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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资讯］

中美贸易摩擦：

越南拟建 300多纺织工业园是谁在受益

近年来，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中国外贸订单步

履艰难，越南却在大踏步前行，不少工厂都开始往越南转

移。年初以来，随着越南入CPTPP，越南也在不断扩大制

造业，为的就是能够吸引更多的外资前去建厂。从数据显

示的来看，越南在 2019年一季度的GDP增长了 6.79%。在

对外出口这方面的数据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可以看出在制

造业这方面越南已经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

从目前来看，出口零关税和低税率都是外资重点关

注的方面。不少从越南出口到欧美的纺织品，都是零关

税的状态。在这当中省下的关税，其实都是利润。也正

是因为这方面的利好条件，越南才拥有了较为成熟的自

由贸易体系，外资都纷纷加大了对越南的投资。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越南确实因为中国的原因获得

了很多益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投资者就不看好中国市

场了，只是借助越南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来扩大在中国的

业务。毕竟，越南纺织与成衣协会副秘书长 NguyenThi⁃
TuyetMai 于“2019 年越南纺织成衣展”中致词时表示，

越南纺织成衣 2018年出口达 362亿美元，但所需原料却

大部分仰赖进口，约 210 亿美元，原料主要来自中国、

韩国、印度。他表示，本年出口预定目标 400 亿美元，

估计原料进口也将随之水涨船高。

不可否认的是，越南的基础设施和供应商这方面还

有待提升，尤其是高技术精度的产品，对于越南来说想

要成为下一个“生产基地”，还是有着很大难度的。

而且人工劳动力这方面的优势也会逐渐减弱，因为

人工智能化在不断推进，未来在劳动力上的需求会减

少。对于制造业，纺织业这些行业来说，劳动力成本的

减少就意味着需要教育水平更高的人群。而越南只有 9%
的人口是受到高等教育的，怎样摆脱重复单一的加工生

产，也是越南面临的主要问题。

这样来看，现在越南已经出现“用工荒”的症状

了，虽然外资都是因为看好越南的劳动力才进行投资，

不过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工厂不断扩大的同时，

招工的难度也在上升，不知这一问题在未来能否得到有

效的改善。

中美贸易战加速纺织服装产业链向东南亚转移

我国人口红利消失，环保、安检压力史无前例的严

格，以制造业为主的资本加速在东南亚投资兴建配套产

业链设施，而中美贸易战升级将加速纺织服装产业链向

东南亚转移。

我国的纺织服装市场比较依赖出口，据不完全统

计，2018年我国纺织服装品出口 2700亿美元以上，而国

内纺织服装品零售在 2000亿美元左右。美国是我国的第

一大纺织服装品出口国，其中 2018年出口美国的纯棉纺

织服装品占我国纯棉纺织服装品总出口额的 17%左右。

美国对纺织服装品加征关税，将直接提高我国纺织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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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出口成本，消弱我国纺织服装品的价格竞争力。近

年以越南为主的东南亚国家的纺织服装行业发展迅速，

中宇资讯预计越南将大概率抢占部分原属于中国出口美

国的纺织服装市场份额。

中美贸易战升级也直接加速了人民币贬值，自 2019
年 4月特朗普宣布加税以来的 1个月时间内，人民币兑美

元汇率从 6.7 贬值至 6.9 左右，贬值 3%左右。而自 2018
年 3月中美贸易战开始至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 6.3贬

