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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值之殇

“我们目前的订单主要来自拉美和南
非地区，相较前几年，订单结构发生了很
大变化。”万发集团总经理姜志博告诉记
者，以前公司的主要客户来自欧美，但受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欧美市场需求不振，
他们只能寻找新客户。

作为保定容城的一家服装代工企业，
万发的订单以男装衬衫为主。记者在采
访中发现，万发加工的衬衫售价十几美
元，属于附加值较低的低端订单，而该企
业每加工一件这类订单却只能拿到人民
币十几元的代工费。

万发集团在容城的外贸企业中，无论
规模还是企业经营均属较好的一家。记
者在对容城服装集群的走访中发现，占容
城服装产业主体的小微加工户企业，在这
一轮外贸危机中受到很大影响和冲击，经
营出现困难。

其实，面对全球消费需求持续不振以
及本土服装生产成本持续走高的现状，这
类附加值较低的订单也逐渐从中国转向
加工成本更低的东南亚等地，导致我国东
南部省份不少小微代工企业关停。

目前，低附加值代工订单已经成为我
国服装产业转型势必要优化的“落后产
能”，但遗憾的是，不仅是容城，从保定外
贸订单结构看，其纺织服装业依然以低附
加值代工订单为主。

高阳是保定巾被生产大县，外贸订单
一直是本地巾被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近年来，高阳巾被业受外贸环境的冲击
很大。“高阳巾被企业多为前店后厂式家
庭生产企业，企业规模不大，同质化严重，
产品创新力不足，加工产品较为低端。因
此，随着国际市场需求下滑、汇率波动等
因素影响，近年来高阳巾被出口出现明显
下滑。”高阳县政府相关人员告诉记者。

除出口业务受大环境影响发展受挫
外，在内销业务发展方面，保定纺织业依
然呈现出诸多问题。

在中国知名箱包产业集群白沟新城，
虽然其以年交易量达7亿多个箱包位居世
界各箱包产业集群前列，但记者在对其箱
包交易市场的走访中发现，产品同质化严
重、设计创新不足、自主品牌严重缺乏则
是阻碍其箱包产业进一步提升的“硬伤”。

在白沟箱包交易市场，记者看到不少
商家售卖的箱包产品多为大品牌的仿版
或抄版，优秀的自主研发设计款式不足。
同时，白沟箱包生产厂家多为粗放管理的
小微企业，无论在管理水平、生产工艺、设
计创新还是品牌建设方面，都无法达到目
前纺织业的升级要求。更为重要的是，虽
然白沟箱包城年交易量非常可观，但从箱
包品牌的构成来看，本地自主品牌严重缺
乏，且品牌知名度不高。

对于保定纺织服装业的发展问题，当
地政府有着清晰认识。“保定虽是纺织服
装大市，但并不是纺织服装强市，产业大
而不强，因此，保定纺织服装产业结构调
整的任务非常艰巨。”保定市市长马誉峰
表示。

但在记者看来，保定要想改变产业现
有格局，也并非易事。

变革遇阻力

“我们以前还接过杰克琼斯的订单，
但现在却以承接工装订单为主。”保定豪
丹服饰总经理王振华告诉记者，随着人工
等综合成本的上升，承接国内品牌订单已
很难赚到钱，所以他们也将自身业务调整
为承接公检法等部门的制服订单业务。

“前几年，各系统工作人员的工装定
制基本为一年一到两次，但近两年受政策
环境等因素影响，很多单位的工装定制改
为两年一次甚至三年一次，这让我们感觉
到经营压力变大。”王振华说道。

面对工装定制环境的变化，王振华意
识到这种工装定制的单一业务模式亟须
改变。“我们目前也在尝试设计一些商务
休闲男装，探索在线销售。”王振华说。

但对于这样的尝试，豪丹还处于小规
模试水阶段，公司仅仅是将线上作为一个
款式试水的平台，并未做太多的资源投
入。对于变革，豪丹还缺乏足够的勇气和
决心。

在保定，虽然不利的市场环境在不断
地挤压着企业生存空间，但下决心改变的
企业并不多。

“虽然目前行业环境不太好，但我们
还是决定将主要精力放在工装定制业务
上，对于推出自主品牌，考虑到风险和投
入都太大，我们目前暂且不做过多投入。”
在王振华看来，面对前景不太明朗的服装

