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装行业产业集群情况

一、中国服装产业集群现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已发展成为全球

第一大服装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2009年，

我国全社会完成服装总产量400亿件，规模以上

企业完成产量237.50亿件；完成服装及衣着附件

出口1070.51亿美元和259.82亿件。据国家统计

局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25342.7亿元，同比增长15.5%，其中，服装类

消费增长18.8%。服装消费增速明显超过全国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服装生产和销售的70%来自于服装产业集

群。随着服装产业的发展和壮大，中国服装产业

集群的集聚效应越来越明显，各个服装产业集群

的发展有共性也有差别：有的以单类产品闻名，

有的以贸易方式闻名，如江苏常熟的羽绒服、浙

江嵊州的领带、福建省晋江、石狮的休闲服、广

东省东莞虎门的女装。在九批164个纺织服装产

业基地市（县）特色城（镇）中，共有39个服

装产业特色城（镇），其中福建省8个、江苏省8

个、浙江省6个、广东省7个、山东省2个、河北

省3个、上海市1个、安徽1个、江西省1个、湖南

省1个、河南省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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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闻名，如江苏常熟的羽绒服、浙江嵊州的领带、福建省晋江、石狮的休闲服、广东省东莞虎门的

女装。在现九批 164 个纺织服装产业基地市（县）特色城（镇）中，共有 39 个服装产业特色城（镇），

其中福建省 8 个、江苏省 8 个、浙江省 6 个、广东省 7 个、山东省 2 个、河北省 3 个、上海市 1 个、

安徽 1 个、江西省 1 个、湖南省 1 个、河南省 1 个。

中国服装产业基地市（县）特色城（镇） 

省 地级市 县级市 街道（镇） 名称 批次 序号

保定 容城县  中国男装名城 4 1 

邢台 宁晋县  中国休闲服装名城 6 2 

河北 

邯郸 磁县  中国童装加工名城           4 3 

潍坊 诸城市  中国男装名城 2 4 山东 

临沂 郯城县  中国童装加工名城 4 5 

河南 郑州 二七区  中国女裤名城 9 6 

扬州 高邮市  中国羽绒服装制造名城 4 7 

常州 金坛市  中国出口服装制造名城 1 8 

常熟市  中国休闲服装名城 1 9 

海虞镇 中国休闲服装名镇 2 10 

 

 

 

江苏 

8 

 

 

苏州 

常熟市 

沙家浜镇 中国休闲服装名镇 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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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里镇 中国羽绒服装名镇                   4,9 12 

虞山镇 中国防寒服名镇 6 13 

吴江市 桃源镇 中国出口服装制造名镇 6 14 

安徽 芜湖 繁昌县 孙村镇 中国出口服装制造名镇 9 15 

上海  松江区 叶榭镇 中国品牌服装制造名镇 6 16 

湖州 吴兴区 织里镇 中国童装名镇                1,9 17 

 81 1 城名造制装服口出国中 市湖平 兴嘉

诸暨市 枫桥镇 中国衬衫名镇 1 19 绍兴 

嵊州市  中国领带名城  20 

瑞安市  中国男装名城 2 21 

 

浙江 

6 

温州 

乐清市  中国休闲服装名城 2 22 

江西 九江 武宁县 共青城开发区 中国羽绒服装名城 5 23 

 42 9 城名裤女国中 区淞芦 洲株 南湖

丰泽区  中国童装名城 6 25 

英林镇 中国休闲服装名镇 2 26 晋江市 

新塘街道 中国运动服装名镇 3 27 

石狮市 中国休闲服装名城 1 28 

蚶江镇 中国西裤名镇 2 29 

灵秀镇 中国运动休闲服装名镇 2 30 

宝盖镇 中国服装辅料服饰名镇 3 31 

 

 

福建 

8 

 

 

泉州 

8 
 

石狮市 

凤里街道 中国童装名镇 4 32 

潮州   中国婚纱晚礼服名城 1 33 

汕头 潮南区 峡山街道 中国家居服装名镇 3 34 

博罗县 园洲镇 中国休闲服装名镇 9 35 惠州 

惠城区  中国男装名城 3 36 

东莞  虎门镇 中国女装名镇 1 37 

中山  沙溪镇 中国休闲服装名镇 1 38 

 

 

广东 

7 

佛山 禅城区 祖庙（环市）街道 中国童装名镇 1 39 

长期以来，产业集群在我国服装产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东南

沿海服装产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逐渐加大，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生产规模已趋稳定，开始进行产业

