，一、二季度降
幅逐步缩小为3.2%和0.3%。上半年对欧盟累计
出口222.5亿美元，下降1.6%，其中纺织品增长
2.3%，服装下降3%。大类商品针梭织服装合计

行业动态
出口量增长1.2%，出口平均单价下跌4.6%。
根据欧盟海关统计，1-5月，欧盟自全球进
口纺织品服装498.7亿美元，下降2%，自中国进
口占31%，较去年同期下跌0.5个百分点。自东
盟增长2.1%，自孟加拉增长0.4%。孟加拉是近
年对欧盟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其在欧盟市场
中份额占到14.6%，其中服装已占到近20%。
对美国出口保持增长，零售市场暗淡扩大
出口不确定性。
传统市场中，美国表现相对较好，上半年
对美累计出口202.5亿美元，增长1%，其中纺
织品增长5.6%，服装下降0.7%。针梭织服装合
计出口量保持4.5%的增长，出口平均单价下跌
5.7%。
当前对美出口面临新的不利局面：今年以
来，由于电商超快发展，原有美国零售业大客
户如Target、Cosco、Walmart等销量出现加速
下滑，加上百货店关店潮的到来，企业深感美
国零售市场从二季度开始进入“小冰期”，需
要伴随商业模式的变化及时调整生产和出口策
略。
根据美国海关统计，1-5月，美国自全球
进口纺织品服装453亿美元，其中中国占33.5%
的份额，与去年相比变化不大。自全球进口持
平，自中国进口下降0.7%，东盟、印度、墨西
哥保持对美出口增长。
对东盟市场逐步企稳，纱线面料出口保持
增长。
在经历了多年的高增长后，2015年起我对
东盟出口开始回落，2016年下降速度加快，降
幅达到7%。2017年有所好转，上半年对东盟累
计出口162.5亿美元，降幅缩小到1.9%，出现企
稳迹象。其中重点商品面料出口量增长8.7%，
纱线增长4.9%。服装出口下降迅速，出口量、
价分别下跌5%和7.9%。
对日本出口降幅缩小，市场份额下滑趋势
有所缓和。

对日本出口仍为负增长，但降幅较前几年
明显缩小。上半年累计出口92亿美元，仅下降
0.5%。其中纺织品增长1.8%，服装下降1.1%，
大类商品针梭织服装合计出口量增长4.4%，出
口单价下降5%。
根据日本海关统计，1-5月，日本纺织品服
装进口144亿美元，增长0.2%，其中自中国进口
下降1.5%，自东盟增长6.6%。
从数据上看，今年以来，中国在日本市场
所占份额持续下降的趋势仍然没有改变，但产
业转移的速度较前几年明显放缓。1-5月，中国
产品在日本市场上的份额为60.4%，比去年同期
下降1个百分点，下降的速度明显趋缓。企业
对此也有相同感受，据出口日本的主营企业反
映，当前日本相对其他市场进一步好转，尤其
中高档产品在日本的销量能够实现稳定增长。
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恢复持平。
上半年，我纺织品服装对“一带一路”沿
线64个国家（地区）累计出口424.7亿美元，占
我整体出口的比重达到34.2%，占比较去年全年
提升1个百分点。出口增长迅速的市场在东南
亚、南亚、东欧、西亚北非均有分布，其中规
模较大的主要有俄罗斯（增长12.8%）、沙特阿
拉伯（增长15%）、印度（增长11.1%）、柬埔
寨（增长12.5%）等。
由于全球经济恢复缓慢，近年我对“一带
一路”国家整体出口均为负增长，但降幅逐年
减小，从2015年的下降7.9%到2016年下降4.8%，
今年上半年则恢复持平。
大类商品出口量保持增长 价格全面下跌。
上半年，纺织品和服装分别出口531.5亿美
元和711.2亿美元，纺织品增长1.7%，服装下降
1.2%。大类商品的出口量均保持增长：纱线、
面料分别增长5.2%和7.9%，针梭织服装合计增
长3.9%。要素成本的普遍上涨并没有传导到出
口，大类商品的出口价格不升反降：纱线、
面料分别下跌0.9%和6.4%，针梭织服装下跌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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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
东部地区仍是拉动出口的主力 中西部地区
发展不平衡。
全国重点省市上半年出口表现各异：广东
和江苏保持较快增长，山东小幅增长，浙江、
上海基本持平，福建降势明显。东部地区整体
出口增长2%，超过平均增幅；中、西部分别下
降3.15和22.2%，中西部地区省份发展不平衡：
“一带一路”重点省份新疆增长30.4%，增幅居
全国前列，重庆、黑龙江、贵州等地则出现大
幅度下降。
纺织品进口价格普遍上升 服装进口价格下
跌。
上半年，纺织品和服装分别进口83.6亿美元
和31.5亿美元，分别增长3.2%和5.7%。服装进口
增长主要由数量带动，针梭织服装累计进口量
增长11.3%，出口单价下跌6.5%。纺织品中，纱
线、面料的进口量普遍下跌或实现小幅增长，
进口价格则全部提升，纱线提升5.5%，面料提
升11%。
棉花进口量跌价增趋势明显 内外棉价差扩
大。

万吨，下降0.5%，年内首次出现下降。进口单
价持续攀升，当月进口平均单价1943美元/吨，
提升16.3%。上半年，棉花累计进口63.7万吨，
增长47.8%，进口均价提升10.3%。
根据中国棉花协会发布的月度报告显示，
6月份，储备棉投放进入第四个月，由于对储
备棉资源性价比的认可及对年度末期可供资源
紧张的预期，企业竞拍依旧积极，全月共成交
41.4万吨，较5月增加0.3万吨。由于为传统纺
织淡季，棉纱市场整体偏弱运行，纺织成品库
存增加，企业经营效益下滑，对原料价格的承
受能力趋弱，棉花现货价格稳中趋降，郑棉期
货继续震荡下跌。中国棉花价格指数(CC Index
3128B)月末为15939元/吨，较上月底跌138元/
吨。月均成交价16018元/吨，环比跌15元/吨，
同比涨3324元/吨。
国际方面，受多种因素影响，期现货行情
弱势震荡，跌幅大于国内，国内外棉花现货差
价扩大。中国进口棉价格指数FC Index M月均为
85.18美分/磅，环比下跌2.48美分，月末最后交
易日为84.51美分/磅，较上月底跌2.43美分/磅，
1%关税下折人民币为14794元/吨，低于同期中
国棉花价格指数1145元/吨，较上月同期价差扩
大288元。（来源：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

6月，棉花进口量继续回落，当月仅进口7.2

中纺联副会长、纺织贸促会常务副会长徐迎新带队
赴美国阿肯色州进行纺织行业投资调研
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
的发达国家两个经济体，由于发展阶段、经济
结构和资源禀赋方面的不同，使两国在经贸合
作中各自拥有的比较优势具有高度的互补性。

中美纺织经贸合作优势互补契合度颇高，
两国纺织产业间的合作如果再有当地政府的强
力支持，那么项目落地成功就只是时间问题
了。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最大发达国
家，对工业品和服务有超强的消费力， "消费型
"经济特点突出；中国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制造
业，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
工业门类的国家，也是全球最大的纺织生产和
贸易大国。

