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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是人类的瑰宝，人们赞誉丝
绸为“纤维皇后”；中国是丝绸的故
乡，外国人称中国为 seres（产丝的国
家）丝国。

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是丝绸的
首创者，广袤富饶的神州大地是丝
绸的发祥地，发明丝绸是中华民族
对人类文明重大贡献之一。千百年
来，民族丝绸伴随民族兴亡几经起
落。旧中国的民族丝绸业遭受帝国
殖民主义的掠夺剥削，奄奄一息；新
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大力发展丝绸，
创造外汇支援建设；到上世纪 70年
代末期，丝绸生产出口总量超过日
本，成为第一丝绸大国。

丝绸具备开发出
几十倍高附加值的潜质

改革开放 30多年，茧丝绸产业
成为民营经济创业发展的重要领
域，在支持三农、技术改造、创建品
牌、美化生活、弘扬文化等方面成就
巨大。
新世纪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全面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提
高，综合国力增强，丝绸不断满足人
们对绿色、保健、高雅的生活质量的
追求，在服装服饰、家纺家装、医疗
保健等方面开始广泛应用。

同时，丝绸也成为传播华夏文
化，象征民族复兴的重要元素。在
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世博会、2011
年亚运会等庆典活动中亮丽展示，
在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和时尚互
动中传递友谊，展示了中国富强而
让世界更加美好的民族自信。

民族兴，丝绸兴。丝绸产业链涉
及种、养、加、贸、工、农，横跨第一产
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它一头连
接千变万化的国际外贸市场，一头
连接千家万户的小农经济，是牵动
着几千万蚕农和几百万丝绸工人利
益的民生产业。
近年来，随着丝绸内需的逐渐

扩大，丝绸开始进入家纺家装领域，
国际奢侈品牌爱马仕、普拉达等等
的丝绸制品能畅销国内外，说明丝
绸具备开发出几十倍高附加值的潜
质，民族丝绸的前景不可低估。
发展丝绸产业、弘扬丝绸文化

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创新
硬实力的需要;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的需要;是华夏民族屹立于世界的补
充。
国家“十二五”期间部署的从纺

织大国转为纺织强国的发展战略以
及不久前分别发布的《纺织工业“十
二五”发展规划》、《茧丝绸行业“十
二五”发展纲要》，是我国丝绸产业
转型升级的重大契机，是国家自主
品牌创新发展的新起点。
为实现《规划》与《纲要》的宏伟

目标，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分析行业
现状，找出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瓶颈，
切实解决当前的重大困难，推进行
业健康发展。

遭遇双面夹攻
丝绸业面临发展困境

双面夹攻，瓶颈凸显。随着行业
如外贸红利（出口获利）、人口红利
（劳动力低成本）、制度红利（创汇鼓
励）、工农产品剪刀差红利（蚕茧价
格便宜，而丝绸成品价高）等利好逐
渐消失，市场瓶颈（近年外需内需均
不足）、成本瓶颈、（原材料，劳动力，
物流等上涨过快）、产业地位瓶颈
（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利薄行
业苦）以及环境瓶颈（东部缺蚕桑，
西部缺技术，排放成本也加大）等日
渐凸现。
东西部发展失衡，需强化互补。

近几年国家“东桑西移”工程取得重
大成果，中西部省份桑园面积扩张
很快，例如广西茧丝业从无到有，目

前桑园面积已占全国 1/5，蚕茧产量
占全国 1/3，但却存在有丝无绸，后
道加工始终追不上东部发达地区。

而东部地区如浙江、江苏等后
道加工发达地区，却面临桑园面积
和蚕茧产量每年 20%以上的速度锐
减。浙江原本是全国第一大丝绸大
省，从拥有 400 多家缫丝企业到现
在仅剩 86 家，缫丝能力从 110 万绪
减至 19万绪。湖州市的缫丝企业也
大幅缩水，从 37 家缩减为不足 10
家，且能正常生产的仅 1—2 家。

西部茧丝扩张迅猛与东部丝绸
快速缩减，造成粗加工与深加工严
重的不平衡，东部地区拥有的人才、
技术、市场、信息等资源闲置放空，
西部产业链一时无法健全，整体创
新能力下降。