重新定位。一方面加快提升产业发展水平，一方面加速向内陆梯度转移。但整体来看，广东、浙江、

江苏、山东和福建五省仍将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据我国服装生产的主导地位，短期内，服装产

业生产格局不会发生更大变化。

二、

中 国

服 装

2009 年服装产量（万件） 同比±% 比重%

东部地区 2080562 13.10 87.60

中部地区 268354 29.96 11.30

西部地区 26097 21.16 1.10

长期以来，产业集群在我国服装产业发展

中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特别是金融危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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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生产规模已趋稳定，

开始进行产业重新定位。一方面加快提升产业发

展水平，一方面加速向内陆梯度转移。但整体来

看，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和福建五省仍将在

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据我国服装生产的主导

地位，短期内，服装产业生产格局不会发生更大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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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服装产业集群特征 

（1）集群内企业量质齐升，集群发展进入新阶段 

根据各服装集群统计数据，各服装产业集群的服装产业经济总量在当地工业经济总量中的比重，

最小占 20%，多至 80%以上。与 2005 年相比，大部分集群规模以上的服装企业数量已经翻倍，服装产

量和出口额同比增长也普遍超过 60%。比如“中国休闲服装名镇”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至 2009 年底，

全镇共有纺织服装企业 2186 家，比 05 年增加了 1245 家，增幅为 132%，产值为 136 亿元，对比 05 年

增幅为 126%。 

企业数量增加的同时，也伴随着产业发展水平的提升。在产业集群内，很多企业从“产品经营”

向“品牌经营”转变。随着企业联合、整合、重组的进行，规模以上的企业逐渐增多，并开始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着力进行企业转型提升，实现从 OEM 加工向自主设计、自主创牌转变。 

（2）打造区域品牌，集群发展涌现新思路 

在服装产业集群发展的过程中，各地政府积极支持倡导创建区域品牌。近年来，在政府和行业协

会的组织引导和推动下，产业集群对外经常以整体形象出现，在宣传推介、展览展示甚至是产品标识

上，开始出现区域品牌的形象应用。 

区域品牌的倡导以浙江和广东两省最为突出。“中国领带名城”嵊州通过每年举办“中国领带节

暨真丝产品博览会”，增强了“嵊州领带”的区域名牌宣传力度，提高了嵊州领带和企业的知名度，

使“嵊州领带”成为全国知名区域品牌；广东顺德“均安牛仔”的区域品牌和地理标志也赢得国内同

行业广泛关注与认同，“均安牛仔”整体形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正在不断增强，目前均安向工商部门

成功申报了“均安牛仔”地理标志；浙江平湖服装区域品牌的图案也已初步确定，并正在向平湖市工

商局申请注册。 

（3）集群内产业链日趋完善，集群发展增添新动力 

    随着集群的发展壮大，很多服装产业集群由原来的单一的生产型企业集聚，走向产业链条上各个

环节相关的企业聚集。上下游产品配套生产企业，相应的服装商贸、品牌设计和研发中心，以及与服

装、服饰业相关的展览业、辅料业、服务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从电子商务到现代物流，从专业市场

到研发中心建设，从产品检测到技术研发设计，从幼儿园、图书馆到银行等配套设施建设……产业集

群相关产业链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全面推动了服装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 

（4）内陆承接梯度转移形成新集群，集群发展呈现新动向 

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服装产业发展势头迅猛，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了新的产业

集聚。但从产量绝对值来看，中西部地区还远未能成长为支撑我国服装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与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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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提升。在产业集群内，很多企业从“产品

