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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资讯］

3月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强劲回升，

一季度启稳能否筑牢全年根基

今年 3 月，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增速较快，

强劲拉动了一季度整体出口的恢复增长。据海关

总署发布的数据，按美元计，3月纺织品、服装

出口 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28.4%。其中，纺织

品出口 95.2亿美元，增长 36.4%；服装出口 86.6
亿美元，增长 20.6%。一季度累计出口 563.3亿美

元，下降 1.8%。其中，纺织品出口 269亿美元，

增长 3.9%，服装出口 294.3 亿美元，下降 6.5%。

3月出口的强劲增长，扭转了今年前 2月行业出

口两位数下降的局面，从而带动一季度整体呈现

小幅上升。

按人民币计，3月纺织品、服装出口1227.8亿
元，同比增长 36.5%。其中，纺织品出口 643.2亿

元，同比增长 45.1%；服装出口 584.6亿元，增长

28.1% 。 一 季 度 累 计 出 口 3852.1 亿 元 ， 增 长

3.3%，其中纺织品出口 1838.7亿元，增长 9.3%，

服装出口 2013.4亿元，下降 1.6%。

从今年年初以来，行业预测全年经济运行将

延续去年的基本平稳态势，但是压力有所增加。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对全年出口带来了更多的不

可预测性，不可控因素增多，出口企业也普遍反

映采购商下单谨慎。具体来看，由于 1月、2月

包含元旦、春节，出口情况偶然性较多，因此，

统观一季度整体数据对判断全年出口的走势更具

参考价值。根据往年数据，2017年一季度我国纺

织服装出口为 548.8 亿美元， 2018 年一季度为

573.5亿美元，今年一季度的整体情况属于稳定。

有大型纺织出口企业反映，在外部不确定因素影

响下，一季度境外采购商采购减缓，持观望态

度。但企业对中美贸易谈判后期的进展看好。因

此预判今年的生产订单会呈现前松后紧的情况。

曾获“全球最佳供应商”荣誉的我国某知名加工

型生产企业表示，由于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确定

性，大型国际采购商纷纷调整战略布局，要求中

国生产加工企业提前将部分产能向东南亚等地转

移。这一趋势也解释了我国服装出口数字下降的

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从行业的整体出口结构来

看，3 月当月纺织出口金额超过服装，占比过

半，是近几年来首次出现的现象。行业分析认

为，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区域贸易优惠政策和

原产地规则等原因，我国服装产能向海外转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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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纺织品出口的增长是由服装产能转移形成

的供应链原料配套所带动的。

4月9日起纺织品进境行邮税由25%降为20%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4月 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确定今年降低政府性收费和经营服务