7月18日至21日，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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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务副会长徐迎新带队的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代表团，赴美国阿肯色州进行行业投资调研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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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地时间7月19日，中纺联副会长徐迎
新、江苏省纺织工业协会会长谢明、中纺联副
秘书长袁红萍、江苏东渡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徐卫民等代表团一行如约到达阿肯色州，
并与阿肯色州经济发展委员会高层进行座谈。
这是继去年10月，阿肯色州州长Hutchinson到访
中国与中纺联领导会见后，双方高层的第二次
会晤。
随后代表团一行奔赴小石城工业园，在天
源董事长唐信宏陪同下，参观了天源服装公司
美国厂区，并出席了天源服装公司与乔治亚理
工大学签约仪式（历时13个月谈判，双方终于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优惠服务条约、保密协
议等四个法律文件）。
中纺联副会长、纺织贸促会常务副会长徐
迎新在签约仪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徐
会长表示，苏州天源（Suzhou Tianyuan）与机
器人自动化缝纫公司(SoftWear Automation Inc)
的合作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结合。
签约仪式结束后，代表团马不停蹄前往森
林市参观如意集团森林市厂区。
中国纺织信息中心主任乔艳津、中国针织
工业协会副会长瞿静、江苏省服装协会会长郁
冰、苏州市纺织工业协会会长薛霞云陪同出
访。
当地时间7月21日上午，中纺联副会长徐迎
新、中国贸促会驻美国代表处总代表赵振格、
江苏省纺织工业协会会长谢明、中纺联副秘书
长袁红萍、江苏东渡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卫民等中纺联代表团一行，应邀前往位于小
石城的阿肯色州府大厦拜会州长韩旗胜（Asa
Hutchinson）。
在州府工作人员带领团员参观州府大厦，
韩州长接受随团中国日报记者采访之后，韩州
长与代表团成员正式会面。
韩州长首先对中纺联代表团来到阿肯色州
表示热烈欢迎。随后，中纺联副会长徐迎新对
韩州长表示感谢，并介绍了随团的各协会领导

和企业家。徐会长表示，苏州天源和如意集团
在阿肯色州的投资落地是双方纺织产业间优势
互补和"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结合。
韩州长表示，苏州天源和如意集团是他的
好朋友，非常感谢他们选择阿肯色州投资，他
和团队将尽全力帮助他们协调解决在本州的一
切事宜。阿肯色州是美国的一个资源丰富的
州，中美之间牛肉、大米相关协议的先后签署
对阿州是一个极大的机遇，阿州大米产量占到
全美总产量的50%。希望进一步发展双方经贸
合作，欢迎更多的中国企业来阿肯色州投资。
韩州长透露，为了更好地提供服务，州政府专
门配备了在中国生活过，熟悉中国国情的人员
负责双方之间的经贸合作事宜。
当江苏省纺织工业协会会长谢明提到，当
地中国投资企业在经营中会遇到文化冲突、劳
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时，韩州长表示，如果遇
到这方面的具体问题，他们会全力帮助协调解
决并提供法律支持。对代表团其他成员提出的
一些问题，韩州长也都一一作答。
会面在友好欢乐的气氛中结束。代表团成
员纷纷表示不虚此行。
Suzhou Tianyuan与Software Automation
合作项目简介
该合作项目是一套“端到端“的全自动T恤
生产线，这条线上每个工作站非常清晰，简化
和高效，平均只需要22秒就可生产一件完整的T
恤，这样一条生产线一名工人便可独立操作完
成。由于操作人员的减少，制造成本也会大幅
下降。使用这条生产线一天可以生产约80万件T
恤，成本约为33美分。有了它，未来天源公司
的T恤生产将会实现完全自动化。
SoftWear Automation公司介绍
机器人自动化缝纫公司(SoftWear
Automation Inc)是一家位于亚特兰大的高科技公
司，主要由乔治亚理工学院的学者组成，开发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机器人缝纫生产线
和其它缝纫产品。通过机器人服装制作，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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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重构供应链，更贴近客户，以更低的成本
创造更高质量的产品。公司曾获得美国国防部

高级研究计划署 （DARPA）的研究资助，并和
沃尔玛基金会有长期合作。

中意服装企业深度对接代表团赴意大利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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ㆃ᱃ㆊ㩽᱄䔀㆙⧈㤙᷍㋪䄵ⶱ㬽⭞⪌㵔䈌㻷⫛
⹅䄶㶋㗡ㆂ⼰᷍⳥᱃䐐᱃㦟᱃㯏㻕〚⡟Ⱍ⤪䇤
ㅰ㸋㻩㆙⭥㪉⡙᷍㘇㑰⭥ネ䂊㸋㧞ㅸⰯᷛ
㦬䁼ネ䂊᱃㳙䎌⨊ネ᱃⤱⪯㬷⹅⮘䎜䄵ゑ䊺⪯
⼬㬖ネ䂊᱄㗠㻙ㅻⰝ㚽㳆㻷䓉䄖⼮㦰䎇᱄
⤷㌃㸋㦌䓵Ⱀ⮘〖᷍⪴&(5587,㻩㪛㋻䐱㑬ㆃ
⭞᷍㰅㦜䐱⺛䄓䇱⤜㩺㡔䄖㬚䇤䓵Ⱀ⮘〖㪉
⡙᷍⭌⤜ゑ㰜㗨㛋㣑⭥㾈㔫⼮㯺Ⱙ᱄⫛⢎㵦
⧪䊒㵉⺞䈌䎃㸜䄖ㆈ⫔㋈⭥㒄㉁㏌ㅴ⪆᷍ⶱ⭞
䇩㸋㈕㞆᱄䎃䂚㈎㏛䄜ⱁ㬡ギ㻕㏒⭥㡔䄖᷍
⤜㆗⪕䋍⭥㡔䄖⭥Ⳓ㦺䈌㡇や᷍䄓ⴂ㑬㰇
䐏⧪⧅⭥㗠㸜㣸㏛䎀⭥㚻㾥᱄&(5587,㆗㆗㬨

%,(//$䐻ⱁ➺㛋䐋㘜コ䔆㡔䄖⭥䄜㾂㾂⭥㰖
䇑᱄
⫛⢎㵦䔏⽔䄜䍟⹌㹒』Ⱀ᷍㎕⭞㑬
7,1275(9,6$1⹌㯟᱄㶋㦌⤜㵍䇻&(5587,᷍䎃
㬨䄜コ㾂㾮⭥㬷⹅䄶㡔䄖᷍⥛㠘䑘䄋㬨ⷀⰬ䂓
㦿᱃䂓㗌㸈ㆎ䄵ゑ㗌⳥ⴟ䓑㘇㑰᱄䎃コ㡔䄖⭥
⧖ヅ䐜䇱㑞㲉㎰⭥䐐〛᷍㋪㈮䊻㧈⪬㎰⭥
䐐〛㩰᷍㦕㪛⥛⨗㑬⹊䄜㼀㩾⧿㠘㝧⭥㸈ㆎ⼮
㘇㑰᷍㒏㦬㚲䄵㼌㼔᱄㚠㣑⹌㯟䄓䐜㚽⧱ㅴ㾂
㞛㑠⭥ⷀⰬ⥛㠘Ⰺ⭆᱄䄜コ㧞㋻⤜㆗䄜㡑⤯ゴ
㩰㹈⭥%%㣃㲙᷍㻣㹈⤯⹅⧈㬒᷍䄜㡑㞄㵍
㬝䐶᱄䔏䇱䅃㯝⭥㬨᷍䎃㸜䇃㋂㚱⼃᷍㼁㗓㠥
㯧⮈䇑᱑㹘㹘㏐㗡㏗⪌㯖᱒䐱⭥㤊塝⨖㋋⭥㩺
㛋᷍⭤䐋㚙䄋⤯ゴ䈌䐱⺛㡔䄖⭥㣃㲙᷍䑘Ⱀ
㪋㤌㞄㵍⤯ゴ᷍㻄㶜䇤䓵゛䁈㻑⭥䇃㸥㚽⟐
㚙⹖㵉᱃⫐⧪⼰䔘᱄
䊻⡩➄㎎㠻ヅ᷍⫛⢎㵦㬽⭞㑬⡩➄㎎㬷⹅
䄖㾎。㦩㤊ゑⷀ⺇ⷒ⭥ㅴ⫞᱄⫛⢎㵦㧌䓂䊻➃
ⱜ⡑㯚㩞ㅦ㻣⭥㈌㠘㼈⫆㈧⮋᱄㈧⮋䐽⢀㈔
䇦㗡᷍㋶㡙䐱㗷㕟䓦㤁⤾⭥㸗⭡᱄㈧⮋㚻⤠䇭
㧈⡩➄㎎⭥⳥䐐ⴟ䓑⥛㠘᷍⭮⮘㚻㑓᱃ⷀ㠘
䐫᱄⫛⢎㵦⭷⫐㈧⮋᷍⡩➄㎎㬷⹅䄖㾎。㈺⟍
㑬䇎䄨㬞᷍㗠㦬䄜㭙㈌㗡⭥㻫⿉᷍㬚⫔コ㵲
㦆㔤㵟⭥㾢㌁᷍㾇㦾㧈㻫⿉᱄