市场，与其做过多投入，不如稳住现有业
务格局。

记者了解到，虽然外贸环境的不振让
万发的订单业务受到较大影响，但对于发
展新的业务模式，从内销市场寻找机会，
万发尚且没有明确的计划和举措。

澳森制衣是保定有名的一家服装代
工企业，其除了服装业务之外，还有商业
地产和酒店等投资项目。“服装绝对是我
们的核心业务，我们主要的客户是北京铜
牛和探路者。”澳森制衣董事长周艳成告
诉记者，澳森以前也给美特斯·邦威等一
些内销品牌做过订单，但近年来国内不少
企业都在缩减产能，澳森的订单也受到一
定影响。这让周艳成看到了代工业务的
风险和局限性，面对单一业务结构所带来
的经营困局，如何打开经营的局面，澳森
也尝试调整。

对此，澳森推出自主品牌帝伦霍特，
但在市场拓展中步履艰难。“目前国内市
场的品牌数量已经很多，而我们又缺乏优
质渠道资源、设计和管理人才，所以虽然
品牌推出有一段时间，但销售还局限在保
定本地，品牌发展非常缓慢。”周艳成说。

其实澳森、万发和豪丹，都是保定有
一定规模、发展情况相对较好的服装企业
的代表，但他们出于对成本、行业形势等
多种因素考量，在发展自主品牌、推进企
业转型上的决心并不坚定。而对于那些
规模小、创新能力不足、抗风险能力差的
小微企业则囿于资金等因素的局限，更难
做出大的改变。

那么，保定纺织服装业该从哪里寻找
发展动力？

品牌需自救

推进纺织服装业的转型升级和长足
发展，保定并非全无优势可言。尤其是在
劳动力方面，保定纺织服装的优势明显。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工厂的人员
构成多以本地周边村镇人口为主，工人流
动性小。特别是流水线上的一线工人都
为 80 后、90 后工人，无论在年龄还是受
教育程度上，相较于江浙等优势产业集群
中一线工人普遍在 35 岁以上的年龄构
成，优势明显，这给保定服装业提供了良
好的发展支撑。

据了解，保定纺织服装业无论在产业

规模还是发展质量上，并未能有良好表
现，究其原因，就是产业集群的影响力不
够、企业创新力不足、产品附加值不高以
及自主品牌的严重缺乏。

去年 9 月，保定容城县举办了白洋淀
（容城）国际服装文化节。“这是容城在推
广本地服装产业和品牌发展上迈出的重
要一步。”容城县县长王占永告诉记者，虽
然容城服装业近年来呈现稳步发展的行
业态势，但自主品牌建设不足、产品附加
值低、产业结构单一、竞争力不足等问题，
制约着容城服装的长远发展。“对此，引导
服装企业加大品牌建设力度，提升设计研
发能力，是我们近年来大力推进的重点。”

“今年，北京服装学院将‘北京服装学
院保定白洋淀服装文化创意中心’‘北京
服装学院中小学学生装（校服）研究中心
成果转化基地（保定）’及‘北京服装学院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校外实践基地’在容
城正式挂牌。”容城县政府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通过提升设计水平，引导本地服
装企业品牌意识的提升，是容城服装摆脱
低附加值的产业现状，实现长远发展的重
要出路。

对于产业发展已初具规模的高阳而
言，加大设计创意，提升产品附加值的需
求则更为迫切。

“高阳巾被产业起步于民国初年，曾一
度作为兴国战略之一受到国家的重点扶
持，拥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和人才基础。”高
阳县县长闫向阳告诉记者，虽然高阳巾被
业曾一度辉煌，但因错失市场发展机遇及
品牌建设意识的不足，使当前的高阳纺织
业长期处于纺织行业价值链的低端。“提升
设计水平，加大创新力度，实现多渠道布
局，推进品牌建设已成为高阳巾被业重塑
自我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闫向阳说。