性收费的措施，进一步为企业和群众减负；决定

下调对进境物品征收的行邮税税率，促进扩大进

口和消费。

从 4月 9日起，调降对个人携带进境的行李

和邮递物品征收的行邮税税率，其中对食品、药

品等商品，税率由 15%降至 13%；纺织品、电器

等由 25%降为 20%。

另外，还将配合《外商投资法》实施、适应

优化营商环境需要，通过一批法律修正案草案。

会议还确定了降低移动网络流量和中小企业宽带

资费全年约 1800 亿元、降低一般工商业平均电

价、下浮铁路货物执行运价、减并港口收费、取

消公民身份信息认证收费等措施。上述措施是继

降低社保费率后，进一步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采

取的降费举措，实施后全年将为企业和群众减负

3000亿元以上。

纺织服装出口利润如何提升？

去年中国政府推出的一系列措施稳住了中国

纺织服装业的出口，但是在国际市场上，贸易保

护主义的抬头仍然给中国纺织业的发展带来了诸

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中国纺织服装业如何才

能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提高出口利润？多位出口

企业的负责人认为及时调整市场营销方式、打造

自主品牌、不断提升产品品质是提高出口利润的

有效途径。

江苏苏豪集团苏尧服饰总经理徐竹贤表示，

过去的一年中国纺织服装行业在夹缝中异军突

起，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智能制造

的出现提高了传统产业的效率，加快了产业升

级；第二，线上线下多网络销售扩大了贸易空

间，使交易变得全季候、全天候；第三，外部资

源与国内市场实现无缝对接，为扩大内需提供最

有效的支持；第四，自主品牌的创立和对世界著

名品牌的并购，使中国服装服饰产业的品牌化建

设加码提速；第五，打造产业集群，建立了产业

方针，减少了企业重复投资，加强了企业的学

习，促进企业间联合，也带动了当地相关产业的

发展，为地方经济的发展造势助力。

宁波诺布尔制衣有限公司 30多年来一直生产

羊毛衫，做得比较专业也比较精，年生产量 120
万斤以上，但是宁波是羊毛衫之乡，羊毛衫生产

企业遍地开花，通过 20多年来市场的大浪淘沙

后能够生存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宁波诺布尔制

衣有限公司的制胜法宝是及时调节市场营销方

法、内外贸融合发展、不断改善技术、提升产品

质量以及诚信经营。“1986~2007年我们企业都在

做内销，自采自销，生意也是蛮好的，批发的时

候我们一天批了 500多万，虽然生意这么好，但

一年下来利润并不多，库存很多。”宁波诺布尔

制衣有限公司董事长朱飞龙表示，为了提高利

润，从 2002 年开始开拓外销业务和政府采购业

务，通过开展外销和政府采购业务，企业知名度

越来越高，生意越来越好。

自 2003年建厂开始，无锡嘉纺纺织服装有限

公司在承接外贸订单之余一直在美国寻找合作伙

伴，为创立自己的品牌做准备。经过几年的筹

备，2011年该公司在美国洛杉矶成立了分公司，

正式在美国推出自己设计的新品牌，面向每家地

区服装精品店进行批发，当年就取得了近千万美

元的销售额，初步在美国站稳了脚跟，从此该公

司依托丰富多彩的设计、多样化的服装品牌、一

贯的优良品质和完备的售后服务，得到了 3500家

客户的认可。

“经过八年的努力，我们的自主品牌在 2018
年度取得了超过 6千万美元的销售额，这个小小

的成绩完全基于我们多年来孜孜不倦的追求，终

于打造了一个完整的服装产业链。”无锡嘉纺纺

织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赵舵表示，该公司有自己

的新品开发中心，能够快速制版、打样、出样

品，这些作品经过美国的设计师和设计团队审核

之后形成正式订单，一个月左右出货，最快 45
天可以在各个地区专柜上架。另外，通过不断提

升专业化的产品制造能力，该公司不仅具备能够

满足多款式小批量连续制造的能力，还具备承接

大订单的能力。“我们全资设立了很多的工厂，

在国内的员工总数上千人，在缅甸刚刚开设了两

千人的服装厂，进一步降低成本，扩大规模。”

