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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集团：

打 造 纺 织 装 备 旗 舰

红豆集团：

扛 起 责 任 报 党 恩

作为全球影响力最大的纺织行业盛会之一，中

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 ITMA 亚洲展览会近日

在上海开幕。

展会上，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展出多款智能

制造产品，如具备自动接头、全电子牵伸、单电单控

功能的高速电锭细纱机 JWF1589；具备“三自动”功

能的高速精梳机 JWF1288；采用 AI深度学习技术、

全新光路系统和结构的异纤分检机JWF0016EP等。

经过“十三五”时期的发展，中国的“纺织强国”

目标初步建成，中国纺织业成为中国制造业中具备

世界先进水平的五大行业之一，而这背后离不开国

产纺机装备的重要支撑。恒天集团作为核心主业

为纺织装备的唯一中央企业，发展始终与中国纺织

工业的发展和振兴息息相关。

纺机行业是充分竞争行业。恒天集团作为纺

织机械国家队，自 1998年组建后，始终坚持以创新

厚植发展优势，开展“卡脖子”技术难题攻关，构建

集约式科技创新体系，成绩斐然。经过 20 多年的

发展，恒天集团在产品门类、技术储备和应用水平、

成套设备和服务能力等综合实力方面稳居世界第

一，在国内市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多数产品处于

世界领先水平。

在为行业提供装备的同时，恒天集团在关键

时刻尽显担当。在 2020 年抗疫保供中，坚决完成

了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工信部和国机集团下达的

急难险重任务，医用平面口罩、N95 口罩机、防护

服压条机、熔喷布及熔喷布生产设备五类产品产

量均位列央企第一，奋力支援了国家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同时，生产经营也取得可喜成绩：全年

