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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新华每日电讯

本报记者何玲玲、裘立华、黄筱

全国第一家西服店、第一套西服、第一部西服专
著、第一家西服工艺学校……服装业的数个第一，让
发轫于清末民初的宁波“红帮裁缝”在旧上海滩上扬
名立万，更成为宁波现代工业的奠基石，改革开放
后，宁波服装成为宁波市的一大名片。

但是，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宁波服装的脚步却
没有开始走得那么快，近年来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
以及国内市场的巨大变化，宁波服装迎来了前所未
有的挑战。坚守了 20 年的宁波国际服装节犹如行业
的写照，今年服装节“宁波装，妆天下”的主题似乎在
向世人证明，宁波“红帮”已经蓄势待发，准备“重妆
天下”。

宁波的“金字招牌”——— 宁波装

“宁波装”与宁波港、宁波景、“宁波帮”一起，被
称为宁波的四大名片。宁波开埠以来，工商业一直是
宁波的一大名片。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宁波经济持
续快速发展，显示出巨大的活力和潜力，成为国内经
济最活跃的区域之一。

“宁波工业率先发轫的，就是宁波服装业。”宁波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陈炳荣说，上世纪 80 年
代开始，宁波与上海的对接，服装业开始快速发展。
“像雅戈尔的李如成，就是上海知青，最后创立了这
家企业。”

“宁波服装业的发展，尤其是男装的发展，在全
国形成了一大批具有著名影响力的品牌，雅戈尔、杉
杉、罗蒙等，在上世纪曾是国人梦寐以求的品牌服
装。”宁波国际服装节组委会执行办公室主任杨杰
说。

日前发布的《宁波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报告》显
示，目前宁波纺织服装企业在全国的地位继续保持
领先，多达 1 万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900 多家，
年工业生产总值达到 1500 亿。

宁波的纺织服装业对宁波市的就业和外贸出
口，至今仍在做出巨大贡献。2015 年宁波全市从事
纺织服装行业的人口达到 23 . 23 万，出口交货值达
到 419 亿，比前年增长 4%，利润总额为 68 亿。

据介绍，目前宁波仍然是国内服装业著名品牌
最多的地区，纺织服装企业注册品牌有 3000 多个，
其中中国名牌有 20 个，驰名商标 25 个。目前工信部
110 多个重点跟踪品牌中，宁波就有 9 个。

告别红利时代，“大牌”去哪儿了？

近年来宁波服装品牌常常以另类的姿态获得
关注——— 雅戈尔成为服装界“玩”地产最出色的；
罗蒙环球乐园引数万人挤爆现场；杉杉跨界寻求
战略机遇拓展新能源汽车业务……不少人产生疑
问，这些曾经赫赫有名的服装“大牌”们去哪儿了？

“目前的服装行业中，过得‘不错’的企业不多，
大部分企业还‘过得去’，还有不少企业过得‘艰难’，
甚至遭遇生存危机。”在 19 日举办的宁波国际服
装节上，一位行业专家直指当前服装企业的生存
困境，而不少知名服装企业的利润报表也印证了
这一事实。

浙江纺织服装技术学院副教授夏春玲说，这
几年宁波的纺织服装业整体不像前几年那么红
火，这既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的改变。

专家认为，宁波服装业面临的问题，首先是过
去的产品结构存在问题，过去宁波的纺织服装以
外贸为主，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以量取胜，以贴牌
为主，而忽视了品牌，利润薄。

这几年来受欧美金融危机影响，外贸出口一
直没有改善，从全国情况来看，2015 年中国纺织
品服装整体出口下降 5%，进口下降 3 . 5%，是自
2009 年之后 6 年来的首次进、出口双降。

宁波的纺织服装出口也不乐观。海关数据显
示，2015 年宁波的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额累计为
849957 万美元，同比增幅为负 4 . 9%。今年上半年
宁波市出口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375 . 7 亿元，微
增 2 . 5%。

雅戈尓集团董事长李如成称，当前服装行业
确实面临着一定的压力，全球服装消费总额已经
被食品消费超越，服装业产能过剩。

服装行业面临的另一个困境，就是这个行业
受重视程度有所减弱，企业家信心集体受挫。

再次，就是诸如房地产、金融等过去快速增
长的行业对这个行业的影响，大量的纺织服装
企业把精力转到其他行业。

李如成表示，虽然在公司投资、地产、服装三
大发展板块里，服装并不是经济效益最好的，“但却
是我最想发展的一个板块，因为这是我们的根基
和主业。”

浙江一家印染公司的负责人说，这几年来他
一直专心主业，一直开发新的产品，产值和利润一
直在稳步增长。“这个行业不能简单地说就不行
了，关键是要静得下心，要注重创新。”

重仓加持，“宁波装”强势回归

就在实体店、百货公司纷纷遭遇“倒闭潮”
的时候，一家年轻的宁波女装品牌公司斐戈在
位于杭州市中心的银泰百货，开出了省城的第
一家旗舰店，成为以全新形象大力拓展市场的
“第一枪”。

与这家年轻的公司不谋而合，雅戈尓、杉
杉、太平鸟等老牌宁波服装品牌不约而同地加
强品牌和渠道建设，逆势谋划布局国内市场，
重塑服装时尚产业这一宁波传统优势产业的
行业地位。