联合国《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
全球投资前景与趋势
㆝㦶᷍㑋⼰⺛㗔䄸⼮ⳃ䍚。䅊
᷉81&7$'᷊ⳃ⤝㑬᱗㛋㬡ㆈ㵗䓫⡉
ℤℤ㵗䓫⼮㭞䓷㈎イ᱘᱄⡉㻵㬟᷍
㛋䐱⺛ⰵ㶃㵗䓫咎㪞᷍⫐䄻㗡䊋᷍㬸
⪯⧪㸋㦌㤓⭻ⱟ⫔ⰵ㶃㵗䓫⺛᱄䊻㹝䅞㶃䓫Ⳟ
㘇᷍㛋䐱⺛㦌㤓㶃⺛䐒ㅴ㵗䓫᷉)',᷊㒘㧌
㑠⫐䄻㗡䊋᷍㬨㦌㤓⭻㧞⫔㶃䓫㒘㧌⺛᱄
全球投资前景与趋势——
㛋᷍㦌㤓㶃⺛䐒ㅴ㵗䓫᷉)',᷊㻣ㅖ㑬
᷍⫐㶓䄻㗡䊋᱄ⳃ⫐㈎イ㳆䊻㦌㤓)',

㰚䍝⳾ⱏ⤜ⰰ㎊⫔᷍㛋⫐㶓䄻㗡䊋᷍
䍝⡩ᷜ㒘㧌ⳃ䍚䐱⺛コ⭥䓫㆑㛋㵍⡩
ブ㩺㑬᷍㸋䄻㗡䊋᱄
⡉䊅⥃㦌㤓㶃⺛䐒ㅴ㵗䓫᷉)',᷊ㅌ⧫㻷
㸣⼮ⶕ㯶⭥㬧㵘᷍㛋㣑㈑㪔㪘㎷᱄ⷘ䑘
䄋㤙䈓㈎イ㬖㻷䋗⧅᱃㗔䄸䋗⧅⿹㪞䄵ゑ㌈⺛
⹌㯟㏜㧔㔫㳂㪞᷍ㅌ㵧Ⱀ㦌㤓)',㒘Ⱀ㾂ⴚ䋗
⧅᱄
䊅ェ㦌㤓)',㒘㑠䊻㛋ㅌ䋗⧅᷍⫐
㶓䄻㗡䊋᱄㛋ㅌ㆙䄜⤞䋗ゴ⭞㶓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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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
㗡䊋᷍⭌㦵⭮䇻㛋㶓䄻㗡䊋⭥㏛㬘ⴆ
䐖᱄
㛋᷍㒘㼓㝘䐿⭥䓫㆑ブ㩺᷍⮙䐢
䄻㗡䊋᱄䁨䐿ⳃ䍚䐱⺛コ⭥㶃⺛䐒ㅴ㵗䓫
㒘㧌㑠㻣ㅖ䐢䄻㗡䊋᷍䎃㬨䓵㛋
䄵㎕㬸⪯㻣ㅖ᱄
㧞䁨䐿⪯㤙䈓᷉Ⰼ䁨᱃Ⰼ㚰䁨⼮㹘䁨᷊
㬽⭞䇑㼍᷍䐜䇱㚰䁨㾳㘃᷉)',䋗ゴ㑬᷍䐢
䄻㗡䊋᷊᱄㛋᷍㒘㧌Ⰼ㚰䁨㈎イ
㳆⭥)',㻣ㅖ㑬᷍䐢䄻㗡䊋᱄㡅䐱᷍㒘
㧌㘆⮊⭥)',ブ㩺䐢䄻㗡䊋᷍㡅䐧䋍䄖㒍䈓⭥
)',㼏㚠䑘䄋䎌ⰵ⭥㬨ⴟ䓑᱃㾍㏁⼮⮈䓴䓑㞅⭩
㎮Ⱀ㗽ゐ㾮⥛䄖᱄ⱙ䔘㸋㬽䅇䇻㗔䄸䓵䇪⿐᱃
㪛⥛⧪⡟⭮᱃チ㈔㼁ⰵ㸩Ⰹ䄵ゑ㯑㬶䇦
⭥⺛コ᷍㛋㒘㧌䊞㚰⭥)',䋗ゴ㑬᷍⫐
⭞䄻㗡䊋⭥㾣ギ㔝᱄
㛋᷍⡒㗡)',䋗ゴ᷍⫐䄻㗡
䊋᷍㒘㼓㎎Ⰲ㗡䐿⼮ゴ㎶⡩⼄⭹㤙⭥䓫㆑㆙䄜
⤞㻣⮙䐢䄻㗡䊋᷍䓋㾮㈎イ㳆䓫㆑䋗
⧅䐢䄻㗡䊋᷍⳨䐿䍝㦌㤓)',⳾ⱏ䇪⮙
䐢᷍⫐䄻㗡䊋᱄
资本输入——
㗡⺛㦵㦜㬨㶃⺛䐒ㅴ㵗䓫⭥䔏⫔ㅴ㬶⺛᷍
㛋㹝䅞䄻㗡䊋䓫㆑㒘㧌᷉㵍⡩䋗⧅㑬
᷊᱄㡅⪯㸋䇃⺛᷍㹝䅞䓫㆑㒘㧌䄻
㗡䊋᷍⭤䅇䇻⫔㾮㌈㈔⤃⹛ㅜ䄸᷍䇃⺛⪴
㛋⭥⭻㬏㯥㸜咎㪞䐢㛋⭥⭻ⱟ㸜᱄
䐱⺛㹝䅞㶃䓫䊻ⷀ㯏㠞〚⪂㩰㠞㸩ⳃ䍚᷍
㛋䐱⺛㬨㦌㤓⭻㧞⫔㶃䓫㒘㧌⺛᷍㒘㧌㑠
㸋䄻㗡䊋᷍ㅰ㩰㛋㸃ㅖ᱄㵍㬒᷍䐱⺛
㹝䅞㶃䓫⭥ㆂ⹚⼮䐫㑠⤜ⰰ䇦⿐᱄⳨㆑㦻ⴟ㹒
㾱䄖⭥)',㒘㧌㑠⧷㿙䋗⧅᷍䐧䋍䄖)',㆙䄜⤞
䓋㼓ⷀⰬ᷍)',⧪㸋䐱⺛⥛䄖㪞⭥䐹䄋㵧Ⱀ㑇
㑠᱄
资本输出——
䐱⺛⭥ⰵ㶃䐒ㅴ㵗䓫咎㪞᷍⫐
䄻㗡䊋᷍⪕㏛㬘㾣ⷀ᷍㬚䐱⺛㬸⪯⧪㸋㦌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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ⱟ⫔㵗䓫⺛᱄㼁⡩䐏㻣᷍䁨䐿⪯㤙䈓⭥ⳃ䍚䐱
⺛コ⼮䑘䄋ⰵ㶃㵗䓫㈎イ㳆⭥㒘⨗㑠㦕⫔ⴚ㻣
ㅖ᱄䎜㳆ⱙ䁵᷍䊻䐱⺛㡔䄖㌈㈔⤃⹛ㅜ䄸⭥㤞
Ⱀ㻣᷍䁨䐿ⳃ䍚䐱⺛コ⭥㶃⺛䐒ㅴ㵗䓫㒘⨗㑠
䋗ゴ㑬᷍⫐⭞䄻㗡䊋᱄
资本进入模式——
⪴㆙㧌㚄㬞㋕᷍㦌㤓)',⭥䋗⧅䑘䄋㬽㌈
㈔⤃⹛⭥㵧Ⱀ᱄㛋᷍㦌㤓㌈㈔⤃⹛䋗⧅
᷍⫐䄻㗡䊋᱄⭌㔭⭹㵗䓫䋗⧅ⳇ㑇᷍
⢎㘘㌈⺛⹌㯟㦌㤓㪛⥛㈎䇋』Ⱀ㎊䍦䇱㻿᱄䇩
㡅㒏㦬䓃⭥㬨᷍䐧䋍䄖㔭⭹㵗䓫㻣ㅖ㑬᷍
⢎㘘㦌㤓㪛⥛㾵㵗䓫䄡㦜⤜䔄᱄
纺织服装及皮革行业——
㛋᷍ⳃ⫐⺛コ㹝䅞⳥䐐ⴟ䓑ゑ㠅ⷐ㾱
䄖㆙㾱㔭⭹㵗䓫⭥㆑ⱏ㸋䄻㗡䊋᷍ㅰ㦆
㛋㵍⡩㻣ㅖ㑬᷍䍝ⳃ⫐⺛コ䐧䋍䄖㹝䅞
㔭⭹㵗䓫䓽ⱏ⭥ᷜⳃ⫐⺛コⰵ㶃㆙㾱⭥
⳥䐐ⴟ䓑ゑ㠅ⷐ㾱䄖㔭⭹㵗䓫㆑ⱏ㸋䄻㗡
䊋᷍㵍⡩㻣ㅖ᷍䍝䐧䋍䄖ⰵ㶃㔭⭹㵗䓫
䓽ⱏ⭥᱄
㶃⺛㵗䓫䎀ⰵ䔏⤜ⳃ⫐⺛コ⭥䐧䋍䄖ⳃ䍚
㣒㑇ⶱ⭞㎷᷍⳥䐐ⴟ䓑ゑ㠅ⷐ㾱䄖䔘㸋㡅䐱
䐏䄜᷍䊻㆝㛋㎕⭥㔭⭹㵗䓫㼏㚠䐱䍚㻷⨗䑏ⱁ
㵗䓫〛。᱄㛋᷍⳨䐿㹝䅞⳥䐐ⴟ䓑ゑ㠅ⷐ
㾱䄖㔭⭹㵗䓫㆑ⱏ㸋䄻㗡䊋᷍䍝⳨䐿䐧
䋍䄖㹝䅞㔭⭹㵗䓫䓽ⱏ⭥᷍ㅰ㛋⭥
䄻㗡䊋ゅ䋗㑬᱄
近期政策发展与关键议题——
㸋㑬⪺㆙⺛カ㵗䓫ㅜ㒘᷍ⷘ⺛㵗䓫䎟⥀䐧
Ⰺ㬏』䊟᱄㆝㛋㎕᷍ⷘ⺛㾣⨗㲉⭥㵗䓫䎟⥀
㗠㛋⫐㼏䔔䇳᱄㵍㬒᷍ⷘ⺛䊻〞れ㩭㣊㾣
⭥⺛カ㵗䓫㾎Ⰹ᱄⭌㦌㤓㌈⺛㡔䄖⼄㶃⹌㯟
⭥⺛カ㪛⥛』Ⱀ㆝㛋㎕⳦㕞㑬㯺Ⱙ᷍䎃⭝䐣㦌
㤓㗔䄸䋗⧅ⳇ㑇᱄
䐖⭤䓃䅃⭥䄜㻷㼔㬨᷍⺛⢑㵗䓫䎟⥀䓽
㳆㩰キ㿙䔀㼓㵗䓫䓵䇪⿐⼮⢄㏜⿐᷍⭌㵍㬒ⰵ
㶃䓫ゴ㣠チ⼮㆙㾱㻿䐧⭥⫌㬊䄓䊻䋗ⱁ᱄