值至 6.9左右，贬值 9.5%左右。虽然人民币贬值暂时利

好我国纺织服装品出口，但纵观此前阿根廷、土耳其等

本国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引发该国金融危机，导致该经

济体经济形势恶化，更容易引发资本外流，中宇资讯认

为综合来看贸易战导致的人民币快速贬值对我国纺织服

装品市场的长远影响并不乐观。

我国纺织服装行业正在进行优胜劣汰的结构调整，

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的毛利润从

2012年底的 12.14%降至 2018年底的 10.16%。纺织服装行

业在人工成本、环保成本等持续上升的大势之下，毛利

率呈现持续下跌状态，2018年的毛利率降至近 10年内最

低点。我国年度营收 2000万规模以上纺织业企业数量也

从 2011年 3月的的 2.2万余家降至 2018年年底的 1.9万余

家，产业竞争激烈，加速了纺织企业去小留大以及工厂

搬迁至国外。

目前来看中美贸易战进入僵持阶段，中美双方态度

均十分强硬，贸易战将是持久战。若后期美国对中国的

另外 3000亿美元商品加税，则一定程度上冲击我国纺织

服装品出口，中宇资讯认为贸易战将加速我国部分纺织

服装企业向东南亚转移。

［产业预警］

加拿大对有绳窗帘采用更严格的安全要求

加拿大政府对有绳窗帘采取了更严格的要求，以减小

这些产品对儿童造成窒息的风险。目前，如果有绳窗帘产

品不符合加拿大有关规定的安全及标签标准，则该产品不

得在加拿大进行制造、进口、宣传或销售。加拿大卫生部

在进行全面风险评估后发现，符合相关标准的有绳窗帘产

品对幼儿构成可预防的窒息风险仍然存在。此外，发生在

加拿大和美国的许多事件表明，单根绳子或多根长绳很容

易形成一个可能对儿童有致命危险的环。

因此，加拿大制定了以下规定，并自 2021年 5月 1日

起生效。

·小零件。儿童可以触及的有绳窗帘的每个部分都

要小到可以完全封闭在一个小零件圆筒中，并且必须附

着在有绳窗帘上，这样当它受到作用于任何方向的 90N
的力量时，该部分就不会脱落。

·铅含量。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优良实验室第 1
号文件所规定的“良好化验实务及规管遵从性原则”

（ENV/MC/CHEM （98） 17） 进行测试时，有绳窗帘的每

个外部部件的铅含量不得超过 90毫克/千克。

·无法触及的绳索。在有绳窗帘的整个使用寿命期

间，无论有绳窗帘是完全打开，完全关闭还是在其间的

任何状态，绳索都必须保持不可触及的状态。

·可达绳索。当逐渐施加向任何方向拉动的 35N力

时，拥有一个自由端的可达绳索的长度不得超过 22厘米。

在两个连续接触点之间，当向任何方向拉动并逐渐施加力

达到 35N时，没有自由端的可达绳索长度不得超过 22厘

米。如果逐渐施加力达到 35N并且向任何方向拉动可达绳

索，任何环的周长，无论是现有的、新建的还是扩大的，

都不得超过44厘米。如果两条带有一个自由端的可达绳索

可以相互连接，在每次向任何方向拉动并逐渐施加力达到

35 N时，必须满足以下条件：（i）所产生的绳索的长度不

得超过22厘米；（ii）所产生的环的周长不得超过44厘米。

·需要的信息。以下信息必须出现在每个有绳窗帘

以及向消费者展示的任何有绳窗帘的包装上：（i） 型号

名称或型号；（ii） 制造日期，包括该订单所列的年份或

月份或星期；（iii）如属加拿大制造的有绳窗帘，则需要

有制造商或制造有绳窗帘的人的名称及其主要营业地

点；（iv）如属为商业用途而进口的有绳窗帘，则需要有

制造商及进口商的名称及其主要营业地点。

下列说明必须以文字、图画、照片或其任何组合方

式随附于每一个有绳窗帘：（i） 如果出售的零件未完全

组装好，如何组装有绳窗帘及其部件的数量清单；（ii）
如何安装；（iii）如何操作。此外，某些特定或等效的警

告语必须出现在每个有绳窗帘上，包括其任何包装、任

何随附的说明以及所有广告上。

任何出现在有绳窗帘包装上、随附在窗帘布说明上

或广告上的信息，不得直接或间接提及《加拿大消费品

安全法》或《有绳窗帘布规定》。

·信息介绍。必填信息必须 （i） 以英语和法语出

现；（ii） 字迹清晰易读，特别是文字的颜色必须与背景

形成鲜明对比；（iii）在正常运输、储存、销售和使用条

件下，这些字迹在有绳窗帘的整个使用寿命内都得保持

清晰可见的状态；（iv）如需在有绳窗帘上附着所需的资

料，应永久地印在产品本身或永久固定在其标签上。

所需的信息必须以标准的无衬线字体打印，该字体没

有压缩、扩展或装饰，并且相对于该字体的上升或下降具

有较大的 x坐标。字体的高度是通过测量大写字母或小写

字母来确定的，这些字母有上升或下降，如“b”或“p”。
信号语“Warning （警告） ”及“Mise en garde （法语警

告）”必须用粗体字，大写字体的高度不小于 5毫米，而

所有其他所需资料的字体高度必须不少于2.5毫米。

墨西哥对中国合成纤维毯启动反倾销日落复审

墨西哥经济部 2019年 5月 16日发布公告，对原产中

国的合成纤维毯启动反倾销日落复审调查，涉案产品墨

西哥海关税号为 63014001和 9404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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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倾销调查期为 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12月 31
日，损害调查期为 2014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12月 31日。