2



赵舵表示。

晋江泳装产业从最初的家庭小作坊起步，历

经了贴牌加工、品牌建设等发展阶段，现在已逐

步形成了集化纤、制造、印染、辅料、配饰、设

计、机器、智能设备和贸易于一体的全产业链，

目前晋江市泳装在国际的销售已经遍布世界每一

个角落。“目前，泳装已经不仅是游泳时用的产

品，而是已经将运动、休闲、时尚相结合，将很

多这样的附加产品延伸出来，未来泳装还会继续

在弹力方面开发更多的延伸产品。”晋江市泳装

产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许宏恭表示。

印度计划把税务豁免计划适用范围扩大至

所有纺织产品

2019年 3月，印度计划扩大可申领本地税务

豁免的纺织企业范围。现时，该国的《中央及邦

税务和征费退还计划》（RoSCTL） 规定，只有成

衣及制成品生产商方可申请退税。新计划实施

后，所有纺织企业均可受惠。

根据 RoSCTL 计划，印度制造商会获发免税

证，可用来为多种税项申请退税，包括货运燃料

增值税、电力税、印花税及生产物料的商品及服

务税等。

印度政府于今年 3月初推出RoSCTL计划，为

期一年，目的是要刺激当地成衣出口，应对来自

孟加拉、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及越南等出口国

家日趋激烈的竞争。这次印度政府把计划的适用

范围扩大至所有纺织业生产商，且有机会无限期

实施，相信是想减低当局即将撤销现行出口优惠

措施 《印度商品出口计划》 （MEIS） 所带来的

冲击。

MEIS是个专为微型企业、中小企业以及所有

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提供的税务支援计划。合资

格企业可为进口物料申请关税豁免，上限为其出

口总值的 4%。然而，由于这些出口补贴被指违

反世贸承诺，所以印度政府于今年 1月 1日开始

逐步取消MEIS计划。

土耳其棉花扩种增产美棉仍占进口半壁江山

美国农业参赞最新报告称，2019/20 年度土

耳其植棉面积预计 54 万公顷，产量 90 万吨，

2018/19 年度面积和产量 52.5 万公顷和 94 万吨。

近 3年土耳其种棉收益不错，促使棉农扩种，但

今年化肥价格上涨将导致用量减少，因此今年单

产可能下降。

土耳其棉花大部分在 3月中旬到 5月中旬播

种，收获期 8月中旬到 11月。近几年土耳其棉花

单产和质量不断提高。土耳其政府为鼓励棉花种

植提供的补贴本应到 2017/18年度就结束，但该

政策在 2018/19年度继续沿用，籽棉补贴也稳定

0.80里拉/公斤。受国内高通胀影响，棉农要求政

府 2019/20年度进一步增加补贴。

2018/19 年度受国内经济从 2018 年年中开始

下滑影响，土耳其国内用棉量减少到 140万吨，

同比减少 14%，预计土耳其经济低迷将持续到

2019年年底，之后会逐渐复苏，2019/20年度土

耳其国内用棉量将恢复到 145万吨。近年来土耳

其纺织投资不断增加、青年人口不断增长、旅游

业兴旺发达。纺织业是土耳其经济增长动力，在

经历短期之痛后，长期看土耳其棉花消费前景仍

乐观。

土耳其棉花进口零关税，仅从 2016年 4月开

始对美棉征收 3%关税。本年度前 6个月土耳其棉

花进口量 24.2万吨，同比减少 40%，美棉进口量

22万吨，同比减少 36%。尽管如此，美棉仍是土

耳其进口最多的品种，占本年度前6个月土耳其棉

花进口量的 41%（9.93万吨）。后几个月土耳其对

美棉需求将会复苏，预计到本年度结束，土耳其对

美棉进口量将达到35万吨，占比将达到45%。

本年度前 6个月土耳其出口 5万吨原棉和 2万

吨卫生用棉。2018年土耳其棉纱进口量 15.65万

吨，同比减少 17%，棉纱出口量 15.67万吨，同

比增长 23%，棉布进口量和出口量 29.88万平米

和 43.15万平米，同比减少 23%和增长 5%。

［产业预警］

安第斯共同体提出服装标签技术规定

安第斯共同体（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

多尔和秘鲁）针对服装、配件和家用纺织品的最

少标签信息提出了一项技术法规。法规将在《卡

塔赫纳协定》官方公报发布后的 18个月内生效。

已通报的《安第斯服装标签技术法规》（SG/
Dt-CAC.2012.0-2019.02.11版）规定了在安第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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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销售的纺织品（制造或进口）附带标签的