国际市场
㛋᷍䊝䇱⺛コ⼮㈎イ㳆⤪㦂㑬䐢㩺
㼏㵗䓫䎟⥀⫌㬊᷍⫔⤠⭥⫌㬊Ⱍ䄵㵗䓫⪺
㆙⼮䓵䇪⿐㸋㚠⢋᷍⭌⭥⫌㬊䅞㧌㑬㾣⭥㵗
䓫㻿䐧᱄䎃⢎㘘㦌㤓㵗䓫䎟⥀䓽㳆䔀㼓䓵䇪⿐
⭥㵍㬒᷍䎟ⶏ䄓ゴ㣠㑬ⰵ㶃䓫⭥チ⼮㻿䐧᱄
㛋᷍ⷘ⺛⹓㣊㭑㑬㾣⭥⺛カ㵗䓫㾎
Ⰹ᷍㵍㬒᷍䐢㩺䇱⺛カ㵗䓫㾎Ⰹ⡜䐶䐚᱄
⡉䐱᷍㸋㑬ブ㩺⤜㦘Ⰹ㾵⼮ⶥ㩧㵗䓫
㻖⭥㸩Ⰹ㾵᷍81&7$'㳂⨗㑬䄜〚䇻⺇䋓⭥
㵗䓫䐧Ⱙ᱄䎃䄜ⶥⷐ㌓ソ⼮㔘㼀㵝䄲㦻㧌ⱁ
⺛コ⼮⭹㤙⭥㾣䄜⫛㵗䓫䎟⥀㬖ペ䐏䐱᱄

㬡ㆈ㵗䓫⡉䑘㳃㸋᱑㵗䓫⼮㭞䓷㈎
イ᱒᷍㲞㲷㑬㭞䓷⿐ⰵ㦌㤓㵗䓫㚄㬞⭥䇑㼍᷍
㳂⨗㵗䓫䎟⥀䇇㚪㧌㭞䓷⿐ⳃ䍚䍞㔵᱄⡉⟝
⼍㑬㾣⭥㭞䓷㌈⺛㡔䄖➺㣠⟒⭆䄵ゑ㰝㗨⭥㦌
㤓䄖㹒⤝㈷᷍䄜㾊㭞䓷㌈⺛⹌㯟䊻ⰭⰭ゙㛋㚻
㈮㬖㻷㑬⫔⺇㚄䊬䇋᱄
⡉㳂⨗㑬ゴ㣠㭞䓷ⳃ䍚䍞㔵⭥㵗䓫䎟
⥀᱄䎃䅃㸗䓦㿉䄋⪕ㅉ⼮㸍⧷䄜䇱㏜䇻㭞䓷
⹌㯟⭥チ㌓ソ䄵ゑ〞れ⭥䐈⧷⫌㬊᷍⟝㎉ㅉ
㑃ゝ㭖〓⪕㾣䐱㾥᱃ㅉ㪉〓ⶥ㩧⮈䓴䎟㹒ⴟ㹒
䄵ゑ䐈⧷ⴈ㻶䓫⡟㦻䓫⭩⪕㾣㦻䓫㬷Ⱟ⭩᱄