闫向阳告诉记者，高阳县每年安排
500 万元以上的中小企业发展资金或技
改资金，以此淘汰落后产能，推进产业升
级。“我们还投资 600 万元建设了河北省
毛巾产品质量监督检测站，以及搭建产业
集群公共服务平台，为集群企业提供技
术、信息、人才培训等服务。”

尽管白沟箱包之都的名气不小，但是
名品名牌却不多，品牌效应并不明显。对
此，白沟着手推动“白沟制造—白沟质造
—白沟智造”的转型升级，以名品名牌带
动产业转型，获得更大的品牌影响力和产
业凝聚力。

虽然纺织服装业是保定第
二大主导产业，但大多数企业
规模偏小，规模以上纺织服装
企业仅为 350 家，占服装产业
总产值的比例不足 20%。其
中，年销售额 10 亿元以上的企
业仅占 6 家，也远低于浙江宁
波、福建石狮等集群 50%以上
的产业集中度。

对此，保定市市长马誉峰
表示，保定纺织服装业亟须一
场调结构、促升级、创品牌的产
业转型。

品牌重塑竞争力

对长期以低端代工业务为
支撑的保定纺织服装业而言，
要做大集群产业的影响力，就
必须做强集群品牌和企业品牌
的影响力，这也是提升产品附
加值的关键一步。

但从目前保定纺织服装业
品牌建设格局看，其发展还相
当滞后。统计数据显示，在保
定全市 1.2 万家纺织服装企业中，拥有省名牌产品仅为
36个，省优质产品 16个，中国驰名商标 7个。

“保定纺织服装业的品牌建设非常不足，我们整个集
群中也没有一家像波司登、雅戈尔之类的企业航母。”马
誉峰认为，无品牌就无竞争力，要真正实现本地产业振
兴，没有品牌是绝对不行的。

意识到品牌建设对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保定各产
业集群近年来也不断加大在品牌建设及集群产业升级的
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

以高阳和容城为例，两地都为企业技改和产业升级
设立了专项扶持资金，支持企业加大设计研发和创新转
型。与此同时，容城还依托中国男装名镇、北方服装基地
的称号，继续加大集群品牌培育力度，举办服装文化节等
活动，重塑产业和区域形象。

马誉峰表示，除了政府的积极引导和大力支持，保定
本地 400 多年的纺织服装发展史，让保定纺织产业在发
展格局中各有特色，形成了容城服装、高阳巾被、白沟箱
包、蠡县裘皮等特色突出的产业格局，如果政府能在各区
县的产业特色基础上，引入优势资源，推动企业转型升
级，未来保定纺织服装业的成长潜力巨大。

“一体化”带来创新力

“《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中有 17 处提到保定，可见
保定在京津冀一体化建设中的独特地位和重要作用。”马
誉峰告诉记者，该政策对于保定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也
有巨大利好作用。“京津冀协同发展除了能给本地纺织服
装业提供体量大、消费能力强的市场外，还使本地产业承
接一系列优势资源来为本地企业的创新升级服务。”

对于哪些资源是保定想要承接的优势资源，马誉峰
显然也有着清晰的认识，他告诉记者，保定要承接的一定
不是落后的产能资源，而是要对接高端资源，以此提升自
身产业的创新能力。

“像容城县就建立了服装文化创新中心，与北京服装
学院合作，成立名城服装设计研发中心，在产学研对接上
取得了不少阶段性成果，这些都有助于丰富容城的服装
文化内涵，提升品牌价值，推进产业创新。”马誉峰说。

马誉峰介绍，除容城外，保定其他特色产业集群与京
津优势资源项目的合作也在有序推进中。如蠡县引进了
富利革基布公司，雄县政府与北京夏成龙服装拉链有限
公司签约了总投资 65 亿元加工产业园区项目；安国市前
进无纺布有限公司与中国建材集团国际贸易公司合资建
设长丝无纺布生产线项目；白沟与北京大红门市场签约
承接专业市场资源的转移；中国村北服时尚创新园（白洋
淀）示范基地项目落户保定。

“谈品牌建设，其根本是创新问题。”马誉峰表示，保
定就是要在当前的发展机遇中，通过优势资源的承接，用
大平台成立创新联盟，来推动保定包括纺织服装业在内
的所有产业升级创新。

