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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億美元

據中國海關統計資料，內地紡織品、服
裝按標準國際貿易分類統計，四月出口
188.24億美元，較去年同月減5.6%，是今
年以來第三度出現下跌。首四月累計688.9

億美元，微增0.4%；其中紡織品288.1億美元減
0.3%、服裝400.8億美元增0.9%。若剔除價格因
素（註：按24個大類品種計算，首四月價格加權
平均上升3.5%），實際不增反減3.1%，顯示受
外圍不振影響延伸，情勢愈趨嚴峻。根據在手訂
單看，業界估計情況還會繼續惡化。

出口主要市場：最差的是受債務困擾之歐洲市場，減幅
逾一成為11.1%；其次是香港減3.0%。相對較好的是東盟（增
14.6%）、非洲（增14.3%）、美國（增7.9%），日本、大洋
洲、中南美等也略有增長。

具體國別地區出口統計詳見附表。
出口主要品種：五大類品種中，紗104.49萬噸減12.6%、

布96.1億米增4.4%、服裝86.46億件減5.8%、紡織製品、服飾
各增0.6%、3.1%。（註：紡織製品及服飾因數量單位不一，
增減按加權平均計算）。

進口主要品種：原料262.96萬噸增61.7%、值67.4億美元
增 32.9%；紡織品 59.7 億美元減 0.3%，服裝 13.04 億美元增
22.9%。其中較大宗的棉花207.74萬噸增95.5%、棉紗42.84萬
噸增40.3%、棉布2.635億米增7.1%。 香港紡織商會 林 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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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二、企業應對措施、成效及問題
儘管當前外貿環境疲弱，企業成本增

長，但相比東南亞國家，內地紡織服裝行業
仍具備基礎雄厚、產業鏈完整、行業活躍的
優勢，第一大國的地位短期內仍然穩固。調
研中，部分龍頭企業，通過積極轉變發展方
式，已經在國際化運作、規模化發展、研發
設計、品牌建設、國際行銷網路建設等方面
取得了成績，既保持了自身利潤的增長，也
起到了示範作用。

1、節能降耗，內部控制降成本
幾乎所有企業都認識到在新形勢下只有

提高生產力、降低成本、轉型升級，才能避
免企業被市場淘汰。多家企業在節能減排上
做文章，以求降低能耗、用水，提高勞動生
產率。

2、整合供應鏈，服務增值提升利潤率
在採購全球化的環境下，有企業反映，

美歐採購商要求其根據不同國家的競爭優勢
和關稅優惠條件，全球性的進行資源配置。
如將服裝基本款式，移至菲律賓等東南亞國
家生產，而將設計、跟單、資訊管理等服務
增值業務，及加工工藝複雜並對配套流程要
求較高的產品留在珠三角地區生產。

有企業為客戶提供了從 「設計到店舖
（design to store）」一體化服務，根據不同
客戶的需求提供相應的供應鏈策略，以適應
客戶運營模式，以維持較高的利潤率的競爭
優勢。

3、精益化生產，汰弱留強
多數公司在生產中都推行了精益化生產

管理，減少不產生經濟效益的環節，通過提
高勞動生產率抵銷要素價格上漲的成本。如
縮減員工，提升在崗人員工資津貼等。一則
提高了企業運營效率，二則滿足了個體員工
增加收入的需求，留住員工。

4、 「走出去」 與西進北上相結合，探討
產業轉移可能性

應客戶降低成本的需求，部分企業正積
極考察東南亞國家和內地中西部的投資環
境。

·東南亞國家勞動力成
本上漲迅速

儘管東南亞具備勞動
力價格優勢，但由於國家
較小，可用勞動力數目不
足，無法接納萬人以上的
大廠轉移，難以建立規模
優勢。此外，隨着全球經
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產
業鏈單一環節企業生存周
期變短。儘管當前東南亞
國 家 與 中 國 沿 海 地 區 相
比 ， 具 備 勞 動 力 價 格 優
勢。但近 10 年來，印尼、
泰國等其勞動力價格也從

50美元上漲至200美元，增長4倍，並且這一
趨勢還將持續。

·淡旺季明顯，勞動效率較低
有企業反映，如在孟加拉設廠，由於淡

旺季明顯，無法保證開工率。並且由於當地
效率較低，工人日計件勞動量不足珠三角地
區工人的一半。

·缺乏產業集群，外貿配套服務不完善
此外，不僅缺乏產業配套，還缺乏有效

的外貿配套服務。如在越南設廠企業反映，
在生產過程中，由於當地產業配套能力不完
善，水洗標需要從內地進口，卻因其海關效
率低下，並存在灰色通關，遲遲無法運達，
最終延誤交貨期，造成重大損失。