投资和数字经济——

埃及升级棉花种植和纺织行业发展
㈾➄᱗➄ゑ䇫⡉᱘䊣㦶⡉⭡ᷛ䊻㆝㠻
䈌➄ゑ㚻ⷔ⧪䊒㈺㾱⭥。䅊㩰᷍㧜㹘䓽㵔㪔
䅊➄ゑ㗿⿉䐷䐓⼮⳥䐐䄖ⳃ䍚ェ⿏᷍㣠⮘㗿
⿉䐷䐓ゑ⳥䐐䄖㪞ⳃ䍚ⰵⳃ䍚⺛㘒㈎イ᱃㕛
䔄⺛㚻㿉㤔⼮䋗ゴ⨗㋻⭥䐹䄋䅃䅆᱄㧜㹘㣠⮘
䄋䊻㾣㈎イ㤙ゴ㌍⳥㡔䓼⼰㳆ㅉ㪉᷍䎟ⶏ㡔䄖
⼮㯞䇋㡔䄖䄋⹓㵍⤯䈌㼁䇇㼏㚠ㅉ㪉᱄➄ゑ㗔

⹅⤠⧅㋉⡩㎶⧧᷍⳥㡔䍝➄ゑ⹅䄖㪛⥛䓽䐖⭥
᷍➄ゑ㚠㣑䇱⳥㡔コ᷍䓽㵗䓫䄻
➄⟘᷍ⶤ㾱䄖㎮Ⱀ㑇㦬㭞䍝䓽㎮Ⱀ㑇⭥᷍
㗿⿉ゑ㼁⥛㠘⭥⨗㋻䊝㸋䄻➄⟘᱄➄ゑ䎞
䈌㝘㗬⼰䔘䐧Ⰹ㗿⿉ゴ⹅䄖㪞ⳃ䍚䍞㔵᷍㳂
㪞㗿⿉⥛㠘⭥ゴ䐖᱄

英国维持48个“最不发达国家”现行的商品免税准入
䇃⺛㬸㼁⟍⹌㬳㆝㦶䊻㡅㶙䍟㩰ⳃ⢎㪚
㘘᷍⧱㝖⤜㔼㵲㝘㆙䍚㧈⼯᷍䇃⺛ㅌ㸍⧷⟝㎉
㸻ⶪ⫐᱃➄㧜ⱎ⡩䁨᱃㲚㩄㛂䁨⼮㔍㶛⫐⭩䊻
㚻⭥᱑䔏⤜ⳃ⫐⺛コ᱒᷉/'&᷊㻷㾱⭥

㩭㠘㘃㯑䓝㧌᱄ⰵ䇻⟝㎉㋰㛂䁨䊻㚻⭥㸕⫐⭞
᱑䔏⤜ⳃ⫐⺛コ᱒⢋䓝⭥ⳃ䍚䐱⺛コ᷍䄓ㅌ⤪
㦂䇦⫌㬊᷍㎊⫔㡅ⰵ䇃⨗㋻᱄

环保部：紧急禁止24种高污染物入境
㆝㦶᷍䐱⺛⡄⤠㼓㬡ㆈ㗔䄸䔊䐐
᷉:72᷊㳂ㅜ㸥ミ᷍䄋㤔㆕を⮘䎜㆙㋻㳆⳰
㹐㤆⭆᷍㛃䇻㛋⭸㣑᷍㆜䐚㆙㋻㏁䐷
㳆⳰㹐᷍⟝㎉㪛』㎕䊕⳰㯽㑰᱃ⳑ䋝᱃㸕㈎
パ⭥⳰䐞⼮⳰⳥䐐䊎㑰⭩ⷀ㸼㦟㳆⳰㹐᱄
䐱⺛⡄⤠䊻㯮ㅜ:72⭥㸥ミ䐱䐙⨗᷍

᱑ⳃ㻷⫔㑠⭥ⷀ㸼㦟㎍〙䈌㸄㻶㾵⳰㹐᷍」⼰
䊻㋪⿹㬶⭥㳆㎍〙䐱᷍䎃䁰䐹㸼㦟㑬䐱⺛⭥
㈔᱄㸋⡄⿅䐱⺛⭥㈔⼮㦬㘒㦛䐻⭥ㅂ㋖᷍
㸳㗨䄋㆕を⮘䎜㆙㋻㳆⳰㹐㤆⭆᷍㆜䐚ⷀ㸼
㦟㳆⳰㹐⭥㆙㋻᱄᱒
㛋䊣㦶᷍䐱䂌㦌㘇㪏⿐ⶥⷐ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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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㾂䔊⭻⪯。䅊㪔䅊㵉⺞㑬᱗䇻㆜䐚䂔㎍
〙㧌㈔㵧㆙㳆⳰㹐㆙㋻㏎䐧Ⱙⶥⷐ㬖㬊Ⳟ
➙᱘᷍䄋㤔䄵㸍⿅⺛コ㪛㲍㈔➓㦌⼮㦬㘒㦛
䐻㪎㳆ㅂ㋖㸋⼬㾥᷍㶋㩧㳆⳰㹐㆙㋻㏎䐧

Ⱙ᱄⡄⤠⪴㆒㛋䊣⼦㋋㬝㡕Ⱀ⫓〘㆙㋻⳰
㹐⳨ⳉ㈔㾱㸋⭥䓉㼏㾱Ⱀ᷍⡄⤠⭥Ⳟ㸃
⤊᱃㸃㾦⼦᷍〚⡟㗠㳍Ⱍ。ⰵ㶃ⳃ⤝⥊⪇⭥㼁
➙ミ㸆ⳉ㡔䄖⼮㾱㸋㤊㌗᱄

无法升级改造达标排放的厂9月底前一律关闭
⡄⤠㆝㦶㵉⡉᷍䄋ㅌ⪴䁰䐯㏎᱑㩃㔳
㸼᱒㡔䄖䔘㸋㣠⿐Ⱎ⥊⭥䐹⮄㚻㦾䐏䄜᷍ⰵ㸿
ⳉ㪞ⶥ䋍⫐⢋㝦⳦⭥㡔䄖᷍㆒㛋䊣⭸㣑䄜
㔪⡶᱄㻣⟌㛋⡄⤠ㅌ⪴䁰䎜䐯⡄㸫㳃᷍
䊻㬘㩰䔏䁰᱑⡄ⳉ᱒ⳃ㶟⭥㵍㬒᷍㦘⡄Ⱎ⥊
ⴈ⡊᱑㹆⤞ⳉ᱒ボ㾈᷍㬚㡔䄖㬹ⳉ䑑⤞⧪㸋⧄
㲍᱄

