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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塑中国丝绸新形象，中国丝绸协会曾在 2004年实施
了首批“高档丝绸标志”认证工程，旨在推崇代表中国形象的优
质丝绸。这一提升丝绸品质的做法日前在丝绸之府杭州得以复
制，首批被加贴“杭州丝绸”地理标志的企业名单日前出炉，达
利、万事利、金富春 3家丝绸企业成为首当其冲的幸运儿。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正本清源，把假冒伪劣的丝绸都赶出

杭州，营造杭州丝绸的品牌优势。”作为杭州丝绸地理标志保
护的牵头单位，浙江检验检疫局有关负责人这样表态。

伴随这一目的，杭州检验检疫局从 2008年年底开始了历
时 4年的“杭州丝绸”地理标志的系列申报工作。地理标志保
护工作 1999年 8 月才开始启动，截至目前有陕西苹果、安溪
铁观音、西湖龙井、洛阳牡丹等 539个产品获得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4000多个企业被核准使用专用标志。

杭州作为我国四大绸都之一，丝绸历史悠久，闻名中外，
曾创造过中国丝绸历史的辉煌。近年来，杭州丝绸产业在品牌
建设、产品质量、企业转型、行业竞争力等方面，一直处于全国
领先地位，是杭州城市及旅游产业的一张金名片。

但随着杭州丝绸美誉度的不断提升，一些不法经营者为
了获取不正当的利润，以伪劣产品和侵权仿冒畅销品牌产品
大量入侵市场，并有不断扩张之势，这不仅损害了杭州丝绸的
良好形象，也侵害了杭州的丝绸企业及慕名购买杭州丝绸的
消费者利益，使原产地产品的信誉受到极大的影响。

为重塑杭州丝绸新形象，“杭州丝绸”地理标志应运而生。
2012年 3月，“杭州丝绸”被列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
区，“杭州丝绸”也成为杭州地区唯一进入保护示范区的地理
标志产品。近日，首批被加贴该标签的企业名单也新鲜出炉，
分别是达利(中国 )有限公司、杭州万事利集团有限公司以及杭
州金富春集团有限公司。

记者了解到，“杭州丝绸”地理标志产品，除了在销售包装
（标签）上加贴专用地理标志外，还创新地同时加贴了“二维码”，
成为全国首例采用溯源与防伪兼顾的“捆绑式”地理标志产品。

相关负责人介绍，与以往只要在相关地理区域内生产的产
品都加贴地理标志的管理机制不同的是，浙江检验检疫局着手
制订的《杭州丝绸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
对申请使用“杭州丝绸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用标志 ”的经营者
进行严格的资质审查，再对符合条件企业的成品进行检验。

作为首批获得地理标志的企业，达利丝绸（浙江）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寇勇琦认为达利获此殊荣实至名归。“我们一直专
注于丝绸，从产品到生产链，再到文化融合，作为全国唯一的
国家丝绸产品开发基地，达利在行业竞争优势突出”。

万事利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也表
示，万事利是伴着笕桥 800多年的历史成长起来的企业，能够
成为地理标志的首批加贴企业是对其公司深研丝绸文化，从
产品制造到文化创造过程取得的成绩的肯定。

中国丝绸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钱有清也对杭州市政府这
一举措发表了个人观点，他认为“杭州丝绸”地理标志能够保
护当地特有的丝绸品种，弘扬丝绸文化，并对整个丝绸产业结
构调整具有促进作用。

“杭州丝绸”地理标志出台

本报记者 王莹

在国际市场并未出现太大变化
之时，生丝价格增长幅度逼近 18%，
中国丝绸协会副会长钱有清呼吁各
地企业要正确认清当前形势，把握
行业发展动向，切实防止茧丝价格
的大起大落 , 应扎稳马步练内功，深
耕品牌，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附
加值，同时加强内部管理，进一步提
高工作效率。

丝价猛涨原因繁多

“丝价猛涨啊，有订单意向的客
户赶紧啊。”这是日前某丝绸企业员
工在其网络社交平台的标注。随后，
《中国企业报》记者拨通了广西大宗
茧丝交易市场有限责任公司浙粤区
域经理卢焕飞的电话了解情况。
“今年生丝价格波动较大，从 30