所有利害关系方需在公告发布后第 28个工作日的 14：00
前，根据调查机关要求提交完整填写的答卷、评论和相

关证据。复审调查期间，原反倾销措施依然有效。

调查问卷请在墨经济部网站下载 （http：//www.gob.
mx/se/acciones- y- programas/industria- y- comercio- unidad-
de- practicas- comerciales- internacionales- upci？ state=pub⁃
lished）

应诉材料请递交至墨调查机关：Av. Insurgentes Sur
1940，Col. Florida， C.P.01030。案件立案公告详见以下链

接：http：//www.contactopyme.gob.mx/upci/paginas/3239.pdf

欧盟对涉华玻璃纤维织物进行反补贴立案调查

2019年 5月 16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称，应 Tech-
Fab Europe代表玻璃纤维织物产量占欧盟内同类产品 25%
产量的生产商于 2019年 4月 1日提出的申请，欧盟委员会

对原产于中国和埃及的玻璃纤维织物 （Glass Fibre Fab⁃
rics）进行反补贴立案调查。涉案产品欧盟CN（Combined
Nomenclature） 编码为 ex 7019 39 00、 ex 7019 40 00、 ex
7019 59 00和 ex 7019 90 00（TARIC编码为 7019 39 00 80、
7019 40 00 80、7019 59 00 80和 7019 90 00 80）。本案补贴