䊻᱑⡄ⳉ᱒㆕㕁㗽㕅㬖⭥㵍㬒᷍Ⱎ⥊
ⴈ⡊䄓䊻䔒䁎㾣⡄⤠⧅㏏ⶪㅽ⭥᱑㹆⤞ⳉ᱒
ⱙ䇱㿓㵧㆙᱄

1、京津冀及周边：无法升级改造达标排放
的企业9月底前全关停，将断电、断水、清场
地。

⭻䄜⤞ᷛⰞ⥊᷍ゕⰞ⥊㦬䊒⭞㻷⧂ⳃ㻷㸫
㳃᱄

⡄⤠䊣㦶㵉⡉᷍ㅹ䐚䊣⭸᷍㈊㆓
ゞゑ䐽⢀⭹㤙⧨㬱䄲㈎⼬⥊⨗᱑㩃㔳㸼᱒
㡔䄖㶓コ᷍ⰵ㸿ⳉ㪞ⶥ䋍⫐⢋㝦⳦⭥㡔
䄖᷍㆒㛋䊣⭸㣑ㅌ䄜㔪⡶᱄⭞㑬Ⰽゟ㧈⺜䄡
㦜ⳃ㻷㵍㏁㸫㳃᷍⤜⭌䄋䁰ⷒ⪇㏎㡔䄖᷍䄓䄋
䓘䋑⭹Ⳟ䎟ⶏ᱄㵉⺞㣠⿐Ⱎ⥊᷍㻄㶜㚽ㆃ㉗⫔
㡙㸼㦟䐯㏎䐱⭥㶈ん᱄⡄⤠䐕㾱⳨⧄䁰ⷒ⭥
㼛䍬䐧Ⱙ᷍䄵᱑㩃㔳㸼᱒㡔䄖䎜䐯㸋㏞᷍ⰵ䄋
㵄⭥㡔䄖⡹㿌㬖㻷᱑㑞ⰰ㧞㤆᱒᷍ゕⰰ㯏᱃
ⰰ⮈᱃㤆䊎㑰᱃㤆㪉⡙᱃㤆⧂⭹᱄
2、新环保部长：史上最严“环保法”发威
的同时，要使督查风暴“五步法”见效。
㆒㛋㬨⡄⤠⭻㧞㛋㋋䍚᱗㈔⡄⿅ⳉ᱘
㬖㬊㛋』Ⱀ᱄⭌⤠⭹㤙ⰵ㈔㸆ⳉ⥊⪇㑇Ⱙ
㦵㻵⤜䔄᷍㈊㆓ゞ⭹㤙⥊⪇➙ミ㭞㑠⭮䇻㦌⺛
㠞㉚㯏㠞᱄⼴⡒᱃る㑷⭩➬㬂㤙㬱⧍⺞
⭥㤙㻹㗜䇱㬫䇤᱗㈔⡄⿅ⳉ᱘㯥㞅㲸⟍
ⳉ᱄
⺞㦆᷍⡄䐕ⳉ䐜䇱Ⳅ㌏䄜䐷㬷Ⱟ᷍㻷
䊻᷍㯥㞅㲸⟍ⳉⶔ䈉㑬⡄⤠㗦ⷝⱁ㣠䐧⭥
㦉㑇᷍䄋キ㿙ゴ⫔㑇Ⱙ᷍⪺㬚〚⥄䐕ⳉ㦂⭤㬖
㾈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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㰚㸞⭥᱑㹆⤞ⳉ᱒᷍ゕⰞ⥊᱃ㅜ⟍᱃䁓
⥊᱃䊝㲙᱃䓉㼏Ⱎ⥍⭥䄜㲸᱑䔊⼰㦎᱒᱄㉀㳆
ⱙ䁵ᷛ

⭻ⱟ⤞ᷛㅜ⟍᷍㪇ゑ㈔䐫㑠ⶥ㩧⭥䐹䄋
㸫㳃᷍䇪⡄⤠ㅌⷙ⭒⭹䎟ⶏⳃ㸥ミ䎞㬞ㅜ
⟍᷍ゕ᱑エ㩰㑬䍬᱃㩰㑬⭆᱒᱄
⭻㧞⤞ᷛ䁓⥊᷍⡄⤠ⷘ㯟㈷㝪㦬䁓⥊ⷘ
⭹䎟ⶏ᱑⭥⭆᱒㬨ⴒ㶋⧪᷍㆙Ⱙ㧈⼯"
⭻㯥⤞ᷛ䊝㲙᷍㧕䁓⥊䐱ⳃ㻷䐯㏎㆙Ⱙ
㕞᱃䎜ⶥ⤜㑇᷍⡄⤠ㅌ䊝㲙⭹Ⳟ䎟ⶏ䇱㒍
⭝᱄䊝㲙⽔᷍⡄⤠ㅌ䊺㝪㦬᱑⿹㵘㋕᱒᱄
⭻㹆⤞ᷛ䓉㼏Ⱎ⥍᷍ⰵ䇻㦵㦜᱑㸿Ⱀ䇻
䐵᱒⭥⭹Ⳟ᷍ㅌ㡕Ⱀ᱑〛Ⱀ㬞᱒᱑⮄䁉㬞᱒
⭥䐱䂌䓉㼏Ⱎ⥍᷍䓘䋑⭞㦬᷍䄵⡄䐅㸫㳃⭤⭞
㦌㘇ㆃ㉗᱄
3、环保督查时间表
7-8月督查重点：Ⱎ⥊ⷘ⭹㬨ⴒ䇻䊣⭸㣑
㶋⧪㝦㸼㿎㋪䐅ⳃ⳦⹅䔘᱑ⷀソ䊕᱒䓵Ⱀチ⥃
㪉⡙➓䓑᱃㑋㶙ゑ䊬㾱㤊㌗⹅䄖㸼㦟䊕⫐⢋㝦
⳦㤊㌗᱄
9月督查重点：䊣⭸㣑᷍⧨㬱㾱䎟㤙䈓
㚻㰚䇱㦝㗛⺙㔐㝦⳦⭥ⱟ䂖⿐㒓᱃⭋䂖⿐㹐⼮
㋦㑄㹐⫔㡙㸼㦟㹐䐕㾱㲹⢑㝦⳦㻿䐖᱄䄡ⳉ⥊

政策法规
⪇⧍⢋㝦⳦㾱㸋᱄Ⱎ⥊ⷘ⭹㬨ⴒ㶋⧪⫎ⴆ㪛⥛
Ⳟ➙ゑ㘜⭆䐧Ⰹ⹅䔘᷍䐹⮄㾱䄖䐱⤜䐕㾱⫎ⴆ
㪛⥛⭥㡔䄖᷍䄋ⷚ㈾⧱⭄㦯㹒⼬Ⰹ䔏⫔䊫㿎㪛
⥛⼪᷍⤃➕᱗⹅䔘Ⳟ➙᱘䄋㤔㆙㾱㪔㞛〓⡙
➙᱄
10月之后督查重点：
 ᱑㾂㩃㔳㸼᱒㡔䄖䊣⭸㣑㦂⭿㦯㹒㶋
⧪㤊㌗
 䎕ⰷゑ䄵㻣㦝㗛⺙㔐᷍䄵ゑ⥉㔐⫔
䋏᱃㈎䇋㾵㾂㗛㔐䊣⭸㣑㲵㲎⹅䔘㶋⧪㤊㌗
 㦝㗛⺙㔐㝦⳦⭥ⱟ䂖⿐㒓᱃⭋䂖⿐㹐⼮
㋦㑄㹐⫔㡙㸼㦟㹐䐕㾱㲹⢑㝦⳦㻿䐖㤊㌗
 㳛᱃㯏㛁⭩㾱䄖㝦㸼㿎㋪䐅ⳃ⳦⹅䔘

䊒᷍ⰵ㬱㋋䍚㸋㠻䊣᱃㔷⪯⭥⫔㡙⼮㯏
㸼㦟ⳡ䐯䓉㼏Ⱎ⥊᱄
Ⱎ⥊㚻㦾ᷛ⟝㎉ⷘ⭹㕅㬖㬂᱑㡙㬏㳖᱒᱃
᱑㯏㬏㳖᱒᱃⫔㡙㣠⿐⫌㬊⹅䔘㆙䍚㤊㌗᷍
᱑㩃㔳㸼᱒᱃᱑㬏㾂᱒㡔䄖᱃䅜䇤㯏㯏䊕⡄⿅
㤙㚻㸆ⳉㅉ㪉㼏㚠⭥㦂⭿㤊㌗᷍䐹⮄㾦ⳤ➙ミ
⪇㏎㤊㌗᷍䐹⮄㾱䄖㸼㦟䎜䐯㤊㌗᷍䐹⮄㒘䈓
㸼㦟䎜䐯㤊㌗᷍䐹⮄㤙䈓㈔䓼⼰䎜䐯㤊㌗᷍
䄵ゑㅜ⟍⭥㡅㰜Ⱎ⥊㦯㹒᱄
山东省——
Ⱎ⥊㬒ヅᷛ㛋䊣㦶㛋䊣
㦶᷍㸋㠻䊣᱄
Ⱎ⥊ⳗ㸈ᷛ⪌㭅㵉⭡⧨㬱᷍ゕᷛイ㚰᱃
䓮⤊᱃イ㛟᱃⭣䐾᱃㑥⧨᱃⢖䐾᱃⼫䋔㬱᱄