·服務意識與擇業觀念有待提高
對珠三角企業而言，江西、安徽具備相

當的地緣優勢，丹東更因為其擁有港口具備
的物流條件。企業反映，此兩省份除存在着
產業配套不完整的情況外，還存在招工難的
嚴重問題。而丹東由於當地企業商業意識有
待提高，導致效率低下影響交貨。

綜合不同企業反映，面對當前成本上漲
壓力，加強內部管控，供應鏈整合，才能尋
找機會突圍。如僅僅為尋求低廉的成本，盲
目轉移產能，實非長久之計。

三、有關建議
紡織服裝行業是國民經濟傳統支柱產業

和重要的民生產業，也是具有國際競爭力的
產業，直接就業人數 2000 萬，為經濟和社會
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如何保持我國紡織服
裝業競爭優勢，是擺在行業和有關政府部門
面前的新課題，此次調研中，企業強烈希望
政府和行業組織加強引導、適度給予政策扶
持，為企業營造良好環境，保持紡織服裝對
外貿易正常健康發展。相關建議如下。

1、優化兩個布局，促進貿易平衡發展
盡快出台有關 「優化兩個布局」的措施

細則，引導企業調結構，提品質，促進貿易
平衡發展。盡快出台支援企業開拓發展中國
家市場的相關政策措施，以及鼓勵服裝加工
貿易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配套措施，加快區
域合作，促進要素流動，開展東中西部外貿

訂單對接，實現產業鏈跨區域優化布局，增
強紡織服裝業的國際競爭力。

2、規範市場秩序，提升企業社會責任
建議政府對節能環保方面成績突出的企

業予以鼓勵。一則嚴格按照國家標準，獎勵
具有社會責任的企業，切實投入資金支援企
業進行設備改造；二則淘汰排污不達標企
業，營造公平競爭的環境。

針對調研中企業反映棉紡行業部分小企
業以遠低於成本的價格進行不正當競爭，擾
亂市場秩序行為。建議完善商業徵信體系建
設，健全相關預警機制，打擊侵權假冒等不
正當行為。同時希望國家繼續加大對棉花等
大宗原材料商品價格平抑機制，避免實業企
業虧損，炒家獲利的不當市場行為，減小企
業經營風險。

3、打造國際行銷平台，降低稅負，鼓勵
企業開拓創新

結合商務部當前推動國際行銷網路建設
工作，建議適時出台指導意見並試點推動，
為擁有自主研發能力和自主品牌的企業培育
一批境外展示中心、批發中心和零售網點。
同時，希望以政府為主導，通過雙邊談判，
開闢具備財稅、檢驗、通關的完善配套服務
功能的經濟開發區，為企業創造良好的生產
經營環境，引導上下游企業一同「走出去」。

此外，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品牌建
設和市場開發力度，以減免稅負等方法增加
高端設備的進口。希望財稅部門針對不同類
型企業的特點，在稅收上重新釐定相關法
規。對符合資質的企業給予 「高新技術」稱
號，按國家規定減免15%所得稅，並給予營業
稅、增值稅不同程度的減免。

4、降低通脹影響，緩解企業資金成本壓力
國內持續的通貨膨脹從兩方面增加了企

業的成本，一方面，增加了企業的原料成本
和工資支出，能源、糧食和棉花等大宗商品
價格的上漲，增加了紡織，特別是服裝企業
的生產、經營及貿易成本。另一方面，當前
的貨幣政策又增加了企業的融資成本。建議
政府有關部門從稅收、金融、貿易政策等方
面給予紡織服裝業適當扶植。

5、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保證能源供應
有企業反映，去年自6月起開始實施錯峰用

電，每周有4-5天需要自行發電，超負荷運轉，
仍無法保證廠房空調等設備的使用。並且由於
停電多為突發情況，無法提前安排生產，多次
遭受損失。建議政府能夠加強基礎設施建設，
確保能源供應，支援企業健康發展。

6、發揮中介組織作用，推動行業自律
進一步發揮中介組織作用，積極推動紡

織服裝行業自律，業界交流和貿易促進活
動，通過研討會、經驗介紹等多種形式推廣
企業轉型升級、節能減排等方面先進經驗，
促進紡織服裝行業健康有序發展。

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 供稿
香港紡織商會 摘錄

香港紡織商會與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
聯合赴珠三角調研情況報告

內地消息
一季度紡織投資增速放緩

今年一季度，中國紡織行業500萬元人民幣以上項目實際完成固定資產
投資總額達1178.08億元，同比增長17%，增速較上年同期下降了21.51個百
分點。其中，服裝業完成投資金額359.1億元，增長15.3%；棉紡業320.75億
元，同比增長 14.9%。麻紡和紡機業投資額不大，但分別增長 104.2%和
100.2%。

