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调查

记者手记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 1—10月份，服装类零售额
同比增长 24.5%，比 2010 年同期回落 1.31个百分点；零售量
同比增长 4.17%，比 2010年同期回落 8.16个百分点。服装销
售单价同比上涨 19.52%。

而根据海关统计，2011年 1—10月，我国累计完成服装及
衣着附件出口 1274.33亿美元和 244.12亿件，同比分别增长
21.37%和 0.07%。服装出口数量增幅较 2010年同期增幅减少
13.81个百分点。尽管 2010年底出口价格上涨明显受抑，但从
全年来看，仍然是出口单价提升直接带动了出口金额的大幅
上涨。

可见，无论内销还是外销数据都清晰地显现：贯穿 2011
年服装行业始终是涨价。然而，纺织企业仍然叫苦不迭，表示
利润不但没有提升反而严重下滑。更有部分中小纺织服装企
业举步维艰，甚至不得不采取停产措施。全行业“价升利降”的
怪现象从何而来，又是谁偷走了纺织服装企业的利润呢？

原料成本

“目前，优质绵羊皮的价格已经从每英尺 24元涨到了每
英尺 29至 30元，裘皮价格也从每英尺 28元飚升到了每英尺
52元，几乎翻了一倍，牛皮的价格也上涨了 50%。”广东一家
皮革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皮革原料价格的涨幅已超过
四成，面对现状，企业不得不在“保利润”还是“保客户”之间做
出艰难的选择。该负责人称，很多企业只能选择牺牲利润来保
住一些客户。
与皮革相似的还有棉花。自从 2010年以来，棉花价格便

一路飞涨，被广大业内人士戏称为“疯狂的棉花”。面对棉价疯
涨，受影响的主要是外贸出口型面料企业和上游的棉纱生产
企业。其中，尤其以纯棉为主要原料的小型企业所受到的冲击
和损失最为严重。

2011年 2月，福州一家小型纺织企业的老板罗西给一位
订购平绒面料的客户报价为 22元每米。然而，从客户下单之
后到 5月份提货时，按照当时棉花的价格生产每米这种面料
价格需要达到 24.5元才能盈利。但客户依然按照合同价格约
定的 22元每米付款。这样一来，罗西的利润就损失了。而这样
的损失，只能由企业自己承担。
在曾经赫赫有名，集聚了数百家大大小小服装加工企业

的深圳罗湖区坳下村，已经很难听到工厂开工时电动缝纫机
隆隆的机器声。当地一位从事服装加工的企业老板刘全德说，
以服装面料来说，去年棉花一下子从每吨 1万多元上涨到 3
万多元，为了节省成本，很多服装企业就尽量选择化纤面料，
产品品质大幅下降，导致大量产品滞销。另一方面，不少企业
则在棉花价格的高点囤积原料，随着今年棉花价格从每吨 3
万多元一下子回到 1万多元，很多老板都赔得倾家荡产。
人工成本

在连续参加 20年共 40届广交会以后，深圳纺织出口企
业老板何先生把经营数十年的企业关闭了。他算了一笔账，订
单缩减到不足原来的 1/10，人工成本上涨到两年前的一倍多，
劳心劳力。如果遣散员工出租厂房作为办公楼，每年稳赚过百
万，省心省力。

维泰斯是深圳家纺出口龙头企业，该公司董事长曾祥金
说，订单利润摊薄，账面上算有钱赚，真正落到口袋接近于零，
公司工厂处于维持状态。而成本，尤其是人力成本，已经高到
几乎无法承受，就算这样，仍然请不到、请不够工人，即使请到
了，也难以做到按时交货。
浙江一家皮衣企业负责人透露，由于皮装主要通过手工

缝制，车工的年薪保底价今年为 5.5万元，去年只有 4万多
元，至少涨了 25%，一些技术较好的师傅一年的工资已涨到 7
万元—7.5万元。
另有一家皮衣企业也表示，工人的平均工资已经连续涨

了 4年，今年又涨了 15%—20%，加上辅料、门店租金等开支，
今年生产的皮衣如果按照去年的价格出售，已经没有利润。
为了抵消原料、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压力，今年皮革企业普

遍上调了产品价格，幅度多在 8%—15%左右，但远远低于原
材料成本 40%以上的涨幅。
“成本增加是今年鞋类涨价的主要原因。鞋类成本主要包

括皮革、人工，像我们生产的女鞋因为人力资源的成本增加，
加上皮革原料价格将近翻了一番以及物流成本等，每双成本
上涨了 20%左右。”重庆一家鞋企负责人表示，尽管终端产品
提了价，但仍难抵消生产成本的涨幅。