㤊㌗
 ⹅䄖㸼㦟䊕⫐⢋㝦⳦㤊㌗᱄

Ⱎ⥊㚻㦾ᷛ䄜㬨䐹⮄㾱䄖㡔䄖⡄㪉㬊䊬
㾱ゑ⫐⢋㝦⳦㤊㌗᱄ⱟ㬨᱑㾂㩃㔳㸼᱒㡔䄖㝦
⥊᱃㦂⭿㤊㌗᱄

4、各省市环保督查时间安排
京津冀地区——
Ⱎ⥊㬒ヅᷛ⭻㯥㞛Ⱎ⥊⪴䊣㦶㋋㬝᷍㆒
㛋㗠⧨㬱䄋Ⱎ⥊㔷⪯᱄
Ⱎ⥊ⳗ㸈ᷛ᱑᱒⧨㬱᱄㉀㳆㸋⡒㈊᱃
㳍㆓㬱᷍⼴⡒㬂ᷛ㬐コ䓐᱃㲧㩞᱃⡄Ⰹ᱃㎩
Ⳝ᱃⤸䐾᱃⽃㯏᱃⼋⭇᱃㾰㲉㬱᷍㩞㹘㬂ᷛ㲌
䊎᱃䂕㦋᱃⧅䐯᱃㆛⧨㬱᷍㩞Ⰼ㬂ᷛイ㚰᱃䓮
⤊᱃㑥⧨᱃⭣䐾᱃⢖䐾᱃イ㛟᱃⼫䋔㬱᷍⼴㚰
㬂ᷛ䐄䐾᱃㾣㼈᱃⼸⡻᱃➓䂕᱃ㅚ䔘᱃佈䂕᱃
㋋ⴃ㬱᱄

江苏省——
Ⱎ⥊㬒ヅᷛ䊣㦶䊣㦶
Ⱎ⥊ⳗ㸈ᷛ㿍䐾᱃㚰㵉⼮䂐䐾㬱
Ⱎ⥊㚻㦾ᷛ䐹⮄㑬ㆃ㬱⭔㸐⼮䎟ⶏ㈔
⡄⿅䐹⫔㉗⥀⤠㭑⺂⧚㕅㬖㤊㌗᱃㈔⡄⿅䐹
⮄㦯㹒㵧㆙㤊㌗᱃㤙䈓㈔䐫㑠ⶥ㩧㤊㌗᱃㪛
㲍㸥㘘䐧Ⱙⶥⷐ㵧㆙㤊㌗᱃㵜⨗㈔㸫㳃ゑ⪇
㏎㤊㌗⼮㈔⡄⿅䋑㦯㕅㬖㤊㌗⭩㚻㦾᷍䐹⮄
Ⱎ⥍⭹Ⳟ⭔㸐⼮䎟ⶏゑ㡅䇱⤠㗦⡄⤜䔘
㸋᱃㔳䔘㸋⭥㤊㌗᷍䐹⮄Ⱎ⟍䐱䂌㈔⡄⿅Ⱎ
⥍ⳕ㎂㸫㳃䎜ⶥ⼮᱑᱒䓉㼏㾱Ⱀ㆙䍚㤊㌗᱄

Ⱎ⥊㚻㦾ᷛ⫔㡙㸼㦟ⳡ䐯䓉㼏Ⱎ⥊᱄
广东省——
Ⱎ⥊㬒ヅᷛ㛋䊣㛋䊣᷍㸋㠻
䊣᱄

四川省——
Ⱎ⥊㬒ヅᷛ㛋䊣㛋䊣 㛋
䊣㛋䊣㸋䐹⮄Ⱎ⥊㬒ヅ ᷍㸋㠻
䊣᱄

Ⱎ⥊ⳗ㸈ᷛ⺄䐾᱃㪏䟻᱃ⴑ㩞᱃Ⰼ䥙᱃䐱
㩞᱃ㅎ㗦᱃䍹㤍᱃㤆䊗᱃䊧ⶂ㬱᱄

Ⱎ⥊ⳗ㸈ᷛ䄵⧪Ⱍ᱃⭣䂕᱃㘁䂕᱃㰍㛟᱃
㎷㩞᱃䁦➓᱃㗝㩞᱃䓫䂕㬱㸋䐹⮄᱄

Ⱎ⥊㑇Ⱙᷛ㦌㬂⮘Ⱀ䊝㘜㈔䐕ⳉ㦬

Ⱎ⥊㚻㦾ᷛ⫔㡙㸼㦟ⳡ䐯䓉㼏Ⱎ⥊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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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报道