实现营业总收入 425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25.8 亿

元、净利润 18.3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彰显了中央

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稳定器”和“压舱石”的责任

担当。

恒天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海涛表示，“十四

五”期间，集团将紧紧抓住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产业

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政策机遇，充分利用国内超大

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借助纺织机械成套装备

优势，着力深耕国内市场，巩固本土竞争优势和市

场领导地位。同时，抓住共建“一带一路”及全球纺

织产业转移等国际市场发展机遇，通过实施建立海

外智能纺纱示范工业园、完善海外市场营销服务网

络、推动集团企业海内外资源协同等国际化发展举

措，加快国际市场业务布局，为全球纺织行业发展

提供恒天方案。

刘海涛表示，恒天集团将坚守“打造装备旗舰、

引领纺织发展”的使命，坚持聚焦、优化、提升的经

营方针，发挥高端纺织装备在纺织行业的龙头企业

优势，践行“纺织机械国家队”的责任担当，努力发

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纺织装备制造

企业。

不论是不论是““衣食住行衣食住行””中的中的““衣衣””，，还还

是是““人靠衣装马靠鞍人靠衣装马靠鞍””的老话的老话，，都显示都显示

出国人对着装的重视出国人对着装的重视。。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时尚以时尚以

惊人的速度开启了在中国的进化惊人的速度开启了在中国的进化。。

今天今天，，中国已经成为时尚的聚集中国已经成为时尚的聚集

地地。。走在街头走在街头，，不仅随处可见国际品不仅随处可见国际品

牌的服装牌的服装，，还有李宁还有李宁、、安踏安踏、、波司登等波司登等

中国品牌服饰中国品牌服饰。。近年来近年来，，极具中国风极具中国风

的汉服热度有增无减的汉服热度有增无减，，此前此前，，一段中国一段中国

小伙穿着汉服玩滑板的视频在小伙穿着汉服玩滑板的视频在 TikTik--

TokTok等海外视频社交平台上累计播放等海外视频社交平台上累计播放

1212 亿次亿次。。不少海外媒体称不少海外媒体称，，中国年轻中国年轻

人的穿搭已经触动了全球人的穿搭已经触动了全球 ZZ世代的时世代的时

尚雷达尚雷达，，成为外国人争相模仿的对象成为外国人争相模仿的对象。。

今天今天，，中国已经成为时尚的中国已经成为时尚的““抢抢

滩滩””之地之地。。一边是国外时尚品牌在华一边是国外时尚品牌在华

加码开设加码开设““首店首店”“”“概念店概念店””等等，，希望更希望更

加贴近中国市场加贴近中国市场；；另一边另一边，，本土的新生本土的新生

代设计师大量涌现代设计师大量涌现，，他们具有国际视他们具有国际视

野野，，擅用新的思潮擅用新的思潮、、新的方式去诠释新的方式去诠释，，

带来多样化的风格尝试带来多样化的风格尝试。。

中国时尚在国际时尚舞台上也已中国时尚在国际时尚舞台上也已

经成为一支重要力量经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在中国纺织行在中国纺织行

业快速发展的带动下业快速发展的带动下，，一批中国的时一批中国的时

尚品牌走上世界舞台尚品牌走上世界舞台，，一批中国的时一批中国的时

尚设计师在国际上崭露头角尚设计师在国际上崭露头角，，一批自一批自

信的时尚达人穿着中国服装行走在世信的时尚达人穿着中国服装行走在世

界各地界各地。。

更关键的是更关键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强大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强大，，国民内心的民国民内心的民

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正在催生民族文化的复兴和审美觉醒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正在催生民族文化的复兴和审美觉醒，，

这促使中国时尚有自信将国际流行趋势恰到好处地融入中这促使中国时尚有自信将国际流行趋势恰到好处地融入中

国审美国审美，，并尝试用民族的语言表达并尝试用民族的语言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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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建党百年，我是有着 35 年党龄的老

党员，红豆集团已经走过了 65 年创业路。我个

人能有今天，红豆能有今天，民营企业能有今天，

全靠党和党的好政策。”谈起中国共产党即将迎

来百年华诞，红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周

海江充满自豪和感恩。

1957 年，3 个棉花匠在无锡港下乡组成了一

个小手工业作坊。谁也不会想到，经历了 60 多

年的风风雨雨，在创新中成长，在拼搏中腾飞，在

巨变中跨越。当初的小手工业作坊如今已蜕变

成为一家有 10万从业人员、2个产业园区、2家上

市公司、3个驰名商标、4大产业板块的跨国企业

集团，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代表。

梳理红豆集团 65 年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

红豆集团每个重大决策、每次飞跃发展，都是在

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中获得的机遇。“听党话、

跟党走，讲正气、走正道”，红豆集团坚持党建引

领企业治理，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

业治理之路。

近年来，红豆集团把党的政治领导与促进

企业经营发展相统一，探索出以党建引领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

的党建经验、工作方法和工作机制，把党的政治

优势有效转化为集团的竞争优势、发展优势。

2019 年，红豆集团的党建工作经验作为民营企

业党建案例入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案例。

有了党建引领，红豆集团的发展不断迎来新

突破。2020 年，红豆集团位居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前列；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集团联合中

柬企业主导开发建设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已

吸引来自全球的 166 家企业入驻，被称赞为“中

柬务实合作的样板”。

创办西港特区样板工程的过程，彰显出红豆

集团关键时刻的担当。早在2007年，红豆集团响

应党的“走出去”号召，与中柬多家企业共创西哈

努克港经济特区，在 2家企业因故撤资退出的情

况下，红豆集团义不容辞地增资并接手特区主导

开发重担。红豆集团集中最优势资源和最能战斗

的党员投入到建设一线。目前，西港特区是柬埔

寨规模最大、发展最好、最受欢迎的经济特区。

周海江说，“听党话、跟党走”理所当然，但这

还不够，还要“报党恩”，积极为党为国多担当、多

奉献，在党和国家需要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当得知武汉

一线紧缺防护服时，周海江带领集团广大党员以

最快速度转产防护服。他们不惜代价，克服全国

交通隔离带来的面料、设备、人员缺少等困难，组

织党员突击队日夜加班，及时完成了国家调拨隔

离衣 65万件运往抗疫一线的任务。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发来感谢信，称赞红豆

集团“是当之无愧的抗击疫情‘军工厂’，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红豆集团拥有员工近 3 万名，间接解

决就业 10 万人。集团积极助力乡村振兴，多年

来累计提供资金千万元帮助周边村、厂发展，并

为农村城镇改造量身定制了多个“红豆万花城”