和损害调查期为 2018年 1月 1日~2018年 12月 31日。损害

分析期为2015年1月1日~补贴和损害调查期结束。

瑞典和法国建议限制含有皮肤致敏物质的

纺织品和皮革制品在市场的配售

据报道，2019年 4月 29日，瑞典和法国向欧洲化学

品管理局 （ECHA） 提交了一份“限制提案”，旨在对纺

织品、皮革、毛皮制品中的皮肤致敏物质加以限制。对

面向欧盟的 （例如服装和鞋类） 卖家将受到限制的直接

影响：一旦采纳并在欧盟范围内实施，他们将不得不遵

守该限制。目的是降低公众因皮肤接触首次在欧盟市场

上销售的成品纺织品、皮革、毛皮制品中化学物质而致

敏风险。根据文件，在欧洲经济区 （EEA） 内对成品纺

织品和皮革制品中存在的化学物质发生过敏的人数估计

在 400 万至 500 万之间，相当于欧洲经济区人口总量的

0.8％-1％。皮肤过敏是一种生理反应，可导致对特定过

敏原的终生敏感性。

限制提案中皮肤过敏的定义取自第 1272/2008号条例

（关于分类，标签和包装的规定，“CLP法规”），皮肤过

敏的发展包括两个阶段。首先，过敏原物质会引发免疫

系统。该诱导期没有明显的症状并且是不可逆的，因此

终身负责对过敏原的敏感性。第二阶段，即诱发阶段，

再次暴露于过敏原后发生。该阶段与过敏的表现有关，

即所谓的过敏性接触性皮炎（ACD）。ACD是可逆的，避

免接触过敏原。避免接触纺织品和皮革制品中皮肤敏化

物是非常困难的。衣服和鞋类必须由个人定期和终身佩

戴。问题是，致敏个体不知道对哪种物质过敏。

值得注意的是，该提案使用“纺织品和皮革制品”这

一表述也涵盖了由生皮和毛皮制成的物品。法国食品、职

业和环境健康与安全局 （ANSES） 和瑞典化学品管理局

（KemI）联合声明，纺织品和皮革制品中皮肤致敏物质的

风险目前尚未得到充分控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根据欧

盟REACH法规限制物质是最合适的风险管理选择。

虽然目前有1000多种物质被认为是皮肤致敏物，但其

中只有95种用于纺织品或皮革制品。然而，纺限制织品中

所有的致敏物质是不现实的，会严重阻碍制造业的发展。

因此，属于限制提案范围的化学物质，有可能通过

皮肤接触引起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因为它们要么具有被

统一归类为皮肤致敏物，要么在科学研究中被证明具有

皮肤致敏性质，或者根据对纺织品中的物质疑似过敏的

患者进行的斑贴试验。

拟议的限制将涵盖具有统一分类的物质，如欧盟

CLP法规附件VI中第 1类或第 1A类或第 1B类的皮肤敏化

剂，以及限制提案（分散染料）表 2中列出的物质。

更具体地说，建议的限制浓度包括禁用分散染料，

以及对六价铬化合物、镍及其化合物、钴及其化合物、

甲醛、1，4-对苯二胺和其他物质的极低耐受性阈值。

拟议的物质限制将涵盖以下任何全部或部分由纺织

品，皮革，皮革和毛皮制成的物品：

1. 服装及相关配件，

2. 在正常或合理可预见的使用条件下，与皮肤接触

的除衣物以外的物品，与衣物相似。

3. 鞋类。

该限制存在有限的豁免。根据现有欧盟法规，上述 1
至 3中的设备被视为个人防护设备；在杀菌产品中用作

活性成分的物质；在 2023年 1月 31日之前在欧盟范围内

使用的 1至 3的二手物品。

任何限制提案都必须通过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批准

程序。此后，委员会必须对所确定的风险以及拟议限制

的利益和成本采取平衡的观点。最终的决定是在成员国

和欧洲议会的审查过程中进行的。

一旦采用，行业必须遵守限制，该限制将在REACH法

规的附件XVII中规定。因此，限制生效后，香港的制造商

必须确保出售给欧盟消费者的货物符合这些要求，制造商

必须在宽限期内适应新的要求。各成员国负责执行限制。

土耳其对华纤维织物作出反规避终裁

2019年 5月 7日，土耳其贸易部发布第 2019/15号公

告，对原产于中国大陆的合成及人造短纤维织物 （土耳

其语： sentetikveyasunidevams zliflerdendokunmu mensucat）
和合成长纤维织物 （土耳其语：sentetikfilamentipliklerin⁃
dendokunmu？mensucat）作出反规避终裁，认定中国涉案

产品转口希腊以规避现行反倾销措施，故决定将中国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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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产品的反倾销税扩大至原产于或进口自希腊的纤维织

物，对希腊税号为 54.07 的合成长纤维织物以到岸价

（CIF） 征收 70.44% （重量大于 110 克/平米） 和 21.13%
（重量小于等于 110 克/平米） 反倾销税，对希腊税号为

55.13、55.14、55.15和 55.16的合成及人造短纤维织物以

到岸价征收 44%反倾销税。本案调查期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8年 6月 30日。

2000年 9月 30日，土耳其对原产于中国大陆的合成

及人造短纤维织物启动反倾销立案调查。涉案产品的土

耳其税号为 55.13、55.14、55.15和 55.16。2001年 2月 15
日，土耳其开始对中国大陆涉案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2018年 12月 31日，土耳其第三次延长对华合成及人造短

纤维织物的反倾销税。2015年 8月 22日，土耳其经济部

发布第 2015/40号公告，对中国涉案产品的反倾销措施扩

大至保加利亚和波兰涉案产品。

2000年 11月 1日，土耳其对原产于中国大陆、台湾地

区、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合成长纤维织物启动反倾销

立案调查。涉案产品的税号为 54.07。2002年 2月 13日，

土耳其开始对上述国家和地区涉案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2006年 6月 8日，土耳其经济部对原产于中国涉案产品启

动反规避立案调查。2006年 11月 18日，土耳其经济部发

布第 2006/30号公告，将中国涉案产品的反倾销税 70.44%
扩大至菲律宾涉案产品。2014年 8月 11日，土耳其对中

国涉案产品启动反规避立案调查。2015年 1月 21日，土

耳其第二次延长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韩国、马来西亚和

泰国涉案产品的反倾销税（参见土耳其经济部第 2015/3号
公告）。2015年 8月 22日，土耳其经济部发布第 2015/41
号公告，对中国涉案产品的反倾销税 21.13%和 70.44%扩