“京津冀”一体化的推进，让北京周边

地区对承接北京的纺织服装产能转移怀有

极大热情。作为最靠近首都的纺织服装产

业集群之一，保定对这一机遇志在必得。

容城的服装业、高阳的巾被业以及白

沟的箱包产业，是目前京津周边地区产业

规模和知名度较高的三个产业集群。如

果保定承接纺织服装产能转移，将不仅给

保定纺织业带来先进的技术、经验、设备

和人才，也将给其带来数量可观、购买力

极强的消费人群。

保定的产业优势则是相对的。从京津

冀纺织产业发展格局看，保定的地缘和产业

基础优势相对明显，但如果将保定纺织服装

业放在全国的框架中对比，保定无论在产业

规模还是发展水平，相较东部沿海地区则相

差甚远，其目前的产业结构仍以经营粗放、

附加值低、创新能力不足的小微代工企业为

主，为人熟知的品牌则屈指可数。

这样的产业结构，不仅很难给从北京

转移而出的优势企业带来升级动力，而其

低端产品结构也很难适应北京高购买力

人群的消费需求。

对此，要抓想住京津冀的发展机遇，

保定纺织服装业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认

真思考和规划。

虽然保定纺织业同东南沿海各地在

产业规模、行业集中度、设备技术、创新能

力和管理水平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这

种差距在短期内也很难消除。但如果保

定能充分利用自身的区位和环境优势，将

之与纺织服装业的发展相结合，其势必能

找到自己的市场机会和发展空间。

借助保定靠近京津的地理和交通优

势，以及近年来自驾游的生活方式日益普

遍，保定可以白洋淀景区为核心点，将白

沟、高阳、白洋淀、容城四地串连起来，形

成一条消费旅游热点路线。依托京津庞

大的人口基数和较高购买力，定会给保定

纺织服装业提供强大的发展支撑。

要实现工业旅游与景观旅游的相互

推进，保定首先要加大对本地基础设施和

城市配套建设的投入，为京津冀人群的消

费旅游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同时，保定

还要积极引导本地纺织服装业的转型升

级，利用京津冀的优势产业资源、人才资

源和先进经验等，促进本地企业提升管理

水平、加大创新投入、提高产品附加值和

核心竞争力，以此适应和满足京津冀人群

的消费水平和购物需求。

更为重要的是，保定要切实推进工业

旅游的实现，还要加大对本地纺织服装业

的宣传力度，举办服装文化节、旅游购物

节等活动，来吸引周边消费者。

除加大对产业集群整体的宣传力度，

保定还要加强本地自主品牌的建设力

度。通过选择优势企业，对其进行重点扶

持和引导，推出一两个全国知名品牌企

业，通过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

本地产业的整体升级。

产业升级是一项艰辛和长期的任务，

如果保定纺织服装业能够稳步有序地推

进产业转型和品牌建设，其未来的发展机

会将不可估量。

保定重振纺织服装业胜算几何？
经济日报社（集团）调研组

本版编辑 许跃芝 张 虎

电子邮箱 jjrbyxdc@163.com

阅 读 提 示

抓 住 机 遇 志 在 必 得

长期以来，汽车制造、新能

源产业及纺织服装业是河北保

定经济发展的几大支柱型产

业。但保定汽车装备制造业的

规模和格局已定，增长空间不

大；以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

则处于连年亏损、成长艰难的状

态，并且这一情况在短期内难有

缓解。在寻找本地经济增长新

动力方面，纺织服装业似乎已成

为保定当前的最优选择。随着

“京津冀”一体化的深入推进，保

定也看好这一政策红利给本地

纺织业带来的重振机会。但面

对本地粗放管理、附加值低的产

业格局，保定能否真正重振服装

业？记者通过对保定纺织企业

的深入调研，深感尚有不少难题

需要破解。毕竟，面对经济下行

的压力及消费不振的国内外环

境，要重振纺织服装业是一个艰

难和充满变数的大工程。

以品牌创新促转型

—
—访河北保定市市长马誉峰

白沟大红门国际服装城实景。 资料图片

澳森制衣公司的生产车间。 资料图片

河北永亮纺织品有限公司的进口织机。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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