国家有关统计部门计算出我国
茧丝绸行业“十一五”期末的有关数
据与行业现实存在较大差距，真切
希望有关部门去伪存真，摒除那些
利益驱使而虚报的水分数字，掌握
真实情况。

地方政府不重视，疏于管理。在
许多地方政府看来，茧丝绸行业经
济意义不大，劳动密集型，工业“亩
产”低，原料季节性强，产业链长，投
入多产出少，因此被地方政府当做
包袱，长期疏于管理。

这就造成了一、二、三产业青黄
不接的尴尬现状。“一产”不能形成
桑茧产业化生产，无法提供优良品
种和保证原料质量；“二产”不能形
成以品牌为龙头的大型丝绸产业联
合型企业集团，无法实现资源共享
和优势互补；“三产”无法创建品牌，
企业压价倾销，同质化竞争严重，国
内高端市场进不去，国外地摊市场
齐压价。

涨跌无常，挫伤行业积极性，东
部弃桑严重，西部看天吃饭。最近 10
年以来，茧丝价格大起大落、暴涨暴
跌愈演愈烈，每三年一次大震荡，每
年一次小震荡。

2011年，全国春茧平均价格 24
元/斤，而秋茧跌至 16 元/斤，跌幅高
达 33%；厂丝从 44 万元/吨跌到 32
万/吨，跌幅 27%。

茧价涨时，茧贩子蜂拥而来，不
问质量哄抢，掺水分的毛脚茧都是
香饽饽；茧价跌时，蚕农弃桑毁林，
优质茧都无人问津。整个产业链没
有一个环节获利挣钱，蚕农穷，企业
苦，行业弱，全行业叫苦不迭。

粗放种养，爆发原料危机。全国

65万吨蚕茧，能够缫制 5A以上等级
的原料寥寥无几；能够缫制国际品
牌爱马仕用丝的蚕茧，全国不到
5000吨。

目前，就优质生丝需要的蚕茧
原料来说，我国远不如日本、法国、
巴西，连不被看好的印度国家，近年
也在蚕茧质量的管理上赶了上来。

我国大量的蚕茧只能缫制 3A
级生丝和粗丝出口印度，进行低价
倾销。无法织就高品位的绸缎，更无
法做成品牌服装和家纺。我们丝绸
之路集团下属企业浙丝二厂，是国
内数一数二的龙头品牌企业，其原
料的 90%要千里迢迢从四川、云南
采购而来，因为湖州本地的蚕茧质
量太次。

创新研发不足，工艺装备落后。可
以说，目前的缫丝机械陈旧落后，20
年几乎没有突破性改进，效率低下，因
此造成制丝企业劳动强度大，劳动环
境差，劳动收入低，招工特别难。

装备落后严重制约了丝绸行业
的发展。目前，我国的缫丝机械大都
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借鉴日本机型
而研制改进的“自动缫”，必须由人
工技能完成，束缚性很强。

而其它纺织业的装备几乎都实
现了数字化、智能化，确保优质高产
低消耗。如果 5 年内不能攻克缫丝
数字化、智能化，那么丝绸行业员工
流失将会更快，效率差距会愈加悬
殊，丝绸产业翻身更难。

一个讽刺的事实是国内一些高
档家纺商，宁可到欧洲去买高价丝
绸面料，也不用国产丝绸面料，原因
是国内工艺以及后整理比欧洲差一
截。

人才缺乏，后继无人。上世纪下
半叶，我国拥有一大批国际领先的
茧丝绸人才，随着这一代人逐渐老
去，茧丝绸行业人才奇缺。以前有专
业院校和骨干企业共同培养，现在
这一机制已经废弃，由于行业前景
不明，学校已不设专业，企业内也无
人愿意钻研技术。

尽管企业提高待遇高薪吸引年
轻人才，但多数人因为行业太苦，前
景不明，干不满两年就走人改行。因
此，造成茧丝绸行业各个环节都缺
专业技术人才，研、产、供、销各个价
值链都缺专业经营人才，如果长此
以往，我国茧丝绸行业将陷入人才
枯竭境地，此为大忧。

