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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部署稳经济一揽子措施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

稳经济一揽子措施，努力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确保运行在合理区

间。会议部署实施 6 方面 33 项措施，与每个纺织企业都相关。 

 

行业动态——普宁纺织服装集群 

6 月份，《南方日报》记者采访了普宁市纺织服装行业。普宁市，

是广东纺织服装产业集群中总产值最大的县级市，拥有纺织服装企业

6000 多家、产业直接从业人员 31 万人、产业电商从业人员超 30 万

人、省级技术创新专业镇 3 个，2021 年纺织服装总产值超 1200 亿元。

记者了解到，产业链分布分散、价值不高、缺乏龙头品牌等内部困难，

叠加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原材料价格激增、国际形势不稳定等外

部冲击，严峻考验着这个千亿级纺织基地。留人留订单，求变求创新，

首当其冲的小微企业正上演传统纺织业的“破冰记”。“我们一共有 108

台机器，因为订单量不足，现在只开了 40 台左右。”企业主向记者反

映着现状，“但我们再难也没有辞退固定员工”。“这几年我们不求有

钱赚，只要别亏太多，让工厂还能正常运转起来，工人还有活可干、

能拿到工资就可以了。”“今年四五月份我们公司陆续收到了政府给的

技术改造补贴 70 多万元、留抵退税 60 多万元，缓解了一部分现金流

压力，让企业能熬过低谷期。”“我们最终还是希望全球经济预期向好

发展、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人员流动起来，消费需求提升，我们的生

意才能更好。”“我们对未来发展还是充满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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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烟火气”回归 

据行业相关媒体报道，当记者走访杭州“中国服装第一街”，服

装市场一片热火朝天！熟悉的“烟火气”回归啦！衣食住行，“衣”排

在第一。33 年来，作为国内最大的服装集散地之一，“中国服装第一

街”上的从业人员就是凭借每天的高速运转，成就了这片街区的辉煌。 

6 月的杭州，走在杭海路的“中国服装第一街”上，依然是一样

的繁忙与拼劲，不一样的是经历了 3 月份短暂停摆后，商户面临着全

新的市场环境和客户需求：外省客户很多不能来现场拿货、上游工厂

订单量缩减、物流节奏放慢……这些前所未有的考验，让街区从业者

不得不在销售量减少的困境中艰难支撑。但疫情并没有挡住“中国服

装第一街”商户的向往和追求。不少商户都开始关注市场新需求，调

整产品方向，困中寻机、主动求变。而街区和市场方也推出了一系列

政策和服务举措，持续帮扶。稳步上升的客流量，让商户们坚定地相

信，销售旺季就在前方。 

 

海珠区规划中提到的中大纺织商圈规模经济 

4 月 26 日，广州海珠区发布了一份重要文件——《海珠区“十四

五”产业规划（2021-2025 年）（征求公众意见稿）》。文件对海珠区未

来 5 年的产业发展原则、定位、目标以及空间布局、发展举措等，都

给出了明确的规划指引，包括全力建设“一区一谷一圈”、打造“1+6+N”

现代产业体系、重点发展 6 个产业聚集发展重要节点构建产业空间新

格局等。其中：“6”——做大做强六大战略性支柱产业。重点发展新

一代信息技术、现代商贸、高端服务、会展文旅、智能建筑、都市型

工业等细分产业。其中现代商贸板块提到“充分发挥中大纺织商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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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专业平台优势，进一步吸引集聚优质资源，发

展时尚服饰及文创消费行业，打造广州时尚之都核心区和前沿基地。” 

中国快时尚跨境电商 Shein拟设立 5000 万美元基金致力于解决废弃

面料问题 

日前，中国快时尚跨境电商 Shein 宣布与总部位于美国和加纳的

非营利环保组织 Or Foundation 共同成立 ERP 基金，承诺在未来五年

内投入 5000 万美元以妥善处理纺织废料。 

EPR 是一项环境政策，全称为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生产者延伸责任），它要求生产者对消费者不再使用的产品的处置

承担重大责任，并通过改进产品设计，使其可回收或可重复使用，以

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EPR 基金旨在帮助推进生态和社会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设计和实施，重点支持全球二手服装贸易和废弃面料处理。