渠道成本

毋庸置疑，场地租金、进店费和物流费用是影响我国纺织
服装企业利润的又一个主要因素。
此前，雅戈尔副董事长李如刚表示，其在上海南京东路的

专卖店一年的销售额约 2000万—3000万元，这家专卖店已
经被雅戈尔买断，但如果是租别人门店的话，由于租金大幅上
涨，房租与收入已经基本持平，企业要维持原来的利润水平，
可能零售价格要达到成本价格的 10倍左右。而在以前，服装
零售企业以出厂价 3—4倍的价格“卖衣服”，就能保证一定利
润。
而对于另外一些进驻商场的服装企业来说，压力也不容

忽视。一些厂家表示，品牌服装与商场基本都是合作联营方
式，存在周转期，这月卖货下月给商场开出发票，商场才返款，
效益好的商场返款快，不好的则要欠几个月甚至几年。此外，
还要给商场 30%的提成，再加上税款、成本、人工和水电等费
用，就占去 50%以上，对厂家来说，没有太多的利润。
此外，服装企业还要应对百货商场天价进场费以及“无厘

头”的乱收费，唯一能采取的办法就是提高产品的售价。业内
人士透露，一件成本几十元的衬衫在百货商场的标价往往都
在千元以上。实际上，天价进场费这个中国式的“商业怪胎”，
已经成为侵占纺织服装生产企业利润和盘剥消费者腰包的一
个吸金黑洞。
另外，过高的物流费用也在不知不觉中侵蚀着纺织服装

企业原本就菲薄的利润空间。国家发改委经济贸易司副司长
耿书海在 2011年中国物流发展报告会上指出，我国高速公路
收费标准过高，各种过路过桥费已高达运输企业成本的 1/3。
“假设去年一件羽绒服在北京的出厂价为 450元，今年就

会涨到 500元。”做了十几年服装生意的市场商户林涛表示，
一件羽绒服从北京运到临沂的物流成本大约是 20元，加上出
厂时增加的人工成本，一件羽绒服到临沂市场后成本会增加
50元。”

本报记者 陈昌成

谁能想到，如今名震京城的菜
百，此前也是以服装销售等为主的大
型综合百货公司，其缝纫机销售一度
占据北京市场第一！

现在，菜百已经成为中国黄金第
一家。“2012年元旦 3天假期的黄金
销售超过 5亿元人民币。”1月 5日，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春利在中钞国鼎龙年系列产品
首发仪式上透露。

逃离服装，产业转型，菜百已经
成为商业进化下，适者生存的典范。

不过对于更多选择坚守的服装
企业而言，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是其
唯一的出路。

1月 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
了 2011年纺织行业运行情况及 2012

年运行形势预测，分析指出，今年我
国国内纺织品服装消费将继续保持
增长，纺织品服装出口增速将不低于
同期国际贸易增速，但是我国纺织业
仍然面临资金紧张，劳动力成本、环
境资源成本上升等问题，今年纺织业
运行压力将继续增大。

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魏林称，原
材料、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一个整体趋
势，服装企业必须放弃粗放式的经营
模式，通过转型升级将成本上涨转变
为产业提升的动力，提高生产效益和
品牌价值。

据中国服装品牌研究中心统计，
我国目前有超过 1万个服装品牌，市
场集中度低，同时还不断有新兴品牌
加入，国际品牌也在加速布局国内市
场，种种因素导致市场竞争日趋激
烈。同时，国内市场的渠道成本、营销

成本等也水涨船高，服装品牌将面临
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形势。

近年来为了应对生存压力，珠三
角一些原来做出口或者批发的服装
企业开始尝试转型，通过设计研发自
主品牌，走品牌运作的模式，效益比
过去单纯代工提升了 10豫。“代工时
代，企业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走
自主品牌路线后，尽管过程比较艰
难，但每一步都很踏实，毕竟掌控权
在自己手上。”一位服装企业的负责
人表示。

我国服装产业经历了 30年粗放
型发展，形成了稳定的规模基础和强
大的加工能力，形成了完善的产业
链。经过全球金融危机冲击，行业深
刻意识到，转变增长方式是未来我国
服装产业保持并发展国际竞争优势，
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