大至保加利亚涉案产品。2018年 9月 7日，土耳其贸易部

发布第 2018/33号公告，对原产于中国大陆的合成及人造

短纤维织物和合成长纤维织物启动反规避立案调查。

［政策导向］

ECO PASSPORT by OEKO-TEXX 2019检测标准

将于 5月 1日起生效

使用环保的化学品是纺织品和皮革制品可持续生产

的基础。ECO PASSPORT by OEKO-TEXX 认证旨在纺织

品和皮革制品进入全球供应链之前，鉴别出有害的化学

品。为此，对许多化学品 （如染料、助剂、粘合剂、油

墨、涂料和添加剂等） 在保密的前提下进行三阶段过程

分析，以确认配方和个别成分符合可持续性、安全性的

具体标准，并遵守法律规定。有关 ECO PASSPORT by
OEKO-TEXX标准的最新变化如下：

标准文件附录 4中的新增物质

限量值目录新增了许多物质。在其他残余化学物项目

下，除已经受OEKO-TEXX监测的喹啉外，还包括推进剂

偶氮二甲酰胺（ADCA）。新增物质硅氧烷D4、D5和D6。
新增中链氯化石蜡。在邻苯二甲酸酯项目，新增 DMP。

标准文件附录 4中更加严格的限量值

在 ECO PASSPORT by OEKO-TEXX的标准文件附录 4
部分，对多种参数规定了更加严格的限量值。特别涉及

许多化学品生产的起点，包括染料 （苯胺）、溶剂 （N-
甲 基 - 2- 吡 咯 烷 酮 （NMP）、 N， N- 二 甲 基 乙 酰 胺

（DMAC）、N，N-二甲基甲酰胺 （DMF））、阻燃剂 （四

溴二苯醚、五溴二苯醚、六溴二苯醚、七溴二苯醚），全

氟和多氟化合物 （PFC），以及增塑剂和粘度调节剂三

（2- 氯 乙 基） 磷 酸 酯 （TCEP）。 皮 革 化 学 品 中 OPP、
CMK、TCMTB等物质的限量值目录也发生了变化。

标准文件附录 4中的新增物质

新列入标准文件附录 6中的有芳基胺 4-氯-邻甲苯胺

盐酸盐 （CAS编号 3165-93-3）、2-萘胺乙酸盐 （CAS编

号 553-00-4）、2，4-二氨基苯甲醚硫酸盐 （CAS 编号

39156-41-7）、2，4，5-三甲基苯胺盐酸盐 （CAS 编号

21436-97-5）和阻燃剂氧化硼钠（CAS编号12008-41-2）。

标准文件附录 5中增加皮革化学品

继 针 对 皮 革 制 品 引 入 LEATHER STANDARD by
OEKO-TEXX 以检测有害物质，以及扩展 STeP为可持续

纺织和皮革生产认证，适用环保且可持续的皮革制品

后，皮革化学品也将能够依据 ECO PASSPORT by OEKO-
TEXX标准进行检测和认证。

在限量值要求的“标准化”过程中，“<”要求适用

于所有限量值。

新增物质

喹啉

ADCA
硅氧烷（D4， D5， D6）
氯化石蜡（SCCP和MCCP总和）

DMP

限量值

<250 mg/kg
<1000 mg/kg
< 0.1 w-%,每种

<50 mg/kg
<250 mg/kg
邻苯二甲酸酯总量

物质

苯胺

NMP，DMAc， DMF
阻燃剂产品（四溴二苯醚、五溴二

苯醚、六溴二苯醚、七溴二苯醚）

阻燃剂产品 （标准文件附录 6中禁

用的其他阻燃剂产品）

部分 PFC（详见附录 4列表）

OPP，CMK，TCMTB
TCEP

原限量值

500 mg/kg
0.1 w-%
250 mg/kg

250 mg/kg
0.5 mg/kg
100 mg/kg
1000 mg/kg
250 mg/kg

新限量值

<100 mg/kg
<0.05 w-%
<10 mg/kg，

每种

<50 mg/kg，
每种

< 0.25 mg/kg
<2500 mg/kg
<100 mg/kg

物质

4-氯-邻甲苯胺盐酸盐

2-萘胺乙酸盐

2,4 -二氨基苯甲醚硫酸盐

2,4,5 -三甲基苯胺盐酸盐

氧化硼钠

CAS编号

3165-93-3
553-00-4

39156-41-7
21436-97-5
1200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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