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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纺织业是南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也是传统的民生产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竞争国际化趋势的日益加剧,

南通市纺织行业在全球的竞争压力愈来愈大。通过对南通市纺织产业发展现状的分析,探讨了南通市纺织发展存在的问

题,对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南通市高端纺织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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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纺织是南通市传统的民生产业,也是具有国际化

特点的新优势产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竞争国际化的

趋势日益加剧,南通纺织行业在全球的竞争压力愈来

愈大[1]。受企业生产规模增长过快、生产技术和设备

较为落后等因素的影响,南通纺织行业普遍存在库存

量高、产能过剩、科技创新能力较弱和融资困难等问

题。另外,我国消费力的外流也客观反映了纺织业供

给已经难以满足内在需求,因此加快南通纺织行业转

型升级迫在眉睫。习近平总书记在在中央财经领导小

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

中也明确要求“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

业迈向中高端”。这些凸显了国家对在经济全球化背

景下加快产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视[2],也为促进南通纺

织产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

1 南通纺织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1 纺织业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现象严重

传统的纺织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同质化竞争现

象严重,包括产品品种的同质化、营销手段的同质化以

及销售渠道的同质化等。产品的同质化直接导致价格

的恶性竞争,导致产品的附加值降低。营销手段的同

质化指面对着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伴随着纺织产业

生产规模的增长过快,库存增多现象明显,众多纺织企

业的营销手段明显缺乏创新性及多样化,促销是使用

频率最高甚至是部分企业唯一依赖的营销手段,导致

企业利润压制到最低。销售渠道同质化指在纺织行业

的竞争程度与日俱增的背景下,企业开拓新的网销、电
销等销售渠道,但这些渠道的狭隘性与同质化导致了

众多品牌狭路相逢,致使批发、专卖等传统渠道已经呈

现出盈利空间不断萎缩的趋势。

1.2 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招工融资难问题突出

随着社会的发展,纺织行业的劳动力成本、生产成

本急剧上升。一是我国的棉产量正逐年下降,导致纺

织基本原料棉花等的价格飞涨,增加了纺织业的制造

成本,进一步削减了纺织业的利润空间,不少南通纺织

企业“抱团”前往东南亚国家购置原材料,无疑增加了

企业的生产成本;二是纺织企业劳动力紧缺,工人平均

年龄偏大成为一种常态,企业迫切需要具有生产实践

经验的熟练工,招工难用工难的问题成为制约南通纺

织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三是受贷款门槛高的影

响,中小纺织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过高,国家给中小

微企业的专项贷款要求较高,银行还要求提供抵押和

担保,甚至还要第二担保、多企业联保,致使企业在资

金方面举步维艰。

1.3 技术设备落后,综合竞争力不强

南通大部分纺织企业生产设备的自动化、智能化、
数字化水平不高,更新速度较慢,生产效率难以提高,
且传统设备能耗大,生产废弃物对环境有一定的污染,
不利于可持续性发展。目前南通市棉纺织行业自动化

水平仅为60%左右,而发达国家及地区已达到90%以

上,在生产效率、产品质量、生产成本等方面与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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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还有一定的差距。在技术创新上,大部分纺织企业

研发资金长期投入不足,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紧密

合作关系不足10%,部分企业还停留在原有的技术层

面,缺乏自主创新意识。

1.4 印染发展相对滞后,环境问题亟待解决

印染行业属于纺织产业的后道加工工序,南通印

染行业的发展水平较为滞后。一方面,中低档产品的

印染及后整理加工能力相对过剩,而生产中低档面料

的印染加工会产生有害化学物质,对环境污染较严重,
不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目前印染设备及

加工技术等处于较低水平,高档面料的染色和后整理

不能满足国际化需求,高档面料的染整需送往外地,使
得生产成本增加,而服饰面料和家纺面料又需大量进

口,导致整个行业产业链发展受到影响。

2 南通纺织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建议

南通纺织行业要坚决执行国务院所提出的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用改革和创新带动企业的转型升级,提高

企业的生产效率。要在现有纺织制造能力的基础上提

升科技研发水平,加强自主创新,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

理念,增强新产品开发能力,加速推进创新成果向产业

化转移,形成一种具有全球化信息和知识吸纳能力与

自我创新能力相结合的创新体系。

2.1 创新机制体制,推动纺织产业创新联盟建设

有效发挥政府职能作用,完善支持南通纺织产业

发展的政策法规,规范纺织企业的行为,推动纺织产业

转型升级。由政府搭建平台,依托 “江苏省家纺设计

及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纺织丝绸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等机构,进一步完善南通市纺织行业