Shein 表示，此举符合品牌对解决全球纺织品废料管理、促进循环经

济发展以及履行任何其他 EPR 义务的承诺。 

中国纺联对美国禁新疆棉令表示强烈反对 

美国东部时间 6 月 21 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依据所谓“涉

疆法案”，将中国新疆地区生产的全部产品均推定为所谓“强迫劳动”

产品，并禁止进口与新疆相关的任何产品。对此，中国纺织工业联合

会（以下简称“中国纺联”）有关负责人表示，美国所谓“维吾尔强迫

劳动预防法案”正式执行，意味着新疆出产和制造的所有纺织服装产

品均被美国海关认定为“强迫劳动”产品，除非进口商能够证明该产

品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不存在“强迫劳动”。美方制定并实施的所谓“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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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破坏了公平、公正、客观的国际经贸规则，

严重、粗暴损害了我国纺织业界的整体利益，也将危害全球纺织产业

的正常秩序，损害全球消费者的消费权益，中国纺联表示强烈反对。 

 

新疆棉禁令正式实行冲击棉纺织产业 

国内棉花价格跌势猛烈。6 月 24 日，代表内地标准级皮棉销售

的国家棉花价格 B 指数 19347 元/吨，较前周下跌 1361 元/吨，跌幅

6.57%；郑州棉花期货主力合约结算价 17525 元/吨，较前周下跌 2030

元/吨，跌幅 10.38%。2、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加剧，国际棉花价格暴跌。

6 月 24 日，代表进口棉中国主港到岸均价的国际棉花指数（M）报价

148.74 美分/磅，按 1%关税下折算人民币价格为 24539 元/吨，较前周

下跌 1910 元/吨，跌幅 7.22%。3、成本坍塌 涤纶短纤价格继续走低。

6 月 24 日涤短价格为 8450 元/吨，较前周下跌 430 元/吨。4、粘胶短

纤价格处于高位。6 月 24 日，粘胶短纤价格为 15600 元/吨，较前周

上涨 0 元/吨。5、国内外棉纱价格跌势加快。6 月 24 日，纯棉 32S 报

价 28090 元/吨，较前周下跌 495 元/吨；涤纶 32S 报价 13050 元/吨，

较前周下跌 120 元/吨；人棉 30S 报价 18950 元/吨，较前周上涨 50 元

/吨。 

 

人民币纸币里面的新疆棉 

在美国涉疆恶法生效之后，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社交媒体上发

文科普，表示去年新疆棉花产量 512 万吨，占全国棉花产量的 89.5%，

新疆棉不仅是制作精美衣物的原料，还是中国货币人民币纸币的主要

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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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制造，中国企业生产 

近十年来，中国大型上市代工厂陆续向东南亚地区外迁，而越南

则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建厂地之一。例如中国最大的一体化服装代工龙

头申洲国际，原本在浙江宁波起家，目前在东南亚多个国家都有外迁

出来的制衣工厂，在越南有 2.8 万员工，还有 2 家制衣工厂和一家面

料基地。同样，去年 4 月刚刚在深交所上市的国际大牌代工厂华利集

团，也早早就把生产工厂搬到了东南亚。公司在越南投产的 3 个新工

厂，在去年已经陆续达产。作为耐克、彪马等服装品牌的代工厂，华

利集团如今 100%的产能都在海外。此外，台资香港上市代工厂裕元

集团的生产基地主要也在越南。这十年间，像申洲国际这样的纺织行

业上市公司，产能转向越南的趋势不能小觑。据东北证券数据，申洲

国际布局在东南亚的面料产能为 50%，成衣产能有 40%。另一家服装

代工企业健盛集团，在越南拥有海防、安兴、清化三大生产基地，相

关产能占比总产能的 50%。而主业为生产色纺纱线的百隆东方和华孚

时尚，也都在越南建设有纱锭工厂，分别占总产能的 60%和 15%。 

 

