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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资讯］

从规模化外贸代工转向个性化智能定制

青岛纺服产业寻求新突破

当前，纺织服装业的发展正在进入新的竞争格局，

产业发展也正在经历着不断地转型升级。在这样的背景

下，青岛纺织服装行业也正经历转型期的阵痛。在由外

贸转向内销的过程中，青岛纺织服装企业的市场表现有

些“水土不服”，就像当年拓展海外市场一样艰难。不

过，一大批青岛纺织服装企业也正在通过打造自主品牌

和智能化转型，力图找到新的突破口。

代工生产模式风光不再

当下，外贸和内销的冷热逆转，让青岛许多从上世

纪 80年代开始就转向外贸出口的纺织服装企业不得不重

返国内市场。然而事实上，这个转向并不容易。昔日靠

人口红利，以及低价走量带来的高速增长模式，在如今

的市场上已经不再有效。倒是长久代工带来的对国内市

场的陌生、自主品牌的缺失、产业链条的不完整等短板

反而逐一暴露出来。

“以前一提到外贸订单，大家的印象都是量大、价

格稳定。现在，外贸订单不仅数量上不去，价格也不稳

定。”青岛一家服装企业负责人感叹道。

很长时间以来，我国的纺织服装作为劳动密集型产

业，主要受益于人工成本的比较优势。但随着国内生产

经营成本的提升，国内企业失去了作为加工中心的优

势。目前，全球的纺织服装制造正在加速从中国转移到

人工成本更低的东南亚等地，而汇率波动、贸易风险也

增加了企业接单的顾虑，一直以外贸出口为主的青岛纺

织服装业受到巨大冲击。

根据青岛市统计年报，2014年，青岛纺织服装业出

口额达到 473.6 亿元，2015 年出口额回落到 431.9 亿元，

同比下降 8.8%，此后的 2016 年、2017 年出口额均低于

450亿元。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8年前 10个月，青岛

的箱包、服装和鞋类出口金额同比分别下降 1.8%、2.8%
和 6.5%。

除了订单量萎缩，外贸订单的利润也逐渐摊薄。“就

内衣产品来说，国内订单的利润在 8%~9%，日本订单只

有 5%左右的利润，有的甚至没有利润。但是为了企业能

正常运转，即便目前不挣钱也要接一些大单。”青岛雪达

集团副总经理王显其的话丝毫不夸张。据了解，为了节

省成本，国际代工企业雪达如今也需要寻找更廉价的代

工地，甚至将部分利润率低的订单分流到其在柬埔寨的

工厂进行加工。

国际订单萎缩，国内服装消费能力却在提升，外贸

与内销出现了反转。然而，外贸型企业在转型中却遭遇

“水土不服”。此外，在行业发展模式以及在国内外市场

的影响力方面，如今的青岛都无法与专注国内市场多年

的其他纺织服装重镇相比。

“由于青岛纺织服装业一直走外贸路线，不仅缺少

具有全国影响力和知名度的自主品牌，且大规模的生产

方式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设计品质、营销品质等都难

以支撑起独立的品牌运作。”王显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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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发力补发展短板