杉杉将对其服装业务从杉杉股份公司中剥
离，申请赴港上市，并推出新品牌主攻二三线城市
的快时尚消费群体，主攻浙江、苏南、苏西南几个

区域；今年是太平鸟集团 20 周年，将“狂砸”3 . 5 亿
元开实体店，增加店铺 500 家；马威则重点与万达
集团合作，在今后两年内开出 100 家直营店。

种种强势回归服装行业的行为，展现了宁波装
“重妆天下”的信心，它们将通过销售体系和渠道建
设、提升品牌价值、注重消费体验、打造线上线下互
通平台等“利器”傍身，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消费者
眼前。

与此同时，政府的重视也在“加码”。“服装是
宁波的名片，不能轻易丢掉，也不应该丢！”宁波市
副市长陈仲朝说，宁波正在大力推进“中国制造
2025”示范试点城市建设，以此为契机加快纺织
服装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实现从服装大市向服装
强市跨越。

纺织服装成为宁波率先“触电”的产业。越来越
多的纺织服装企业尝试发展电子商务，打开市场。
博洋集团的服装服饰、家纺品牌曾创下日销售 1 . 2
亿元的纪录，宁波男装品牌 GXG 的日销售额也达
到 8773 万元。博洋集团总裁办主任林云华说：“电子
商务还让我们及时捕捉到市场信息，有助于我们对
市场和品牌进行深度跟踪分析，进而与线下销售相
结合，开展精准营销。”

目前，宁波服装以清一色男装为主导的局面已
发展成为多元化、系列化格局，休闲装、女装、童装、

内衣全面开花，尤其是女装厚积薄发，童装也不甘
示弱，与男装“共舞”。此外，宁波改变传统以外销为
主的纺织服装产业结构，内外销比例大致为 6：4，
摆脱外需不足给产业发展带来的冲击。

宁波纺织服装业还大力推进“机器换人”，大
量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同时推进工业化和信息
化深度融合，加强科技创新，提升产业内生发展动
力。

浙江瑞晟是一家致力于数字化智能高端装备
制造的高科技企业，公司营运总监刘九生说，目前
已经为众多品牌企业，如阿迪达斯中国、雅戈尔、杉
杉、罗蒙等提供了智能制造系统，实现生产过程的
大数据集成，帮助企业减少对人员的依赖、做到信
息化管理，增产增效。

在效益不断增长的同时，宁波纺织服装行业用
工人数从“十一五”期间的 40 万，下降到目前的
23 . 4 万，全员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

前不久，宁波成为全国首个“中国制造 2025”试
点示范城市，并把时尚纺织服装列为五大优势产业
之一，加以重点培育和扶持。

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代市长唐一
军说，“我们应该牢牢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机遇，始
终怀揣‘宁波装、妆天下’的梦想，大力推进技术、
产品、品牌、管理和商业模式创新，大胆探索‘服
装+智能’、‘服装+文化’、‘服装+个性化服务’，走
出一条高端化、时尚化、品牌化、国际化的发展新
路子，努力把百年‘宁波装’这张金名片擦得更亮
更好。”

从 1997 年到 2016
年，一个连续办了 20 年
的行业活动依靠怎样的
坚持走到现在，并且正
如一个 20 岁的年轻小
伙儿，昂首阔步地走向
下一个 20 年。在 20 年
的风雨坚守中，我们看
到了在传统行业面临“寒
冬困境”时，大浪淘沙之
后的企业家另辟蹊径发
现了其中的大有可为。

纺织服装行业，在
改革开放初期解决了劳
动力就业问题，飞速发
展迸发活力，奠定了工
业发展和外贸经济的基
础。然而曾经“红极一时”

的行业近年来却由于产
能过剩、环境污染、附加
值低、全球经济下行等
因素，进入“行业寒冬”。

从业者在这样的困
境下像是坐了一趟过山
车，从山峰进入谷底，他
们有过动摇，有过困惑，
甚至不少人选择了离
开。“识时务者为俊杰”，
这样的“战略退让”无可
厚非，但是任何一个行
业的发展都需要一批人
的坚守和突破。

国外一份调查报告
显示，全球范围内寿命
超过 100 年的企业日本
有 2 . 1 万家，历史只有
200 多年的美国有 1100
家，中国却只有 10 余家。打开这些百年企
业的长寿密码，坚守本业专注核心业务是
它们的共同点，百年的发展中，这些企业
并非一帆风顺，甚至也曾有倒闭的风险，
但是在专注和坚守中实现了老而弥坚。

许多离开纺织服装行业的人会说，
不是我们不努力，是市场太不景气，环境
不利于我们继续发展。但反思中国的纺
织服装企业，真的只是客观环境恶劣的
“受害者”吗？它们的业绩下滑、份额减少
何尝没有自身的因素？

香奈儿、爱马仕、路易威登的代工厂
遍布珠三角、长三角，中国工厂生产的衬
衣、大衣、鞋帽、皮具贴上标签即可“华丽
变身”，但在代工过程中，有多少纺织服
装企业从中悟出了自身发展的门道，做
到了像它们一样蜚声国外。

好的品质得到了“大牌”们的认可，
那为何不再往前迈一步，勇敢地从幕后
走向台前，不再是局限在为他人做嫁衣
裳，而是形成自己的品牌核心竞争力。

（本报记者黄筱、裘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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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坚守，宁波装如何“重妆天下”

▲ 10 月 20 日，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学生作品亮相 2016 宁波国际
时装周走秀活动。 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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