首季度產業用紡織業平穩增長
據統計，今年首季度規模以上企業生產非織造布 52.3 萬噸，同比增長

24.4%；帘子布13.2萬噸，增長0.4%；土工布、衛生用紡織品，安全防護用紡
織品增長10%左右。同期，完成投資51億元人民幣，非織造布投資額超過行
業總數的50%。出口37.9億美元，同比增長33.5%。從數量看，除篷帆類外其
餘都保持了增長，非織造布、帘子布分別增長36%和25%。

紡織服裝新國標8月實施
據報，內地將於8月實施紡織服裝新國標，法規中全部技術內容為強制

性，目的在於控制紡織品中主要的有毒有害物質，如還原條件下染料中不允
許分解出的芬香胺由23種增加到24種，增加了4-氨基偶氮苯；前未作限定
的致癌芬香胺的最大限量值為20mg/kg。此外，將嬰幼兒服裝範圍從24個月
擴至36個月，對此類服裝在甲醛、pH值、色牢度等方面均更加嚴格。

香港紡織商會輯

棉 花 消 息
中國收儲313萬噸

中國棉花協會消息，截至到3月底，累計收儲棉花313萬噸，
佔到年度產量的四成以上。

中國首4月進口207.7萬噸
今年 4 月我國進口棉花 50.97 萬噸，同比增加 29.92 萬噸或

142.2%；平均進口價格2378美元／噸，同比下跌24.9%。
今年前4個月共進口207.7萬噸，同比增長95.5%。

印度新棉上市增加
截至5月20日的一周內，印度新棉上市量達到8.2萬噸，同比

增長30.6%。截至目前，印度新棉累計上市量達到538.9萬噸，全
年度的上市總量將達到576.3萬噸。

印度將建立100萬包儲備庫存
印度政府已經指示印度棉花公司建立 100 萬包的棉花緩衝儲

備，以滿足印度紡織業緊急的需求。

越南計劃2015年產量達2萬噸
越南工貿部表示，越南的紡織和服裝工業每年大約需要40萬

噸棉花，而國內僅生產 5000 噸，種植面積 1.2 萬公頃。2010 年，
越南政府制定提高棉花種植的措施，目標到2015年種植面積提高
到3萬公頃，產量達到2萬噸，到2020年種植面積擴大到7.6萬公
頃，產量6萬噸。

塔吉克斯坦今年產量將達42萬噸
今年塔吉克斯坦預計生產棉花 42 萬噸，種植面積 20.93 萬公

頃。2011年出口棉花18.82萬噸。 香港紡織商會輯

國際短訊 首季全球貿易增長為
2010年以來最低

據WTO最新資料，今年首季度世界進、出
口貿易總額90131億美元，較去年同季增5.3%，
是 2010 年首季以來最小增幅。其中歐盟更出現
負增長。

印度逐步取消紡織品出口補貼
WTO《補貼措施協議》允許各國向國內行業

提供出口補貼，只要該行業出口佔世界貿易份額
低於3.25%。但印度紡織品出口佔世界份額已高達
4%，而且過去5年來一直在增加。根據WTO規定，
印度需在2015年前取消對紡織品的出口補貼。在
美國、歐盟、土耳其和日本聯合施壓下，印度將
在未來三年內分批減少出口補貼。

據印度預計，印度紡織業約佔國內工業生
產總額的14%，出口總額的10%，其補貼額約為
310億至320億美元。

印度本年度成衣出口達160億美元
印度成衣出口協會預計，2012-2013年度成

衣出口將增長 20%，達 160 億美元。2011-2012
年度出口為134億美元。拉丁美洲及非洲等新興
市場以及日本、以色列等需求增長的支撐，彌
補了傳統成衣出口市場美國、英國需求不振的
頹勢。

印度將延續紡織技改基金計劃
印 度 將 延 續 紡 織 部 門 技 改 基 金 計 劃

（TUF），撥款 1588.6 億盧比，將更加重視織
布、加工和高附加值等下游行業。此外，紡織
部宣布，除了40個已經批准的紡織園（24個已
經投入運營、21 個即將竣工）之外，還要建立
21個綜合紡織園。

越南紡衣出口訂單不足
越南紡織協會指出，由於歐美主要進口市

場的訂單減少，除了一些大型生產企業能保證
三季度有足夠的訂單外，多數中小企業的訂單
只能維持到6月底。受出口訂單數量減少影響，
5月越南成衣紡織品出口額逾11億美元，但增幅
連續第三個月減少。首五個月出口 53.3 億美
元，同比增加7.7%。