“青岛服装企业很多都属于加工型企业，采用的是

规模化生产模式，大多追求短期效益，而服装的品牌化

运作却是一个长线的发展过程。”恒尼智造（青岛）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佳表示。

一段时间以来，青岛的纺织服装企业虽然全力突

围，但依然难掩其在自主品牌创立上的力不从心。“青岛

的注册设计师大概有 100人左右，这就是青岛全部的设

计人才资源。”青纺联旗下的谷里云仓运营总监靳岭谈道，

设计研发机构向一线城市集中，营销上形成了江浙沪、

广深珠等中心，青岛单个企业想要实现突破比较困难。

在业内人士看来，青岛的纺织服装业的转型，需要

要弥补其长久以来形成的发展短板，需要由政策层面推

进科技、创新、设计、品牌等多方集聚融合发展，通过

创意设计平台的打造，提升青岛纺织服装企业的市场竞

争力。

“今年‘双 11’期间，青纺联旗下的青岛谷里云仓

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电商平台上，一款由纤维新

材料制成的发热打底衫卖出了上万件，单品销售额达

200多万元。相比普通内衣，这件产品的最大卖点是新

材料所带来的功能性，轻薄、抗菌、除异味。”靳岭介表

示，这是传统纺织服装企业在面对市场变化所进行的转

型升级中的有益尝试。

青纺联是青岛老牌纺织服装业的代表，一直以来都

以纱线原材料生产、国际品牌代工为主，直到 2016年，

公司才开始转向自主品牌研发生产。靳岭表示，能在短

时间内取得成功，正是基于该公司的全产业链优势和在

面料研发方面的投入。

创立于 1975年的青岛雪达集团，从上世纪 80年代开

始逐步转向外贸接单。2015年，为了适应纺织服装市场

的新变化，雪达集团开始尝试打造自主品牌，先后推出

了幼童品牌“婴本”、中童品牌“贝克莱”、成人内衣品

牌“咔伦其”，并相继引入了“Teddy Bear”和“稻草

人”两个国际品牌，成立了品牌事业部，以此提升雪达

的市场知名度，带动旗下其他自主品牌的发展。目前，

雪达的自主品牌产品收入占到了公司总收入的 10%。

青纺联与雪达集团的成功尝试并非个例。在技术研

发方面，恒尼智造和青岛大学合作研发的海藻纤维新材

料，在国际范围内首次攻克了海藻纤维在针织服装领域

的应用难题，真正打通了海藻纤维从纤维源头到纺纱、

织布、染色、成衣的上下游产业链。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青岛雪达集团还与美国麻州大