经营”向“品牌经营”转变。随着企业联合、

整合、重组的进行，规模以上的企业逐渐增多，

并开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着力进行企业转型提

升，实现从OEM加工向自主设计、自主创牌转

变。

（2）打造区域品牌，集群发展涌现新思路

在服装产业集群发展的过程中，各地政府积

极支持倡导创建区域品牌。近年来，在政府和行

业协会的组织引导和推动下，产业集群对外经常

以整体形象出现，在宣传推介、展览展示甚至是

产品标识上，开始出现区域品牌的形象应用。

区域品牌的倡导以浙江和广东两省最为突

出。“中国领带名城”嵊州通过每年举办“中国

领带节暨真丝产品博览会”，增强了“嵊州领

带”的区域名牌宣传力度，提高了嵊州领带和企

业的知名度，使“嵊州领带”成为全国知名区域

品牌；广东顺德“均安牛仔”的区域品牌和地理

标志也赢得国内同行业广泛关注与认同，“均

安牛仔”整体形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正在不断增

强，目前均安向工商部门成功申报了“均安牛

仔”地理标志；浙江平湖服装区域品牌的图案也

已初步确定，并正在向平湖市工商局申请注册。

（3）集群内产业链日趋完善，集群发展增

添新动力

随着集群的发展壮大，很多服装产业集群由

原来的单一的生产型企业集聚，走向产业链条上

各个环节相关的企业聚集。上下游产品配套生产

企业，相应的服装商贸、品牌设计和研发中心，

以及与服装、服饰业相关的展览业、辅料业、服

务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从电子商务到现代物

流，从专业市场到研发中心建设，从产品检测到

技术研发设计，从幼儿园、图书馆到银行等配套

设施建设……产业集群相关产业链的完善，在一

定程度上全面推动了服装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

（4）内陆承接梯度转移形成新集群，集群

发展呈现新动向

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服装

产业发展势头迅猛，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了新

的产业集聚。但从产量绝对值来看，中西部地区

还远未能成长为支撑我国服装产业发展的主要力

量。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的产量较低，但

是产业梯度转移的趋势已经形成。2009年，河南

省郑州市二七区、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获得“中

国女裤名城”称号；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县孙村镇

获得 “中国出口服装制造名镇”称号。而在江

西、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等中西部地区以及

辽宁等东北地区，也开始出现服装产业集聚，这

综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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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产业集群的发展出现了新动向。

（5）集群内企业营销转向多元化，集群发

展出现新变化

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市场营销则掌控着

企业的生命线。服装产业集群发展初期，企业发

展主要依靠OEM加工、出口业务。但2008金融

危机以来，由于人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上涨、人

民币升值带来的种种压力，外贸出口型企业面临

无单可接、不敢接单、利润变薄等现实问题。为

此，后危机时代，外贸依存度高的产业集群已经

率先进行多元化探索，通过加强产品研发，加快

创建自主品牌，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实现企业

的转型升级。部分企业走出国门，充分利用东盟

等地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在越南、柬埔

寨等东南亚国家设厂，或者通过收购纺织服装企

业，实现国内外市场一体化。

在浙江乐清市，11家企业共同出资组建乐

清市联盟服装实业有限公司，旨在创立并运营品

牌服装，以乐清服装生产企业为品牌服装生产

基地，运用新的服装营销模式，实现厂家产品直

销；在国外设立子公司、注册服装品牌，在国际

市场直接销售乐清服装产品，承接外贸一手订单

并下单给乐清服装生产企业。

三、中国服装产业集群发展面临的机遇

（1）政府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近年来，各产业集群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平

台建设，着力优化产业集群发展的“软环境”，

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产品研发、质量检测、信息

化、现代物流电子商务和培训等服务，提升中小

企业的技术开发和企业管理水平，使平台真正成

为整合、共享、服务、创新的实践基地，进而推

动产业集群的优化升级。构建产业集群公共服务

平台，是加快产业集聚、培育产业集群的重要保

障措施，也是政府推动产业集聚、培育产业集群

的着力点。

（2）基础设施和配套产业日益完善

在产业集群地，工业园区建设是一大特色，

是政府扶持当地服装产业发展的一大举措。在产

业集群完成企业量的集聚后，为了让广大服装企

业由劳动密集型逐步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过渡，

大部分产业集群都建立起相应的服装商贸、品牌

设计和研发中心，与服装、服饰业相关的展览

业、面辅料业、服务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如今，

打造服装制造企业聚集地、设计师聚集地、品牌

聚集地、时装信息集散地、流行发布聚集地已经

成为服装产业集群新的目标。

（3）后危机时代企业转型意识增强

在服装产业集群中，服装企业大多为中小型

民营企业，实力弱、核心竞争力和自主知识产权

缺乏，生产型企业占较大比重，企业亟待转型提

升。经历金融危机洗礼之后，很多企业开始意识

到，长期的OEM生产方式，使企业丧失了开发新

技术、建立新品牌的动力和能力，企业的持续性

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因此，部分企业在后危机时

代开始主动谋变，通过在品牌、质量、设计等诸

多方面下功夫，寻求突破之路。

（4）集群龙头企业示范作用显著

中国服装行业经过十余年的品牌发展，目

前已有一些品牌服装企业脱颖而出，这些企业的

示范作用非常明显。不管是在品牌运作，营销模

式，产品设计还是企业管理上，他们的成功经验

和发展模式一直被中小企业所关注，某种程度上

引导了更多的规模企业开始做大、做强。如今，

大部分服装产业集群都开始紧抓龙头企业的示范

效应，通过“以大带小”的方式促进整个集群发

展、壮大。

（5）行业协会组织自律和引领作用凸显

目前，在产业集群地，几乎都完成了行业协

（商）会的组织建设。这些行业组织的重要作用

已开始显现。作为企业与政府间的桥梁纽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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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协会组织在价格自律、竞争规范、市场准入、