万元/吨升至 31 万元/吨，直到 10 月
9日价格逼近 36万元/吨。”卢焕飞
这样说。

据中国茧丝绸交易市场数据显
示，目前茧丝价格已高出去年同期
水平，且有扩大趋势，其中 9 月份同
比涨幅较前一个月分别扩大了 7.4
个百分点。
“目前国内外经济环境均不乐

观，唯有茧丝一枝独秀，目前支撑行
情的主要还是原料成本。”业内人士
这样指出。

事实上，今年的行情变化是业内
不愿看到但早有预料的，生丝价格
高位原因并不单一。

钱有清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最近有部分企业反
映，国内缫丝加工生产能力增长过
快也是导致茧丝价格高位的重要原
因之一。

此外，钱有清还指出，生产要素
(指用工成本) 的增加等各种叠加因
素，是茧丝价格高位的诱因。
企业的反馈也印证了这一说法。

“今年丝价波动起伏与蚕茧丝减产
和哄抬丝价不无关系。”吴江鼎盛丝
绸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建华在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全
国各地蚕茧产量都在减少，蚕茧原
料供不应求。此外，处在产业链中间
环节的缫丝加工业因产业结构失控
而导致的抢购抬价也是原因之一。
业内人士认为，上游蚕茧原料的

不断上涨也助推了下游生丝的上
涨。“广西秋茧已进入第三批的收
购，价格仍继续保持上扬。各地收购

干茧接近 12万元/吨。现货价格也进
一步上调，宜州秋茧干茧销售价格
达到 11.6万元/吨。”

而在丝绸之路集团董事长凌兰
芳看来，东西部产业优势不能良性
互补也是丝价动荡不稳的原因之
一。“丝绸原料供应靠农户散养，各
种成本高启，蚕农没有积极性，东部
产区数量减少、质量劣化，西部新产
区重量不重质，而且产业配套也跟
不上”。

有人欢喜有人忧

丝价猛涨，对全行业而言是一半
欢喜一半忧。大中型丝绸企业因产
业链完整，资金雄厚，预防及时而窃
喜，小企业则应财务成本激增而忧
大于喜，甚至不堪重负而倒闭。
“丝价波动，对我们而言影响不

大。我们也是吃了很多苦头才把无
序的市场摸透，暴涨暴跌的市场我
们已看成规律。在低价时，大量购
入购足；高价时，我们已制成成品，
从而躲避了风险。”凌兰芳这样表
示。

达利丝绸（浙江）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寇勇琦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丝价动荡对常
规产品（低附加值的半成品）的影
响较大，但对致力于研发创新，并
提高产品附加值的达利而言影响甚
微。

然而，对小企业而言则更多是忧
大于喜。“一方面企业库存是增值
了，但另一方面企业接单会更难、财
务流动资金成本压力会更大。”吴建
华这样表示。

由于丝价的急剧变化，国内绸厂
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局面，产业自身
在重新洗牌。“我们在浙江调研时，
看到很多家湖州的家庭作坊式的工
厂倒闭了，而有些绸厂利用倒闭的
工厂份额进行生产运作，接了不少
订单，发展还不错，但利润却不太
高。”卢焕飞这样说。

市场动荡不稳对全行业而言也
是弊大于利。业内人士分析指出，由
金融危机带来的心理压力，本来就
使得整个操作变得更加谨慎了，再
加上从现在开始又要储备今年底至
明年 5 月的原料，需要的资金量很
大，这个时候正是企业经营风险最
大的时候。
“现在丝绸生产链条失衡，加上

马来西亚、印度、巴基斯坦生产的仿
真丝替代品对丝绸的打击很大。对

于我们企业而言，今年的生丝价格
从 31万元涨到 33万元时，我们用的
是 31万元的库存；在 33—35万元之
间，我们会储备两个月左右；若价格
升至 38万元，我们会观望后期走势，
届时只能接一部分订单再买一点原
料了。”南充金富春丝绸有限公司董
事长赵燕辉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现在最重要的是稳
定信心，这比什么都重要。
“若更多的企业因原料上涨资金