学高分子材料应用实验室、青岛大学“纤维新材料与现

代纺织”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内外科研机构合作研发石

墨烯纤维高科技新产品。青岛即发集团也自主研发出多

种规格的壳聚糖纤维及无纺布、纱线、面料和服装等产

品。青岛企业发力新材料、新面料和功能性产品，正在

全力弥补产业链前端研发短板，引领针织服装行业新一

轮变革。

规模生产转向智能定制

当前，以科技、创新、设计、品牌为引领，发力打

造各具特色的自主品牌的发展模式，正在补足青岛纺织

服装业的短板，并从规模化生产转向柔性智造和个性化

订制，摆脱原有外贸型企业发展模式的桎梏。

基于青岛纺织服装企业的生产加工优势，以酷特

云蓝为代表的青岛纺织服装企业打造自主品牌的同

时，也正在实施从制造环节向智能化转型，以柔性生

产和个性化定制的新模式，适应消费者越来越鲜明的

个性标榜和审美主张。这已经成为青岛纺织服装企业

抢占市场的另一个发力点，也成为很多类似企业实现

转型升级的法宝。

据酷特云蓝相关负责人介绍，结合互联网和大数据

技术，酷特云蓝成功摸索出个性化工业定制模式，打破

了工业化和个性化的生产悖论，能够大规模满足消费者

的个性化定制需求。客户通过手机 App 或门店量体裁

衣，需求可以直达工厂，足不出户就能在一周时间内收

到一件个人专属服装。如今，酷特云蓝已经成为现代化

服装个性化工业定制的开创者。

而恒尼智造自 1997年创办至今，就一直专注于国内

市场，经历了国内服装品牌的大浪淘沙。它的自主品牌

之路与酷特云蓝颇为相似，都是借助智能制造，走柔性

生产、个性化定制的市场路线。

“这些年，青岛服装企业始终处于产品时代和品牌

时代之间的价格竞争和半品牌溢价竞争维度，产品利润

低、竞争压力大。未来，大数据、智能时代背景下的企

业一定不是追求规模和体量，而是要结合自身优势和特

点，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恒尼智造的定位就是要

做小而精、优而美、有特点、有特色的新型科技内衣企

业。”吴佳表示，在 21 年沉淀基础之上，依托大数据、

整合信息流，通过创新升级流程再造，恒尼智造实现了

智能驱动个性定制、数据链接柔性智造，并从 2017年 7
月起开始接单。如今，个性化定制订单占比达到恒尼智

造订单总量的 20%，企业计划在 3年内全面转向个性化

定制生产。

三师图木舒克市建成全国纺织服装

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11月 17日，从三师图木舒克市商务局获悉，全国纺

织服装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工作会议暨基地授牌仪式日前

在福建省石狮市举行。在授牌仪式上，图木舒克工业园

区领导代表三师图木舒克市接受牌匾。

2018年 3月，三师图木舒克市被商务部正式认定为

“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纺织服装） ”。被列入国家外

贸转型升级基地后，国家将以这些基地为重点发展扶持

对象，通过专门税收补贴等政策对入选基地进行培育和

建设。

近年，三师图木舒克市紧紧抓住国家“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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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兵团向南发展机遇，不断加

强对产业集群的引导、培育和扶持，最大程度地发挥产

业集群优势，推动外贸转型升级；通过完善产业链、打

造区域品牌，培育和发展新的出口增长点，切实发挥基

地示范引领作用。

据了解，三师图木舒克市商务局、招商局和图木舒

克工业园区将以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设为契机，

加快推进纺织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增强国内竞争力，提

升外贸竞争优势，为师市新旧动能转换增添活力，促进

经济健康发展。

［反倾销案例］

巴西对涉华尼龙线启动

第一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立案调查

2018 年 12 月 24 日，巴西工业外贸服务部发布 2018
年第 65号决议，对原产于中国大陆、韩国、泰国和台湾

地区的尼龙线（葡语：fios de náilon）启动反倾销日落复

审立案调查。本案倾销调查期为 2017 年 7 月~2018 年 6
月，损害分析期为 2013年 7月~2018年 6月。涉案产品的

南共市税号为 5402.31.11、5402.31.19和 5402.45.20。
利益相关方应通过 SDD 数字信息系统 （Sistema DE⁃

COM Digital） 参与本次调查应诉，提交案件相关证据材

料。SDD系统网址为：http：//decomdigital.mdic.gov.br。利

益相关方可在本复审立案公告日发布之日起 20天内向巴

方指定应诉法定代理人。

调查问卷将会发送至各出口商/生产商、进口商和其

他国内生厂商，涉案企业须在调查问卷寄发日起 30天内

填写问卷并通过 SDD数字信息系统提交答卷。

利益相关方可在调查启动后5个月内申请召开听证会。

本次复审调查将于立案之日起的 10个月内完成，特

殊情形下如有延期，该延期将不超过两个月。上述复审

期间，原巴西贸易保护局于 2013年发布的第 124号决议

的反倾销措施仍继续有效。

案件进一步信息可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巴方：

电话：+55 61 2027-9346 / 9347
电子邮件：fiosnailon@mdic.gov.br
2012年 7月 9日，原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外贸秘书处

对原产于中国大陆、韩国、泰国和台湾地区的尼龙线启

动反倾销立案调查。2013年 12月 27日，原巴西贸易保护

局在官方公报发布第 124号决议，开始对中国大陆、韩

国、泰国和台湾地区涉案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哥伦比亚对中国牛仔布反倾销终裁结果修正