品牌缺失，劣币驱逐良币。国际
十大品牌都有高档丝绸产品，我国

丝绸产品却无一个国际公认的品
牌。

我国丝绸产业与欧洲、日本等国
最大的竞争力差距是文化创意和工
艺后整理，近年来又出现一个新的
情况，就是外观模仿越来越接近，内
在品质越来越差远。
在意大利，有许多丝绸企业家用

半个多世纪时间专注一个品牌的创
新维护，但是我国倾力于丝绸事业、
把丝绸事业作为终身使命的企业家
则越来越少。
由于政府有关部门对市场监管

不力，国内许多商家不讲诚信，常用
偷工减料、掺杂使假来降低成本，压
价竞争，造成劣币驱逐良币。
三荒三高，企业在微亏和微利的

夹缝中斡旋。当前，整个丝绸行业都
处在“资金荒、员工荒、订单荒；高税
负，高成本，高风险”的三荒三高困
境之中。

不转型升级和自主创新是等死，
想转型升级和自主创新是找死。不
足 2%的平均利润，让企业在微亏与
微利之间挣扎。

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低迷，外
贸出口持续减少，内需不足，外销不
畅，订单骤减。“高征低扣”的税赋以及
免农业税，增工业税，让缫丝企业不堪
重负，倒闭歇业的企业逐渐增多。

内销渠道缺失，政府有责。近年
来，在产品的研发和质量上个别企
业已经达到国际品牌水平，但是在
商业推广、品牌传播方面遇到的阻
力特别大。
一些大型品牌商业渠道对民族

品牌要求苛刻，百般挑剔，盛行的商
业潜规则阻碍了民族品牌的成长。
但这不能全怪商业企业，政府在这
方面其实是可以有作为的。一个引
以为傲的民族产业在国人心目中并
无大好感，政府是有责任的。

后起国家穷追猛打，国际竞争
加剧。由于各项成本推高我国丝绸
产业的价格比较优势不复存在，国
际丝绸格局发生了变化，突出表现
是印度、泰国、越南、罗马尼亚、巴
西、朝鲜以及中亚等国丝绸产业发
展迅猛，在质量和数量上提升很快，
我国丝绸将面临 40年来没有过的国
际竞争新局面。
一方面，我们在品牌、质量、工

艺、技术等方面逊于品牌强国如法
国、意大利、日本；另一方面我们在
原料、劳动力等资源要素方面逊于
后起国家。

拥有 5000年悠久历史文化底蕴的丝绸产业是中华民族的国粹遗产，振兴丝绸产业是
民族复兴的见证。

近年来，尽管我国茧丝绸行业较“十一五”期间各项指标都有增长，但由于全球经济影

响和内部问题积累，实际上整个行业正处在发展与衰退的十字路口，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绿荫欢歌

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机遇期，要把振兴发展茧
丝绸产业提高到增强国家创新硬实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
力的层面来认识；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详尽制定
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的总体发展规则以及振兴发
展路线图和时间表。

通过转变增长方式，转变发展内容，实现“两化融合”
（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以及“两业结合”（先进制造业与
现代服务业的结合）。

形成一产（种植养殖）、二产（加工制造）、三产（流通服
务）以及四产（信息服务）四轮齐动，集结官、产、学、研合力
攻坚，以改革开放、合作共赢的思路来统领、协调各利益主
体的积极性，优化整合价值链和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应起着主导作用，具有改革积极
性和创新能力的丝绸企业起着主体作用，市场和竞争机制
对资源和要素起着主配作用。

制定长远规划 调整产业结构

国家要制定一个中长期的行业发展规划，并细化具体
实施方案。要注重发展质量，控制总量规模，首先要建立优
质蚕茧基地，提高原料质量，调减缫丝总量，提高生丝品位。
把蚕茧产量保持在 60万吨左右，生丝 8—10万吨左右，重
点发展高品位生丝，高品质绸缎，高品牌服装家纺；开发丝
绸在高科技领域运用，如医药、保健、生物技术、航空航天、
军用等；拓展丝绸在文化创意领域运用，如丝绸出版物、丝
绸装饰画、丝绸工业旅游、丝绸故事影视化、丝绸对外交流
等。真正做好三大丝绸，即品牌丝绸、科技丝绸、文化丝绸。