货款回笼慢而破产倒闭，最终会危
及整个行业，长此以往，待到明年丝
绸市场会更加萎缩。”赵燕辉不无忧
虑地说。

扎稳马步练内功

近几年来，丝价动荡不稳已然成
常态。如何有效应对，规避风险成了
企业思考最多的事。在外部无援的
情况下，企业只能靠自己扎稳马步
练内功。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防止行业的

大起大落，丝价一定要稳定。改革开
放 30 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丝价的
大幅度波动对行业损伤很大。在国
际市场并未出现太大变化的时候，
各地企业要正确认清当前形势，把
握行业发展动向，切实防止茧丝价
格的大起大落。”钱有清这样表示。
那么企业应如何扎稳马步练内

功呢？各企业都有自己的应对办法，
从达利、万事利、丝绸之路、京九等
企业的成功应对经验中可以看出，

通过摸索总结规律，加快转型升级
步伐把触角从加工半成品延伸至消
费终端，加强科研创新，提高产品附
加值等措施，均能有效规避风险。
“我们达利每年对原料的采购量

很大，对利润率也有精确地控制，我
们有专门的团队，每月对茧丝行情
进行预测分析并出一份报告来告知
走势，以便在丝价较低时大量购入，
即低价汇货。”寇勇琦这样说。
“今年我们新开发的产品更受欢

迎，如丝绸书籍、织锦画等，而我们
的传统特色产品如手工蚕丝被更是
一如既往地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和赞
美，销售额和意向加盟商也越来越
多。”安徽京九丝绸股份公司董事长
马品德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这样说。
吴建华则告诉记者，原来以丝绸

面料等半成品为主导的他们，现在
也在发力设计创新，打造自主品牌。
“我们目前还在快速开发宋锦箱包
新品，已聘请了美国和意大利的设
计师。市场着力点是苏州本地和北
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吴建华这样
说。

而凌兰芳则站在全行业的角度
认为，应加快形成区域性的规模化蚕
茧生产基地，通过种桑养蚕的科技进
步和生产经营模式的变革来推动原
料产业化，建设高产优质稳价集养的
原料供应模式，结束目前低产质差和
乱价散养的原料局面。 此外，凌兰
芳认为，稳定丝价还需政府和龙头企
业在低价时做好相应储备。

丝价猛涨 企业忧多于喜
本报记者 王莹

指导单位：商务部国家茧丝办、中国丝绸协会 联办单位：达利（中国）有限公司、丝绸之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广东丝绸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湖北怡莲阳光丝绸纺织有限公司、鑫缘茧丝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吴江鼎盛丝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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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九银十：丝绸制品线上线下齐增长

在今年的金九银十期间，丝绸制
品在线上电子商务平台以及线下实
体店等销售渠道的整体销量继续保
持旺势，丝绸礼品更像是一匹黑马，
迅速替代传统旺销的蚕丝被，成为电
商渠道销量同比增幅最大的丝绸商
品，增长幅度高达 426.1%。此外，对于
丝绸家纺等大件高级床品来说，消费
者更愿意去线下实体店体验购买。

女性依然是消费主体

“金九银十”，历来是商家必争之
时，丝绸企业也不例外,发力争夺黄金
季节市场份额。
“在这个（金九银十期间）季节，

整个丝绸行业的上半年行情走势已
基本明晰，行家们分析了上半年的走
势，必将在下半年有所行动；而九、十
月间节假日较多，按照消费者心理，
多为花钱投资之时。”业内人士向《中
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在传统门店销售渠道上，记者走

访各地市场了解到，真丝服饰日益受
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10月 12日，记
者在北京市场看到，各种丝绸制品种
类丰富。位于金源燕莎商城的一家品
牌丝绸店，产品从丝巾、睡衣到旗袍
等琳琅满目。
“丝巾价格在 200—700元/条，服