最少信息要求。还规定了此类信息的表达要求，

以防止误导消费者的做法。

标签内容至少必须包含以下信息：

1. 产品中使用的材料；

2. 根据《纺织品——使用符号的护理标签代

码》（ISO 3758：2012 版） 的规定进行护理和标

签说明；

3. 制造商或进口商的识别，包括产品营销目

的地国家的税务识别或其他必要记录（包含商标

和徽标不代替制造商或进口商的标识）；

4. 原产国；

5. 适用的大小或尺寸。

根据技术法规，为识别制造商或进口商，以

及大小或尺寸而提供的信息可以在非永久性标签

上标注，但其余内容必须在永久性标签上标注。

标签必须是持久、清晰、易读、可见的，易于消

费者访问的。该信息可以在一个或多个标签上呈

现，并且必须用西班牙语表示（可以使用其他语

言）。尺寸必须使用国际测量单位系统 （SI） 表

示，尺寸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形式或两者表示。向

消费者或用户提供的任何其他或特殊信息不应涵

盖或扭曲所需的规定的最少信息。不能通过在标

签上叠加所需信息来更正标签。

此外，对于包含 2种或以上的纺织产品的套

装或包装，每个被包含的物品必须单独贴标以满

足标签要求。根据设计或性质，由相同材料制成

的纺织品成对出售 （例如连指手套、袜子） 时，

构成该对的至少一个部件需要带有具有最少信息

的标签。

有关详细信息和要求，请参阅《安第斯服装

标签技术法规》（西班牙文）。

加州发布《超细纤维污染法草案》

2019年 3月 25日，加州发布《超细纤维污染

法草案》（ASSEMBLY BILL No. 129）。根据 《加

州安全饮用水法案》，加州水资源控制委员会必

须管理与饮用水管理有关的规定，以保护公众

健康。现行法律规定，在 2020年 7月 1日之前，

该机构将采用饮用水中的微塑料定义，并且要

求海洋保护委员会提供资金，以解决微塑料污染

问题。

为减少人类生活释放到环境中的微纤维，该

草案要求在 2020年 1月 1日之前，使用洗衣系统

的公共机构和与州政府机构签订洗衣服务合同的

私营公司安装过滤系统，以捕获在洗涤时脱落的

微纤维。此外，到 2021年 1月 1日，该草案要求

使用工业或商业洗衣系统的公司安装过滤系统以

捕获微纤维。

超细纤维是微塑料的一种，当织物被洗涤

时，它们从合成织物上脱落。由合成纤维制成的

服装，如聚酯（聚酯纤维是纺织工业中使用最广

泛的纤维，约占纤维市场总量的 50％），每次洗

涤可以产生 1，900个微纤维。这些长度小于 6毫

米的不可降解纤维从洗衣机或污水处理厂进入下

水道和海洋，成为微纤维污染的重要源头，对环

境构成严重威胁；目前在人类消费的鱼类和贝类

中均被发现过。

该草案要求：采用标准方法评估住宅微纤维

过滤系统，并公布各种过滤系统的过滤效率；同

时采用一种方法来量化单个服装脱落的微纤维

量，并测试服装产品的代表性样品，以确定不同

服装产品微纤维的脱落量；加州委员会应确定服

装制造商的最佳做法，以减少释放到环境中的微

纤维的数量。

上述行动将于 2020年 7月 1日之前完成。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发布纺织品中

纳米粒子测试指南

2019年 4月 3日，欧洲标准化委员会 CEN发

布技术报告 CEN/TR 17222：2019 《纺织产品和

纳米技术-模拟纳米粒子释放试验指南-皮肤接

触》。

长期以来，纳米颗粒暴露的潜在毒理学机

制和可能的影响尚不清楚，合成纳米粒子对人

类健康和环境的影响也不确定。在不少互联网

上的产品广告和国际期刊的报道中，都描述了

“纳米织物”的功能特性，而纳米粒子在纺织品

中的整合类型通常只是被模糊地被提及。因

此，CEN 发布该指南，主要研究关于纳米颗粒

在纺织材料中的整合的信息，为纳米颗粒释放

的测试提供指导，例如，通过定量化学分析

（5.1） 或通过确定落绒 （5.2） 来确定纳米颗粒

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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