的唯一道路。
追求数量增长只会导致大量重

复建设，使得同质化恶性竞争难以改
善，从而造成产业资源的大量无效利
用和浪费。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服装
企业如果仅是做加工，在产值达到 1
亿—2 亿元后就会遭遇发展瓶颈，如
果有比较好的品牌，产值可以做到 5
亿—10亿元，若是能够上市进一步扩
大品牌效应，产值规模还能做得更
大。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名誉会长杜钰
洲认为，根据“十二五”规划纲要要求，
纺织工业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
化道路，必须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根据
科技进步新趋势，发挥我国产业在全
球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发展结构优化、
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
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

全国已经全面进入寒冬，服装企
业也是如此。更加严重的是，不少企
业已经开始出现体力不支。

对于服装企业而言，由于利润过
低，甚至零利润，天气转冷所带来的
销售高潮并没有沉淀过多资金。

日前，中投顾问轻工业研究员朱
庆骅指出，由于人工和面料价格的上
涨，导致 2011年纺织企业的成本价
格普遍比上年高 30%以上，其中劳动
力成本从 2010年下半年就开始快速
攀升，至今已经上涨了 20%—30%，而
出口方面由于汇率波动，导致成本又
抬升了 7%，企业利润被进一步摊薄。

中投顾问发布的《2011—2015年
中国服装行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
报告》指出，原材料成本对服装纺织
企业的影响较大，一般而言，原材料
成本、辅料等占比 60%—80%，人工成
本占比 5%—20%，因而服装企业成本
情况对其利润影响较大。

没有血液支撑下的纺织企业究
竟还能支持多久？！

“异乡人”梦断东莞

1月 2日，拥有 400多家“异乡
人”专卖店的东莞市原野服装有限公
司突然贴出破产通告。据不完全统
计，原野公司老板陈楚荣拖欠原材料
款及加工款合计 2000多万元，而其
人目前失去联系，不知所终。
原野公司创办于 1999年，同时创

建“异乡人”品牌。公司以直营、区域代
理、特许加盟的方式在全国拥有近
400多家专卖店，高峰期员工超千人。
作为该公司旗下休闲、时尚品牌

之一，异乡人品牌经过 10年的悉心
经营和专业打造，曾获“驰名商标”、
“广东省名牌”和“广东省著名商标”
等多项荣誉。知情人士称，原野在
2003年转做批发时，曾斥资邀请莫文
蔚、陈坤等人出任异乡人品牌的形象
代言人。

如今，位于虎门镇镇口第一工业
区 B栋 11号的原野服装有限公司已
人去楼空，门上是“东莞市第二人民
法院封”的封条。据员工宋小姐介绍，
元旦假期前夕，公司还在照常运作。
她现在出差刚回来，才发现公司已人
去楼空了。
据了解，在张贴出倒闭通知的同

时，该公司负责人以公司名义贴出了
一份《告全体员工书》，称陈楚荣曾将
全部私产抵押，两次从银行融资 850
万元。但公司资金紧张，未能按时支
付加工费和货款，导致数十家加工厂
和供应商起诉。告知书还交代了近期
工资如何发放，希望得到员工理解。

1月 4日上午 9时，原野公司就
“公司解散及擅自移动法院封条自封
本公司全部财产”的经过写了一张
“情况说明”，加盖了公司公章，交给
虎门人民法庭。

该说明称，因经营不善，官司缠
身，该公司于 2011年 11月份已实际
处于半停止经营状态，公司存在的唯
一理由在于筹集资金支付员工工资。
对于法院封条转移事件，说明称，由
于截止到 2011年 12月 30日公司尚
拖欠员工近 2 个月的工资，“公司管
理层怕员工看到法院封条后产生波
动造成不必要的事件发生，公司从维
稳角度出发，在虎门人民法庭法官离
开后，将封条移走，但同时也关闭了
三楼成品车间”。

可以肯定的是，困境中无法自拔
的不只是原野公司。

纺织业无利可图？

“2011年 1—5月，销售收入只有
300 多万元，2010 年同期的水平为
700多万元，还没有一点利润。”苏州
慈云蚕丝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沈福
珍表示。
苏州慈云蚕丝制品有限公司是