规模发展、市场培育、贸易促进、标准检验．品

质认证、创新保护等方面发挥协调规划、监督和

促进作用，使行业形成创新的市场氛围和健康的

竞争环境。

四、中国服装产业集群发展面临的挑战

1、土地及劳动力资源短缺制约集群发展

企业的壮大必然伴随着规模的扩张，可由于

产业集群发展早期缺少规划，或者是集群规划和

企业扩张不能匹配时，土地资源供应量不足就成

为产业集群发展的瓶颈。职业工人短缺也给服装

企业带来发展压力。近年来，服装企业缺工现象

严重，有些企业甚至整年都处在缺工状态中，严

重影响到企业的正常生产、运营。其次，在服装

企业的管理、研发、营销等环节，由于中、高级

专业人才的缺乏，使得企业技术能力与发展规模

明显不相适应。

2、成本上升给产业集群发展带来极大影响

劳动力短缺，直接导致用工成本不断上涨。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服装行业工人人均工资上

涨20-30%，大大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与此同

时，在环保、社会责任等方面，企业所需要承担

的责任也日益增加。成本上升，利润空间减少给

企业效益持续提高带来较大的压力。一些小企业

难以消化快速上涨的成本，举步维艰。此外，大

部分产业集群内的服装产品，中低端产品比重较

高，成本上升给产业集群发展带来极大影响。

3、产业集群升级缓慢

一是规模化进程缓慢。除大企业以外，大部

份服装企业规模偏小，实力偏弱，对市场的适应

能力差，应对措施不力，营销模式僵化，产能空

置现象较为普遍，特色产业延伸发展速度不快，

市场空间过窄，集群优势不明显。

二是产业竞争力不足，不少企业的品牌含金

量较低，经营方式落后，自主品牌的知名度和产

品附加值不高，产品开发能力弱，产业链缺失现

象比较普遍，如服装面料和辅料开发滞后，大部

分仍需从外地购进。

4、出口形势严峻，内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全球金融危机为整个行业敲响了警钟。在国

际市场需求减少，国际贸易壁垒不断翻新的情况

下，我国服装产业的外贸出口风险日益加大。今

年，通胀预期和人民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增大企

业的经营成本，压缩企业利润空间，上半年出口

型企业大部分处于微利甚至亏本经营状态，一些

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剧，面临洗牌出局的现实困

境。

内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很多外贸型

企业开始转向国内市场，让本来就已经趋于饱和

的市场竞争开始进入白热化。如何寻求突围，保

持企业健康发展，也成为服装产业集群必须思考

的问题。

5、规模企业发展的不确定性

后危机时代，规模企业靠量取胜、粗放式管

理、简单化经营的模式受到考验。改变家族式管

理模式，引进和培育人才，推进管理方式和手段

的现代化，强化企业内部精细化管理，努力提高

产品质量，是规模企业加快提升、增强核心竞争

力的发展方向。

同时，一些企业家在积累一定财富之后，发

展的欲望减弱，新上项目少，投资规模小，企业

发展后劲不足。更有一些企业家过于短视，在主

业不牢固的情况下过早地涉足多元经营，进军房

地产、资本、资源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企业发展的不确定性。

结束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集群发展迅速，在

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

综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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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产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全国各地形成了众

多的服装产业集群地区，这些集群地区产业集中

度高，产品特色突出，企业数量众多，配套相对

完整，规模效益明显，产业与市场互动发展。

产业集群的发展轨迹历经了80年代的产生和

90年代的发展之后，迎来了如今的产业梯度转移

和结构调整升级阶段。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

的最后一年，也是确定“十二五”规划的一年。

中国服装业在完成规模扩张的使命后，量的增长

不再是第一目标，以价值创新为核心的品牌发展

将成为新的历史任务。各产业集群需加快产业结

构调整步伐，围绕科技进步、品牌建设、产业转

移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进而推动服装大国向服

装强国转变。

                                      

                 （中国服装协会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