2018 年 11 月 29 日，哥伦比亚贸工旅游部发布 2018
年第 270号令，将此前对原产于中国的牛仔布及棉布织

物反倾销终裁 （2018 年 212 号令） 予以修正。反倾销

差价税基准价由 3.25 美元/千克上调为 4.12 美元/千克。

征税期仍为 2年，起征日期以 212号令为准，至 2020年 8
月停征。

墨西哥对中国聚酯短纤作出反倾销初裁

2018年 11月 30日，墨西哥经济部在官方日报发布公

告，对原产自中国的聚酯短纤（西语：poliésterfibracorta）
作出反倾销初裁，决定对涉案产品继续反倾销调查且不

征收临时反倾销税。涉案产品的 TIGIE税号为 5503.20.01
和 5503.20.99。决议自发布次日起生效。

2018年 2月 6日，墨西哥经济部在官方日报发布公告，

应该国公司 DAKResinasAméricasMéxico，S.A.deC.V 申请，

决定对原产自中国的聚酯短纤（西语：poliésterfibracorta）
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涉案产品TIGIE税号为：5503.20.01
和 5503.20.99。倾销调查期为 2016年 7月 1日~2017年 6月

30日，损害调查期为 2014年 7月 1日~2017年 6月 30日。

南非对中国进口PET发起反倾销调查

2018年 11月 23日，南非国际贸易委员会（代表南部

非洲关税同盟-SACU，成员国包括纳米比亚、南非、

莱索托、斯威士兰、博茨瓦纳） 发布第 727号公告，应

南非公司 KapDiversifiedIndustrial 的下属企业 Safripol 提交

的申请，对自中国进口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
PolyethyleneTerephthalate） 发起反倾销调查，涉案产品税

号 3907.6。

土耳其对中国合成聚酯短纤作出

第二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终裁

2018年 10月 20日，土耳其商务部发布 2018年第 36
号公告，对原产于中国的合成聚酯短纤（土耳其语：po⁃
liesterdensentetikdevams？ zlifler） 作出反倾销日落复审终

裁：若取消现行反倾销措施，涉案产品进口对土耳其的

倾销和损害将继续或再度发生，故决定继续对中国合成

聚酯短纤征收 0.21美元/公斤反倾销税。涉案产品土耳其

税号 5503.20.00.00.00。
2006年 7月 8日，土耳其对原产于中国和沙特阿拉伯

的合成聚酯短纤启动反倾销立案调查。2007年 9月 1日，

土耳其开始对中国和沙特涉案产品征收反倾销税。2013年
7月 16日，土耳其第一次延长对中国涉案产品的反倾销

措施。2018年 5月 24日，土耳其原经济部发布第 20号公

告，对中国合成聚酯短纤启动第二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立

案调查。

土耳其对中国台湾地区聚酯纱线作出

第三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终裁

2018年 9月 8日，土耳其商务部发布 2018年第 29号

3



公告，对原产于印度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聚酯纱线 （土耳

其语：plikler-PolyesterdenTeksturize？plikler） 作出反倾销

日落复审肯定性终裁，决定继续基于到岸价 （CIF 价

格） 对涉案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如下：印度 6.8%-20.3%，

中国台湾地区9.9%-28.6%。涉案产品土耳其税号5402.33。
1999年 3月 4日，土耳其对原产于印度和中国台湾地

区的聚酯纱线启动反倾销立案调查。2000年 6月 27日，

土耳其开始对印度和中国台湾地区涉案产品征收反倾销

税。2017年 11月 23日，土耳其原经济部发布第 27号公

告，对印度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聚酯纱线启动第三次反倾

销日落复审立案调查。

［召回案例］

美国和加拿大对中国产婴儿衣服实施召回

2018年 12月 18日，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 （CPSC）
和加拿大卫生部宣布对中国产婴儿实施召回。