专家库,整合国内纺织行业优质科技资源,加强对新工

艺、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引导企业树立质量

为先的经营理念,采用卓越绩效管理、零缺陷等先进的

质量管理技术和方法,重点解决纺织、染整加工过程中

出现的共性问题[3]。联盟积极引导企业争取国家专项

资金,利用好市级和区县级财政资金,加大企业科技研

发投入,做好研发基地、创新平台、技术改造和品牌推

广等方面工作,推动质量管理、环境管理和职业健康管

理体系的建设。

2.2 坚持智能装备,提升高端纺织制造水平

装备制造业是南通高端纺织产业发展的关键环

节,其关联度高,技术资金密集,是纺织产业技术进步

和升级改造的重要保障。首先,鼓励企业积极开展技

术装备的自主化开发工作,推进纺织机械自动化、数字

化、网络化生产,构建纺织机械制造的信息管理系统,
实现生产实时在线监测和自适应控制,引领纺织产业

走向高端。其次,以纺织龙头企业自动化、智能化生产

线为试点,推广建设智能化制造生产线和数字化工厂,
建立智能化管理体系,整合供应链、设计、生产和销售

等环节[4],将“云工厂”与电子商务相结合,实现远程制

定、异地设计、协同生产等信息技术,减少人工依赖,降
低劳动强度和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最后,将人工智能技术与纺织技术相结合,研发具有智

能化及特殊功能的纺织品服装应用于运动休闲、健康

监测、军事和航天等领域。建立智能化服务平台,使制

造企业、生产性服务机构、消费者三者结合,优化客户

服务,推广个性化定制和批量定制。

2.3 以标准为引领,实施品牌战略,提升产品竞争力

鼓励南通纺织企业与国际上领先企业对接,支持

企业参与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促进技术

标准与科研和自主知识产权相结合,提升南通纺织产

品形象,支持企业制定品牌发展战略,引导企业推进品

牌向多元化、系列化、差异化方向发展,打造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南通品牌”。一方面,引进国内外优秀的生

产、设计和营销人才,改变以往“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观

念,着力培养国际知名品牌,打响江苏高端纺织业在国

际上的知名度,为我国的高端纺织产业打开国际市场

创造一个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鼓励南通品牌企业

“走出去”[5],通过合作创品牌、收购国外知名品牌和自

创品牌等多种途径,聚集优势资源扩大自主品牌的市

场占有率和知名度,加大培育服装家纺品牌力度,提升

自主品牌价值,把品牌转化为企业的无形资产。另外,
紧紧围绕消费者消费心理的变化趋势,深入分析市场

需求,加强纺织化纤新型功能纤维品种的研发,定期发

布纺织产品流行趋势及需求趋势,进一步适应并满足

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

2.4 建立人才激励机制,服务高端纺织发展

2.4.1 “内培外引”人才战略保障机制

纺织行业的竞争,人才是根本。一方面要加强纺

织人才的培训,提高纺织人才的技术技能水平。加大

对企业员工的培训力度,培养具有工匠精神的纺织人

才,对于有条件的纺织龙头企业,可以让员工“走出去”
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理念,捕捉国际流行趋势,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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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本土企业发展更具前瞻性和国际化视野。政府也

要从政策和财政上扶持纺织企业的人才培训,从而解

决中小企业员工技能不高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引进高

端纺织人才落户本市,重点引进纺织服装技术科研人

员及高层次的复合型经营管理人才,政府在政策上给

予积极引进人才的企业一定的奖励,给予引进的人才

在住房、薪资、子女就学等方面优惠和便利,为南通高

端纺织发展保驾护航。

2.4.2 建立校企合作育人新机制

以培养适应南通纺织产业建设需要的人才为目标,加
强企业、高校、行业之间的联系,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加强与东华大学、苏州大学等纺织知名高校的对接,依托

高校、科研院所的技术研发优势,以项目合作、产品开发为

抓手,加强纺织企业和科研院所在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交

流合作,引导企业申报和建设国家、省、市级企业技术中

心,促进南通纺织企业创新发展。同时,企业、行业、学校

三方可以通过共同开发课程体系构建专业教学标准体系,
共建教学团队,加强专兼职结合的队伍建设等方式联合培

养纺织企业所需人才。

2.5 以绿色生产为主线,确保可持续发展

2.5.1 强化政府监管力度,构建绿色纺织制造体系

产业政策应制定严格的准入标准,从源头上削减

纺织行业对环境污染的程度。当前应做到4个方面:
一是政府对环保未能达标的企业实行一票否决制,同
时限制对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投资,进一步完善清洁