越南紡織紗線自給率提高
目前越南有紡織服裝企業3700餘家，其中17%

為紡織企業，生產所需紗線主要從中國內地、台
灣地區、韓國和印度進口。越南政府致力提高紡
織紗線自給能力，部分大型紡紗企業，正陸續投
產和開工建設，今年自給率將提高至70%。

首四月韓國進口越南紡衣續增一半
2011 年，韓國自越南進口紡衣 9.04 億美

元，與 2010 年相比增長 145%。今年前 4 個月，

韓國從越南進口紡織服裝達3.8億美元，同比增
50%，預計今年或將超 10 億美元。有資料顯
示，韓國以 450 家企業、協定投資總額 18 億美
元的規模，成為越南紡織服裝行業的投資大
國，也是越南第4大紡織服裝出口市場。

巴基斯坦紡織品出口下滑
2011年7月-2012年4月，巴基斯坦紡織品出

口額為101.4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減少10.76億美
元，同比下降9.6%。四月當月出口額為11.4億美
元，同比下降9.8%。這是巴紡織品出口連續第4個
月出現10%左右的下滑。由於歐洲是巴紡織品傳統
市場，受歐債危機影響，需求萎縮，預計本財年
巴紡織品出口120億美元，同比下降14.3%。

巴基斯坦紗線出口旺盛
巴基斯坦紗線4月份出口達到5.85萬噸，同

比大增 67%，創 27 個月來最大漲幅。主因是盧
比匯率持續走低以及平均出口單價下跌。4月份
巴紗平均出口單價降至1.41美元/磅，同比下跌
40.3%，為歷史最大跌幅。1-4 月，巴基斯坦紗
線出口累計達到21.6萬噸，同比增長15.1%。

緬甸服裝出口近8億美元
緬甸服裝製造商協會（MGMA）稱，2011

年，緬甸的服裝出口大約 7.7 億美元，接近在
2001 年實現的 8.29 億美元的記錄，日本、韓國
是最大市場。 香港紡織商會輯

反傾銷消息

秘魯取消人纖等面料反傾銷稅
秘魯競爭和知識產權保護局聲明，從5月26日開始，取

消對中國面料的反傾銷關稅。包括人造纖維和聚醯胺棉纖維
面料等。

韓國貿委會要求延長聚酯長絲紗徵反傾銷稅
5 月 24 日，韓國貿易委員會表示，已向韓國企劃財政部

提交了申請，要求對中國內地和台灣地區產的聚酯長絲徵收
反傾銷關稅再延長兩年，稅率為6.26%。 香港紡織商會輯

會員動態

香港紡織商會永遠榮譽
會長顏金煒先生，上月捐款
80 萬人民幣予福州華南女子
職業學院，支持鄉梓教育事
業。該校一座學生宿舍將以
顏金煒先生之父親—顏彬
聲先生冠名。

顏金煒捐贈顏金煒捐贈
8080萬人民幣予萬人民幣予

福州華南女子職業學院福州華南女子職業學院

6 月 3 日
至 6 日 ， 由
香港紡織商
會、中國紡
織品進出口
商會組織、
生產力促進
局支持的，
兩地企業考
察團赴緬甸
考察。考察團榮譽團長為江輝（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副會長）、陳
愛菁（香港紡織商會會長）、李逢樂（香港紡織商會監事長）；團長
洪天祝（香港紡織商會常務副會長）。詳情將於下期報道。

會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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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出新路的香港製造
─訪L plus H Fashion吳秉堅

上接第四版
L plus H的經營模式是參照英

國的社利企業（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的概念。企業須具有牟
利的性質，在此基礎上為員工提供
合理待遇，並確保企業能夠自給自
足經營和發展。因此該廠錄取員工
的條件之一，就是要有鬥志有熱誠
投入工作，以體現出企業的核心價
值。

新思維新理念
開創 「香港製造」 新模式

小量而高品質的生產、 「可持
續」的人才培養、社會利益企業的
經營概念，這一系列的模式為 「香
港製造」引入曙光，Love+Hope品
牌店舖 「將屯門故事帶來中環」更
增添了故事的生動性。L plus H希
望通過這一個模式去啟發其他行
家，並鼓勵新的思維和方式讓行業
可以百花齊放。 「Love+Hope的產
品品質不遜於尖沙咀廣東道上的名
牌」，該市場推廣經理方丹鳳頗為

自信，樓上舖頭開業一年半，憑藉
熟客介紹和媒體訪問，Love+Hope
已建立了一定的顧客群，方丹鳳對
目前的銷售額表示滿意。

香港紡織商會永遠榮譽會長黃
守正認為，香港紡織及製衣行業迄
今仍有其獨特的優勢，可打造發展
的 「新模式」，L plus H的路子可
供業界參考和借鑒。

（L Plus H網址http://www.lplush.com/
LplusH.html）

香港紡織商會 辭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