现代商业综合体，适应和满足了当地百姓美好生

活的新需求。

随着数字化经济的发展，传统产业亟待转型

升级。周海江表示，“十四五”时期，为更好地践

行企业责任、服务社会大众，红豆集团将积极做

好发展定位、内部定位、社会定位。在发展定位

上，推进生产经营智能化、绿色化、在线化、高端

化、国际化、规范化，践行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

量发展。在内部定位上，推出“四铸四有”工程，

让员工充分分享企业发展成果。在社会定位上，

倡导“八方共赢”理念，实现与股东、员工、顾客、

供方、合作伙伴等相关方的共赢。

孚日集团：

推 动 品 牌 战 略 落 地
本报记者 祝君壁

6 月 12 日，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科技大学化工新

材料项目签约。“这是孚日集团瞄准产业前沿、实施新战略布局

迈出的关键一步，也是我们开展校企合作、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

成果。”孚日集团董事长肖茂昌说。

从 1987 年到 2021 年，紧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孚日集

团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定地走过了 34年快速发展、永攀高峰

的发展历程。

瞄准一流，赶超先进。从 10 间瓦房、8 台梭织机起

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单一发展到适度多元，把一

个只有 33 名员工、30 万元资产的编织带车间，一步

一个脚印地发展成为中国家纺行业第一家整体

上市的企业。孚日集团建立了从产品研发设

计、纺纱、织造、印染、整理、包装、物流到全

球贸易的世界家纺行业技术装备最完

整、配套实力最强大的生产链，构建

起一个横跨家纺、热电、地产、电

机、化工以及投资等多元经营的

集团企业。

保 持 稳 定 ，健 康 发

展。企业规模不断扩

大，综合实力不断增

强。“自 2006 年开

始 ，孚 日 集 团

成为全球最

大 的 毛

巾 生

产企业，出口连续 22年占据家纺行业第一位。”肖茂昌说，“今年

以来，面对不利因素的叠加影响，集团上下同心协力，拼搏进取，

克服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了经营业绩逆势增长。”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预计孚日集团销售收入、出口额、上

缴税金分别同比增长 20%，企业运行质量和经济指标在同行业

中保持领先。2020年，孚日集团家纺板块超额完成全年利润计

划，出口、内销、效益、运行质量都明显好于行业水平。

“2020年，孚日集团旗下品牌通过线下创新营销模式，提高

产品研发水平，完善客户服务体系，新品牌理念逐步落地，直营

渠道保持增长势头。”肖茂昌介绍，之所以能持续稳健运行，主要

得益于公司在内贸业务中发挥出了“稳定器”作用。除了线下创

新模式，孚日集团的电商业务也通过开发新平台、新产品、新客

户，实现了业绩“翻倍式”增长。

“当前，集团上下对推动品牌战略落地的信心很坚定，干劲

很充足。国内市场发展条件正积厚成势，为下一步集团达成品

牌战略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肖茂昌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内家纺企业出口受到巨大冲击。

孚日集团不畏挑战，灵活应变，充分发挥质量、信誉、交期、服务

等方面的平台优势，及时转变路数、快速调整打法，通过强化线

上交流、线下组织等手段，千方百计提升客户合作信心，维护市

场稳定大局，确保了订单的稳定和连续，使集团成为行业内最早

复工复产的企业，凸显了孚日集团优质供应商的形象和强大的

供应链优势。

如今，面对市场逐步回暖、订单加快回流的大环境，孚日集团

已实现外销业务逆势超预期反弹，展现出集团在国际市场上的强

大韧性和竞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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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位于江苏省南通市位于江苏省南通市

崇川区的大生集团数字化纺纱崇川区的大生集团数字化纺纱

车间员工忙生产赶订单车间员工忙生产赶订单。。

许丛军许丛军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波司登智能配送波司登智能配送

中心中心。。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③③ 鲁泰纺织已建设成鲁泰纺织已建设成

为现代化为现代化、、智能化智能化、、时尚化的重时尚化的重

要窗口要窗口。。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本版文字稿件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刘瑾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