此次召回产品为女款婴儿 （0-18个月） 衣服。有两

种款式、三种颜色/图案，配有印花帽、小耳朵、可拆卸

的连指手套等。型号印于侧缝处的标签上。

该产品上的金属卡扣会脱落，有造成幼儿窒息的

危险。

此次召回的产品于 2018 年 8 月-2018 年 11 月在美

国、加拿大销售，在美国售出约 14900个，加拿大售出

约 750个，售价约为 50美元。

截止至目前，收到 1起金属卡扣脱落的报告，未有

人员伤亡的报告。

CPSC和加拿大卫生部建议立即停止使用该产品，并

联系Childrens Place以获得全额退款。

［政策导向］

元旦起，这些服装商品进出口关税调整

706项商品实施进口暂定税率，94项商品不再征收

出口关税。

又一波关税下调来了。

近日，财政部宣布，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我国将

调整部分商品的进出口关税，对 706项商品实施进口暂

定税率，对 94项商品不再征收出口关税。

具体来看，2019年进出口暂定税率等调整方案主要

分为调整进口关税税率和出口关税税率两大方面。其

中，在调整进口关税税率方面进行了四项税率调整，分

别是：

最惠国税率方面：自 2019年 1月 1日起对 706项商品

实施进口暂定税率；自 2019年 7月 1日起，取消 14项信

息技术产品进口暂定税率，同时缩小 1项进口暂定税率

适用范围。对所列信息技术产品最惠国税率自 2019年 7
月 1日起实施第四次降税。

关税配额税率方面：继续对羊毛、毛条、棉花等

8 类商品实施关税配额管理，税率不变。继续对配额

外进口的一定数量棉花实施滑准税，并进行适当调

整。

协定税率方面：自 2019年 1月 1日起，对我国与新

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瑞士、冰岛、韩国、澳大利

亚、格鲁吉亚以及亚太贸易协定国家的协定税率进一步

降低，并根据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

关系的安排》货物贸易协议，除内地在有关国际协议中

作出特殊承诺的产品外，对原产于香港、澳门的产品全

面实施零关税。

特惠税率方面：根据亚太贸易协定规定，对亚太贸

易协定项下的特惠税率进一步降低。同时，在出口关税

税率方面，自 2019年 1月 1日起继续对 108项出口商品征

收出口关税或实行出口暂定税率，税率维持不变，取消

94项出口暂定税率。

纺织服装方面，根据 《进口商品暂定税率表》 显

示，毛制男式大衣、棉制男式大衣、毛制女式大衣、毛

制男式西服套装、毛制男式上衣、毛制女式西服套装、

毛制女式上衣、喀什米尔山羊细毛制针织或钩编套头

衫、丝制头巾围巾、羊毛制披巾围巾、山羊绒制披巾围

巾、毛制毯子及旅行毯等商品将从原来的最惠国税率 6%
暂定下调至 5%；纺织用圆网印花机、纺织用平网印花机

从原来的最惠国税率 10%下调至 6%；纺织材料、皮革等

材料处理剂从原来的最惠国税率 10%下调至 8%；与化

纤混纺未漂白轻质平纹棉布、与化纤混纺未漂白轻质其

他棉布、与化纤混纺未漂白重质平纹棉布、化纤混纺未

漂白重质三线或四线斜纹棉布、未漂白的其他混纺重质

棉布等从原来的最惠国税率 8%下调至 6%；破开或打

成的亚麻、亚麻短纤及废麻从原来的最惠国税率 6%下调

至 1%……

在评论看来，此次降税力度、幅度相当大，显示我

国正以实际行动承诺进一步开放，表达实现贸易自由化

的决心，推动经济全球化。对于大众消费来说，此次降

税有利于保障市场供给，同时降低部分先进设备进口税

率也是为满足国内产业的需求，增强国内产业在市场上

的竞争力。而棉花进口滑准税的调降，无疑将下降进口

棉成本。据测算，调整后 2019年长绒棉进口成本最多可

减少 297 元/吨，这显然将有利于进口棉进入国内市场，

增加原材料供给，但同时也会对国内棉花价格形成一定

压力。分析认为，长远来看，既要保障国内下游用棉需

求，又要平衡国内外棉花价格，在进口量增加的情况

下，调减滑准税税率乃合理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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