饰价格 800—1600元/件。销售普遍看
好。”燕莎商城某店店长向记者透露。
据了解，今年宏观高档百货零售指数
骤降，九、十月份相比前几个月销售
情况转好。
在《中国企业报》记者对普通消

费者的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男性消费
者普遍表示自己除了领带、蚕丝被之
外基本没有别的丝绸制品，而女性消
费者在丝绸制品的使用方面明显要
多过男性消费者，产品主要集中在桑
蚕丝服装、丝巾、睡衣这几个方面。
在价位方面，消费者们普遍表

示，具体还是要看所使用的丝绸产品
的类型，部分消费者表示能接受价位
较高的高级丝绸制品。而在真假丝绸
制品辨认方面，年轻的消费者表示一

般都分不清真假，只能靠吊牌信息来
予以辨别；但中老年消费者则表示，
可以通过手感和光泽度来辨别真假。
在丝绸制品的打理方面，消费者们普
遍表示丝绸太娇气，比较难打理，一
般都需要送到干洗店或者使用专门
的洗涤液进行洗涤。在品牌方面，大
部分消费者都表示，没有特别喜欢或
者在意的丝绸品牌，多数认可产地为
杭州丝绸品牌。

丝绸家纺，畅销实体店

据淘宝指数显示，在所有的丝绸
制品呈增长之势时，“丝绸家纺”在最
近 30天（9月 12日 至 10月 11日期
间)的搜索指数环比增长 98.8%，与去
年同期相比增长 354.3%，但真实成交
量环比却下降了 100%，成了线上电
商平台唯一负增长的丝绸商品。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国庆期间

走访了长沙友谊阿波罗商场的某丝
绸品牌床上用品专卖店，据其销售人
员介绍，他们经营的高档丝绸家纺的
多件套床上用品，价格从几千元至万
元不等，今年销量较去年保持增长势
头。此外，他认为丝绸家纺在国内消
费者心目中，已逐渐被贴上“万元床
品”、“高级床品”的标签。
“消费者还会因为丝绸难打理的

属性对其望而却步，但我们在销售过

程中会向消费者解释，事实上现在的
丝绸家纺早已实现可水洗机洗。”该
销售员这样说。

记者调查发现，在线上电商平台
遭遇成交冷门的丝绸家纺产品，却在
线下实体店销量激增。
“十月的统计数据还没整理出

来。我们欢莎家纺品牌九月份的销售
量较八月增长了 286%，八月较七月
增长 180%。”丝绸之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凌兰芳欣喜地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

当记者问及各地销售情况如何
时，凌兰芳表示，各地销售情况差不
多。全国各地顶尖商场，像北京燕莎、
杭州大厦、长沙友谊，还有武汉、南京
等地门店销售业绩良好。

达利丝绸（浙江）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寇勇琦则表示，对达利丝绸旗下
各品牌在黄金季节的销售情况表示
满意，“‘十一’黄金周期间，达利丝绸
家纺产品包括真丝靠垫、床品组合和
家居装饰品等在全国几十家外围网
点销售情况佳，尤其在新昌本体商场
一个门店一天的销售额超过 10 万
元。”

丝绸礼品，旺销电商平台

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接受并习
惯网上购物的今天，网络电子商务平

台也逐渐成为丝绸产品的集散地。
《中国企业报》记者调查了解到，

浙江、广东和江苏等地的中等消费者
是丝绸产品电商销售渠道的主要消
费人群，年龄介于 25—29岁之间的
女性消费者。

此外，丝绸制品中的蚕丝被在网
络上的成交量继续攀升。据淘宝指数
（淘宝网和天猫的总数据）统计，“蚕
丝被”30天（9月 12日 至 10月 11日
期间，以下同) 的成交指数环比增长
43.6%，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62.8%。

丝绸服饰销售也呈上扬趋势。
“丝绸睡衣”最近 30天的成交指数环
比增长 19.1%，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37.3%。而“丝巾”最近 30天的成交指
数环比增长 45.4%，与去年同期相比
增长 28.9%。