全球运输业罢工影响生产和供应链 

据海运网报道，近期，从韩国卡车司机、德国港口工人、英国铁

路工人、比利时工会劳工、加拿大铁路工人、西班牙卡车司机，到数

以千计的美国航空业机师和欧洲航空公司的从业人员，纷纷发起抗议

或罢工行动。通胀引发粮食与能源价格持续飙涨，薪资却是远远跟不

上，于是在全球港口码头、航空公司、铁路、公路卡车司机等引爆了

一波波抗议和罢工行动，正导致各国政局动荡不安、供应链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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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爆满的堆场码头，一边是为薪资待遇抗议罢工的码头、铁路、

运输工人，双重打击之下，船期和交货时长或将进一步延误。目前，

欧洲罢工呈蔓延趋势，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港口未交付货物的积压

情况日益严重。这迫使海运公司优先考虑发运满载货物的集装箱，导

致亚洲出口商至关重要的空集装箱正被大量困在像荷兰鹿特丹港这

样的出口枢纽中。这些主要经济体此起彼伏的罢工行动，对全球生产

和供应链产生负面影响。 

 

溢达动态 

①溢达集团无水染色技术亮相 CCTV 发现之旅频道《未来使命》

栏目；②[十如仕]官宣谢霆锋为品牌代言人；③溢达集团董事长出席

2022 联合国全球契约领导人峰会并分享见解。 

 

5月份我国棉花、棉纱进口量 

据海关统计数据：（一）2022 年 5 月我国棉纱进口量为 13 万吨，

同比减少 4 万吨，减幅 23.53%，环比增长 8.33%。2022 年 1-5 月累

计进口棉纱 63 万吨，同比减少 34 万吨，2021 至 2022 年度（2021.9-

2022.5）中国累计进口棉纱 125 万吨，同比减 42 万吨。（二）2022 年

5 月我国棉花进口量为 18 万吨，环比（17 万吨）增加 1 万吨，增幅

5.9%。同比（17 万吨）增加 1 万吨，增幅 5.9%。2022 年 1-5 月份我

国累计进口棉花 98 万吨，同比减少 28.5%。2021/22 年度（2021.9-

2022.5）累计进口棉花 135 万吨，同比减少 42.35。 

 

中纺联召开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暨五届一次理事会、五届一次常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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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 

6 月 27 日，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在北京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

召开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暨五届一次理事会、五届一次常务理事会。

会议回顾总结了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第四届理事会以来的工作，研究

了行业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工作。会议选举产生第五届理事会负责人、

中国纺联第一届监事会监事，第五届理事会理事、特邀理事、常务理

事、特邀常务理事、特邀副会长。经过选举，孙瑞哲当选为第五届中

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夏令敏当选为秘书长，徐迎新、陈大鹏、李

陵申、端小平、杨兆华当选为副会长。孙晓音、杨金纯、阎岩、梁鹏

程、董清松、谢青当选为第一届监事会监事，孙晓音为副监事长。孙

淮滨、贺燕丽为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首届中国·潮汕国际纺织服装博览会于汕头举办 

5 月 28 日—30 日，首届中国·潮汕国际纺织服装博览会（以下

简称“服博会”）于汕头潮汕博览中心举办。本届服博会以“中国潮·世

界品”为主题，依托国内内衣、家居服、毛衫产业优势，展示新制造、

新产品、新材料、新趋势、新模式，打造一场集品牌推广、文化传播、

展示交流、高端论坛、趋势发布的国际化纺织服装产业盛会，共 248

家展商、500 个品牌、超 10 万件行业展品参展，全面展示“潮派服

饰”风采。省政府副秘书长郑人豪、汕头市委书记温湛滨、中国纺织

工业联合会产业集群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张海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汕

头市长曾风保主持开幕式。省工信厅党组成员、二级巡视员叶元龄，

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黄欣，汕头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项天保，汕头市政

协主席邱奕辉，汕头市委副书记、秘书长赖小卫等出席开幕式。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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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的展厅内，设置有品牌区、毛织区、面辅料区、智能设备展区、

OEM 展区、原创设计展区、平台&跨境展区、时尚发布区、论坛区、

选品对接区等十大主题展区，为到访客商展现了针织内衣全产业链风

采。展会期间还举办了包括 2 场时尚盛典、11 场 30 家品牌参与的时

尚发布秀、4 场高峰论坛、4 场产品对接会以及 2 场产业带游学活动，

唱响纺织服装大发展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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