苏州地区一家较有名气的蚕丝制品
公司，还是蚕丝被国家标准起草单

位之一，董事长沈福珍曾是国内知
名桑蚕专家费达生(为知名学者费孝
通先生的姐姐)的学生。该公司生产
的“慈云”系列产品在业界有一定的
知名度，为中国驰名商标。

沈福珍表示，目前从蚕茧收购
站购买一担蚕茧的价格为 2200 元，
而 2010 年同期的价格是 1300—
1500元左右，价格上涨了 80%；真丝
面料价格上涨了 30%—50%，“我们
完全无利润，但是我们的蚕丝被不
敢轻易涨价，上调价格有一定的风
险，主要考虑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和
产品市场占有率。”
“中国蚕丝的历史是世界最早，

一直以来也是世界最大的蚕丝生产
和出口国。但是，从质量、设计、技术
上来看，要意识到我们的蚕丝在国
际上还是弱国不是强国。”浙江理工
大学副教授刘胜指出，国外的蚕丝
产品原料都从中国进口，但染色和
后处理都是自己的，其市场价格远
远高于国内生产的丝绸产品。
“虽然当前中国的蚕丝产量已占

到了世界总产量的 80%，居世界第
一。然而，颇为讽刺的是，在设计、工
艺、质量、技术等各方面，我国的蚕丝
在全球并没有显著优势。不少国外企
业虽然从中国进口大量蚕丝原料，但
他们将核心的染料、后加工处理都掌
握在自己手中，这样就获取了蚕丝产
品的大部分利润。”刘胜指出。

现在很多蚕丝企业做出口，但
他们的利润空间很低，原因在于其
缺乏印染、技术、加工、设计等负面
的核心运营能力。刘胜认为，蚕丝产
品出口利润低，主要是技术、加工、
印染、设计的附加值低。设计及技术
体现附加值，如果没有设计，就是廉
价物的替代品。

倒闭潮或来临

资料显示，素有“牛仔之都”美
誉的广东省佛山市均安镇，近半年

来近 100 家牛仔服装企业先后倒
闭。东莞纺织服装行业协会会长陈
耀华也表示：东莞企业与长三角企
业一样，目前到了 2008 年以来最
危险的时期。更有人称目前中小企
业面临的危机状况超过了 2008 年
金融危机时的压力。
“80%的企业在资金上都吃

紧。”佛山市副市长李子甫坦承，
今年经济形势比金融危机时更严
峻，特别是对小型、微型企业影响
重大。

据悉，2011 年以来南海规模以
上工业经济效益就呈下滑现象，前
2 月，规模以上工业亏损企业达到
331 家，亏损面达到 15%，同比扩大
6.6 个百分点。亏损额 2.12 亿元，同
比增长 36.0%。所幸的是，第二季度
“面”亏损情况稍有缓解，亏损企业
为 292家。

然而，由于2011 年广东启用新
统计标准，规模以上企业全年主营
业务收入提高至 2000 万元以上，
而南海 10 万家中小企业仅有 3000
多户符合规模以上标准。这意味着
在南海，甚至整个佛山有超过 90%
规模以下中小企业的真实情况并
没有在数据中体现，而这部分企业
群体可能存在更大的亏损面。

成本高企导致企业利润吃紧。
佛山市纺织行业秘书长吴浩亮认
为，原材料价格暴涨暴跌导致部分
企业抵挡不住，各方面的成本都在
涨价，形成一个辅料涨价的高潮，
利润削弱得很厉害。

同样，以休闲服装为名片的中
山市沙溪镇，在这个小镇上聚集着
上千家大大小小的服装企业。然而
2011 年以来，该镇数以千计的服
装企业受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
成本上升、国际订单减少等影响，
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据中山市相
关部门调研统计，越来越多的中小
服装企业因无法承受生产成本压
力，可能面临停产或倒闭。

低利润寒流袭击服装企业 纺织企业的
利润杀手

商业进化下的适者生存

陈昌成

本报记者 陈昌成

产业转型与技术升级是纺织企业仅有的两条脱困路径

业内人士表

示，目前中小企

业面临的危机状

况超过了 2008
年金融危机时的

压力。 受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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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前所未有的

困境，很多企业

因此“逃离”。

由于人工和面料价格的上涨，导致 2011年纺织企业的成本价格普遍比上年高 30%以上，其中劳动力成本从
2010年下半年就开始快速攀升，至今已经上涨了 20%—30%，而出口方面由于汇率波动，导致成本又抬升了 7%，
企业利润被进一步摊薄。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驰名商标“异乡人”突然破产，老板不知所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