丝绸礼品的销售增速空前。《中
国企业报》记者查阅淘宝指数数据发
现，丝绸礼品最近 30天的成交指数
环比增长 31.5%，与去年同期相比增
长 426.1%。调查数据显示，其主流人
群也略有变化，还是以女性中等消费
者为主，但年龄增至 40岁—49岁之
间，地域来自浙江、江苏和海外共占
66%。

在“十一”黄金周期间，江苏鑫缘
真丝家纺旗舰店在天猫商场则运用
诸如全场包邮、满 300减 120，减后满
额再送超值家纺等多种促销手段增
加销量。从网店整个成交量来看，鑫
缘的线上销售情况极好。据了解，鑫
缘的蚕丝被在网上价格百元到千元
不等。销量最好的蚕丝被截至 2012
年 10月 13日，近 30天的销量达 145
件，成交指数环比增长 116.1%，与去
年同期相比增长 75.3%。
丝绸制品受到了越来越多线上

消费者的关注和喜爱，一向以 B2B经
营模式为主的万事利企业，也及时调
整方向，转战 B2C模式。“我们万事利
之前的经营模式是 B2B，现在也慢慢
转向 B2C了，我们一直致力于发掘丝
绸的文化属性，将丝绸作为文化礼品
经营，并全方位地开垦中国的丝绸文
化礼品市场。”万事利集团相关人士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这
样说。

本报记者 王莹

达利等 3家企业被加贴“杭州丝绸”地理标志

缫丝工人在生产车间工作

丝绸礼品在线上电子商务平台的搜索指数与成交指数图 数据来源：淘宝指数

婚纱礼服业迈入高速期

婚纱礼服行业是我国纺织品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初步
迈入一个新发展期。
“目前，我国已形成了广东潮汕、广州珠三角地区，苏州等几

个重点的婚纱礼服生产、贸易基地和大型批发市场。婚纱礼服行
业的商品贸易发展，对于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扩大就业有
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会长李建华在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办理结婚登记 1066.7万对，新
人购买婚纱礼服与租赁婚纱礼服比例达到 1：1，婚纱礼服购买
消费 160亿元左右。而据 2010年结婚者调查报告中，婚纱礼服
消费的比例已占据到 88.7%，仅次于婚戒与酒席。同时伴随着人
们生活要求的日益提高以及婚纱本身具备一生一次的传承意
义，人们对于婚纱的质量、设计的要求也在提高，产品种类也开
始纷繁多样。

然而，我国婚纱礼服行业的发展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急
需通过建立行业性组织进行引导和扶植。
“我国婚纱礼服行业生产厂家多、产量大、品种多，但是厂家

经营规模小、知名品牌少，产业链急需更新换代、转型升级。”李
建华表示。

据悉，我国的婚纱礼服企业与纺织品行业其他企业一样，早
期多以小工厂、小作坊为单位为境外知名品牌贴牌生产。在市场
经济时期，尽管人们已经接受了“竞争”的理念，但此行业一直进
行着无序无理的价格战，企业品牌意识不强，毫无核心竞争力可
言，这也成为制约我国出现婚纱礼服类名品、名企的重要症结。
“调整思路，摒弃恶性竞争，创立民族品牌，塑造企业文化是

婚纱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然选择。企业需要这样一个行业组织引
导婚纱企业健康发展，搭建畅通的平台，在行业内产生积极的带
动作用。”李建华向记者表示。

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婚纱礼服委员会应运而生。“相信婚
纱委员会的成立，必将在全国范围内有效整合行业资源、提升行
业形象与知名度、规范行业发展和市场秩序，对我国婚纱礼服行
业的健康稳定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李建华表示。
“婚纱礼服委员会的成立将汇集行业力量来协助企业突破

现有瓶颈，同时也能更加明确企业的发展方向，加快培育中国的
婚纱礼服市场。婚纱礼服委员会成立后将积极主动地开展对行
业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工作，引导市场消费、培育知名品牌，规范
市场秩序，努力提高婚纱礼服行业在国内、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彭桂福向记者表示。

本报记者 王莹

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会长
李建华在婚纱礼服委员会
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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