生产体系;二是职能部门进一步加强清洁生产标准和

评价方法的宣传培训,鼓励企业加大对高能耗、高污染

设备的淘汰,推动清洁生产审核和绩效评估;三是构建

以先进技术为抓手,以达标管理为目标,以环境保护为

中心,以节能减排和循环利用为重点,以监督检查为手

段的高端纺织行业绿色生产体系;四是支持企业推行

新节能技术、新工业装备的应用,开发绿色纺织产品,
推行生态设计,提高产品能效环保低碳水平,提高节能

减排和循环利用水平,打造绿色供应链[6],政府可在税

收、银行信贷等方面出台一定的激励措施。

2.5.2 推进生态染整加工,形成绿色发展模式

为增强高端纺织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顺应全球

范围内的绿色经济的潮流,纺织行业应以工艺创新为

主线,改变传统的高污染、高排放的旧格局,降低企业

的排污与浪费。印染企业在节能减排、清洁生产、绿色

环保上下功夫,引进和改造无水少水印染装备,扩大数

码印花的应用,提高印染和后整理技术装备水平,推广

应用经轴染色、免松纱免络筒、全自动染纱生产线等先

进低排污工艺技术,从工艺源头上降低对环境的污染,
形成绿色发展模式。

2.6 建立银企合作模式,完善金融组织机构

政府应当鼓励各银行不断拓展新的融资产品,扩
大对依法合规经营、信用状况良好纺织服装企业的贷

款力度,推进品牌质押贷款的实施,对有核心技术、产
品市场占有率高、行业领先型的高端纺织企业给予优

惠贷款利率支持;鼓励银行简化对纺织服装企业贷款

后办理无还本续贷或“借新还旧”手续,以缓解纺织服

装企业续贷难问题。同时建立多渠道融资新机制,鼓
励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建设高端纺织产业基金,支持

企业通过融资租赁方式加快技术升级。进一步推进信

用信息服务网络和数据库建设,建立“信息共享、信用

共建、政策激励、多方利用”的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平台,
推进中小企业信用等级评定工作。

2.7 建设“互联网+纺织”新模式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建立“集群产

业云”,构建覆盖面广、系统全面、使用便捷的“云端”服
务新体系,为企业提供技术、信息、产品开发、人才培训

等服务。推进产业集群“云服务”平台建设,实现集群

服务升级。创建新的移动互联网共享供给链,顺应新

兴的微供市场发展,进一步完善以管委会为主体的微

社群体,推广“采源宝”等 APP的应用,形成顺应时代

潮流的新营销模式。通过资源整合和流程优化,实现

拼单式生产和个性化生产,建设、开发、设计和应用数

据统一管理的“设计师公共服务云平台”,利用“互联网

+”模式打造纺织业的最后一公里服务。

参考文献:

[1] 孙瑞哲.新起点,新跨越———“两个百年”目标下的产业发

展新蓝图[J].纺织导报,2016,(1):21-24.
[2] 宁国富.供给侧改革带来什么[J].中国邮政,2015,(12):1.
[3] 王世文.传统支柱产业转型升级对策研究[J].苏州科技学

院学报,2012,(1):12-16.
[4] 赵春梅,张怀良.促进纺织产业新技术的应用及发展[J].科

技导报,2016,(17):99-101.
[5] 沈思远,陈建明.南通纺织服装产业转型的思路及对策[J].

南通职业大学,2011,(2):1-5.
[6] 王天凯.创新引领 纺织产业集群加快六方面转型[N].中

国工业报,2016-06-07.
(下转第7页)

·3·     2018年第10期            进展与述评




并系统研究后,为中老年人群设计开发出真正适合且

被需要的多样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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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SituationandProspectofClothing
forMiddle-agedandElderlyPeople

SUNYu,XUEZhe-bin*,LIUJian-li,HUANGYun,LIAi-sheng
(KeyLaboratoryofScienceandTechnologyofEco-Textiles,

MinistryofEducation,JiangnanUniversity,Wuxi214122,China)

  Abstract:Atpresent,therewerefewintelligentclothingforthemiddle-agedandelderlypeopleathomeandabroad,andmostof

themfocusedontheneedsofmedicalcare,whileneglectedtheneedsofphysicalandmentalentertainment.Theshortcomingsofintel-

ligentclothingformiddle-agedandelderlypeopleatpresentwerediscussed.Thedevelopmenttrendofclothingformiddle-agedand

elderlypeopleinthefuturewasprospected.

Keywords:middle-agedandelderlypeople;smartclothing;functional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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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High-endTextileIndustry
inNantongundertheBackgroundofEconomicGlobalization

WANGSheng
(JiangsuAdvancedTextileEngineeringTechnologyCenter,JiangsuCollege

ofEngineeringandTechnology,Nantong226007,China)

  Abstract:TextileindustrywaspillarindustryofNantong'seconomicdevelopment,anditalsowastraditionallivelihoodindustry.

Withtheincreasingtrendofeconomicglobalizationandtheinternationalcompetition,textileindustrywasfacingmoreandmorepres-

sureinglobalcompetition.ThedevelopmentstatusoftheNantongtextileindustrywasanalyzed.DevelopmentissuesoftheNantong
textileindustrywerediscussed.Someadvicesaboutthetransformation,upgradinganddevelopmentoftheNantonghigh-endtextile

industryunderthebackgroundofeconomicglobalizationwereputforward.

Keywords:economicglobalization;high-endtextile;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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