实现东强西稳 平衡全国布局

东部丝绸企业在与优质蚕桑资源基地对接基础上，强
化加工后整理、设计研发等方面优势，在资本结构优化、技
术结构优化的同时，走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创新发展，品牌
化发展道路；

中西部在稳固规模化、产能、新机制基础上加强新技
术、新设备的普及应用，加大生态保护和节能减排力度，使
桑蚕业综合效益不断提高，惠及农民和农村建设，达到强
西稳、良性互动的目标。

此外，应鼓励大型企业集团跨区域建立联合企业、完
善产业链，并培育打造全国 10家左右各有特色、各具核心
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你追我赶，领先世界。

实施三大措施 解决产业矛盾

加快发展“一产”，实现蚕桑产业化经营。稳步提高蚕
茧收购价格，以质论价，优质优价，增加蚕农收入，提高蚕
农积极性；同时，培育大企业从事蚕桑生产，逐步以蚕桑产
业化龙头企业精益化经营来取代整合千家万户粗放散养
的局面；改革收烘体制，一个区域的原料资源通过投资、合
作、联营、农工商一体化等市场化操作来配置给优强丝绸
企业；提倡订单农业，价格由蚕桑产业化组织、丝绸生产企
业、政府三方共同商定，随行就市，事先协议，以质论价，事
后微调；政府参与，做好娘舅。

扶优扶强“二产”，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我国是世界上
丝绸同业中税负最高的，许多国家对丝绸施行零税负，且
享受遗产工业待遇。因此，我们国家税务部门应该取消不
合理的高征抵扣，并返还高征的 4点税。

对从事研发创新技改提升的重大项目，政府应给予贴
息扶持、融资扶持、免税扶持以及在研发创意、融资筹资等
方面搭建专业服务平台，并鼓励官、学、研对丝绸企业提供
滴灌式服务。

鼓励拓展“三产”渠道 做大国内市场

通过鼓励民族品牌全国各地开设加盟连锁店，扩大丝
绸消费群体，提高丝绸品牌美誉度。同时，要鼓励丝绸各企
业走出国门，在境外建立商业渠道以及开展电子商务，开
办丝绸体验销售。

国家对丝绸产成品的采购，要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杜
绝潜规则采购、关系采购、人情采购。此外，还可以尝试让
丝绸进入医疗保健领域和部队军用领域。

攻克两大行业难题 提高产品质量

原料退化和装备落后是行业两大难题，两者之间有关
联，如果缫丝机械达到数字化、智能化，势必对原料有较高
要求，可以倒逼原料质量提升。

缫丝机械数字化、智能化方向，一是提高产品质量，工
艺上能够实时监控、实时纠错，而现在的机械水平是事后
纠错；二是实现高效高质低消耗低成本，力争达到 3倍以
上的效率，5A级以上的品位；三是提高附加值，直接成筒，
并掉杨返和准备两大工序；四是可以改善劳动环境，减轻
劳动强度，减少或取消手工操作，实现完全自动化。

在织造方面，大力提倡无梭化织造和数码织造，提高
产品质量和图案保真；在印染方面要注意后整理改进和零
排放改造；在服装服饰、家纺家装方面，通过引进先进工艺
技术，进一步缩小与国际品牌之间的差距。

加强人才培育 注重文化传播

国家应该重视茧丝绸行业的人才培养。一是保护好老
专家老骨干，二是培养出新专家新人才。有关院校应该恢
复茧丝绸专业。

丝绸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之一，随着中华民族走向复
兴，丝绸的文化内涵更被发掘和重视。

胡锦涛总书记访美的国礼是一本丝绸版的《孙子兵
法》，在中国举行的奥运、世博、亚运都以丝绸为文化象征，
丝绸之路跨国申遗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大项目，以
丝绸和丝绸之路为题材的文化艺术创作新世纪以来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这一切都与祖国强盛、民族复兴相关联。

如果我们把丝绸做成世界第一，产业复兴势必佐证民
族复兴。

期待国家在对外形象上不忘丝绸，不弃丝绸，不负丝
绸。我们常常为一亿条牛仔裤换一架波音飞机而内心纠
结，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只要 100万条真丝围巾就可换来一
架波音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