2017深圳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博览会圆满落幕
䊣㦶᷍㸋㠻㧞㳍⭥㪏䟻⺛カ⳥䐐㘇
㑰ゑⶉ㑰⤊㎡。䊓㕛㕅㚜᱄⡟ㆍ䍚。䍚⨗㘇〞
⧍㠞Ⳟ㗸᷍〄㈼㎕䓵䐱⺛᱃䐱⺛㼄ⶼ᱃
䐱⺛㲉㶆᱃㠰㲲䁡᱃㦶⡟᱃⼌⺛⭩⺛コゑ⭹㤙
⭥⧍コ⤯䍚㩭᱄ⷘ㏁⿐㻬᱃䎌䐐᱃㯠⨒᱃
㗿᱃㕊᱃㗌᱃⹇㚽᱃㎺㯠㿆⿉㘇㑰᱃㩕㼀㻬㸍
䄵ゑⶉ㑰⭩䇦䐫䍚㩭ゐㆂ䇻⪬᷍㑋塨⧫㻷䔏㾣
㬒㩱⥛㠘᷍⫙㎕Ⰼ㚰䁨⳥䐐㬱⧂⭥㣑Ⱜゟⴈ᱄
䍚。䇪䐱⺛⺛カ㗔䄸⪺㆙㸐䊒。⳥䐐㾱䄖
。᱃ⳉ㎝㋬ⶄ䍚㎡᷉㼄ⶼ᷊䇱㻿⹌㯟᱃䐱⺛⳥
䐐㾦㻃䐱㾥⹓㵍䑘⟍᱄
㧞㳍㚻᷍䍚。㻷⧂㻧㡑㑬䄜㔷䇷䄜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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㾥㈺㾱᱄ⶤ䍚䇪䐱⺛⳥䐐⹅䄖㑋⼰。䑘⟍᷍䐱
⺛⺛カ㗔䄸⪺㆙㸐䊒。⳥䐐㾱䄖。㣄㵘᷍㑋
⼰㚰⳨/7(䍚㎡⹌㯟᱃䎄ㅎ䊗⫔⺛カ。䍚䇱㻿⹌
㯟᱃ㅎ㯶㑋䁨⺛カ䍚㎡䇱㻿⹌㯟⹓㵍⧱⟍᱄
䐱⺛⳥ⴟ㶃㗔㡔䄖ㆉ⪬䍚。㡖〛᷍䋖䂚㆙
䄜⤞䊻㚰⳨㬱⧂䍚㋋㵗䓫⼰䔘ᷠ㧈⼯㏎㾵䊅
䊻⳥䐐ⴟ䓑㒍䈓䐱㚰㯌⢀㗔䄸⼰䔘㣑㈑ᷠ
中国驻南非大使馆商务参赞荣延松：㚰⳨
㬨⳨䐿⭻⫔㈎イ㳆᱄䐱⺛㵗䓫⭥⳥䐐ⴟ䓑㡔䄖
䑘䄋⤝䊻㚰⳨䊝⼓㚻㯚⡅⭹㤙⼮ⷘ㬂⭥⹅䄖
䊑䐱᱄㚰⳨䑘䄋⳥䐐㠘ⴟ䓑⨗㋻㬱⧂㸋⳨䐿᱃
㗡⺛⼮㝘㗬᱄
䊻⳨䐿⫔㔞㚻⤠᷍㚰⳨㬨㤙䈓㈎イ䄜㳆⿐
⼰䔘⭥㒍㵘䂓᷍㚰⳨⹅䄖䐧⧪㠘㋪䄵㘃㯑〓ㅰ
⭮㯑㆙㧌㑻㆝⺛コ᱄ⱙ㣳᷍㚰⳨㬨㆑䓊⺛コ
䐏䄜᷍䈌䐱⺛᱃ⱎ㔿㯚᱃䇂Ⱙ᱃➮㹘⭩⺛䐏ヅ
䇱㪏㧌⭥ㅜ㒘⼰䔘᱄㝘㗬ⰵ㚰⳨⭥㆙㋻⥛
㠘㘃㯑᱄㚰⳨㬨㗡⺛᱗⳨䐿䋗⧅䈌〛䈗ⳉ
➙᱘⭥䑘䄋㬽䅇⺛䐏䄜᷍㉙⫔⤠㩭㠘㋪㘃
㯑⨗㋻㗡⺛㬱⧂᱄
㦺䁴㯪⢎㬟᷍㚰⳨〚⪂㪉㬊䇦㑝᷍⤠㒍
䈓䁱ⳃ⼮⪕㾣㚽㑇⫐⭞㬡ㆈ㯏䓝᷍㉀⡙ㅰ⼤⭥
⹅䄖⿐〚⪂᱄㆑㦻᱃ⳉ㔪᱃⮈㾦⭩ⴟ㹒䄖ⳃ
⫐᷍㩭䄖㞅㲸㪉㬊ㅰ㸋㶋⡙᱄ゝ㭖⹅㦬㭞㑠⨅
㞇᷍㬨⳨䐿䐧䋍䄖⼮ⴟ㹒㶃⟝〚⭹᱄㵍㬒᷍㚰
⳨㈎イ㋋⳦᷍㬱⧂䓵䇪Ⱙⷀ᷍㏙㶃㩭㵗䓫᷍
⤃䇱ⱁ㼏㵗䓫䇦䎟⥀᱄㚰⳨䎟ⶏⰵ⡟⭹㡔䄖
⼮㶃䓫㡔䄖㵗䓫䐧䋍䄖⭩㒍䈓᷍䊻㯑㬶ブ㘃᱃
24㓪㓷䍨׳

⤚㳚᱃⭮㻃⫝̸㌏⭩Ⳟ㘇ⷙ䈉㵍⭩䇦⫞䈗᱄
⤜⺞᷍㦺䁴㯪㲹⢑㳂㾲㡔䄖᷍㰅㦜㵗䓫㚰
⳨㣑㈑⺄㎌᷍⭌䄓㿉㪔㪘㾱㬣᷍㹗㏜⡸᷍䇱
⭥⳦㬙᱄㏞㧈᷍㬽⮈㑇⹊䇇⤜䔄᱃㎮䓫㻖㆕
䍦⭩䇑㼍᷍㆝㛋㎕㚰⳨㈎イ⧷㿙⭮㗵᱄䇪⪬᷍
㚰⳨ⰵ㶃⺛䐒ㅴ㵗䓫⭥㿉㤔㬏㠩㣱᱄䈌⪬㵍
㬒᷍㰜䄓㳂㾲䐱⺛㡔䄖᷍㚰⳨䎟ⶏ⨗㲉〓⮘䎜
㑬ⱁ㼏ⳉ⺇᷍ㅌ㶃㩭䇦䎟⥀䈌⡟⭹⿐⼮⼻㦬
⧷⡩㏞⹔᱄
借机南非精品展 提质上档立市场
㚰⳨䍚㬨㚠㣑⳨䐿⭹㤙䔏⫔⭥⳥䐐㠘ゑ㾍
㏁䓉䄖㩭㹒䍚。᷍䑘䄋㸋䐱⺛㡔䄖㑠㪎⫓䋍䄜
⳥䐐ⴟ䓑ゑ㾍㏁䓉㭕⭥㈌㠘㩭㗔㠞㲉᷍㵉⺞
䓫䊕䎜⼰᷍䇦㬧⿆⤚᷍䐣㑇䇻㸋⹊䇇㩭⼮⤪⹛
㩭㳂⹊⧅㠻ⱙⷀ㾈⭥㠞㲉ⴟ㹒᱄
㚰⳨⳥䐐㠘ⴟ䓑ⱁ䂚⿐㣳㭞㑠㾂᷍⧒㒘㤘
㬧䈌㝘䐿㤘㵍᷍⡟⭹⥛ⴟ䓑⤜䔄䄵㕛䔄㼜Ⳳ㿉
㤔᱄䐱⺛⳥䐐ⴟ䓑㾍㗒⥛㠘䊻㚰⳨䄜䐒⼽㬽
䇎᱄㦜ⱙ᷍䊻䎜㳆⨗㋻⥛㠘⭖⪯᱃㠘㝧᱃㪉ェ
㩰䈌⭒⭹㬱⧂⭥⨅㦻⼰Ⳟ㘇䄡㦜㦯䐹⭡䊗᱄
㻷䊻㚰⳨ⰵ㆙㋻⳥䐐㠘ⴟ䓑䄋㤔⤜䊺㆗㆗
㬨ゼ㑏᷍䄋㤔㹐㗡᷍ⰵ䐫㑠⼮㌏㬞⭥䄋㤔䑑
㛋㳂㪞᱄䅓ⱙ᷍⪬⪯䍚。⭥㚠⭥㬨⨅ⳃ⿴㸳
⺛⥛䄖䓋㾮㪞⭥⧪⺜᷍䇤㈌㠘䍚⭥㯝㔘᷍䑛
㑇䐱⺛㡔䄖㳂㪞⨗㋻⳨䐿⭥㾯㼔᷍䋗ゴ㬫㼛ⰵ
㔘⭥⥛㠘᷍䊻⭒⭹㬱⧂⫓䋍㠘㝧㗡䈟Ⱙ᱄
㚰⳨䐱⺛⳥䐐㈌㠘䍚䈌㚰⳨⭹㤙㻷䇱㸉
䄜᱃⳨䐿⭹㤙䔏⫔⭥⳥䐐㠘ゑ㾍㏁䍚。
㚰⳨㋋㠶ⰹ⺛カ㾍㏁ゑ⳥䐐ⴟ䓑䍚᷉$7)᷊⼰
䔘᷍㵍㠻㵍䍚⨗᷍㹝䅞㎕䓵⳨䐿᱃㗡⺛᱃㝘
䐿⭩⭹⭥䈁㘜䓉䄖㕓コ⤯䍚᱄
㚰⳨䍚㈺⟍⭹㋋㠶ⰹ㬨⳥䐐ⴟ䓑㒄㬼䐱
㾥᱄㋋㠶ⰹ䇱コ㦌⺛㑍㰙㩭⮋᷍ⱁコ㾂㾮
⼮⭹㤙㾵㑍㰙⮋᷍䇱⼽ⱁ㆙㋻㩭⼮Ⱑ㑃㒄㬼
㩭᱄㋋㠶ⰹ㬨⺛カ㡔䄖㋋㵹㚰⳨㬱⧂⭥㗦⿈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