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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章
制造业

１. 纺织及服装
2021年对于中国纺织服装行业是跌宕起伏的一年，

既有欧美服装市场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实现复苏以及一度转
至东盟地区的生产线重返中国等利好因素，又有原材料价
格和海运成本飙升、人民币升值、电力供应限制、国内市场
增速放缓等不利因素。

由于欧美市场复苏、生产线重返中国的利好影响大大

超出了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订单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

中国纺织制品出口自2014年以来时隔七年再创历史新高。但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企业业绩出现下滑。

从2021年中期开始，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越南等

地的生产订单开始重返中国，制衣厂与面料工厂开工率大幅

提高。设备投资也越发活跃，设备工厂及零部件工厂的业绩

实现增长。但是，9月份因煤炭紧缺、政府收紧环保政策等

原因，各地纷纷采取限电措施，导致江苏省苏州市吴江以及

浙江省绍兴市纺织产地工厂陷入“有订单却无法生产”的局

面。虽然从10月中下旬开始限电情况有所缓解，但受限电影

响，蒸汽能源等能源价格上涨，对本已因原材料价格高涨而

陷入困境的工厂的利润构成了压力。

国内服装市场在受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的2020年2、

3月份封城、限行影响而走低后，2021年上半年出现了强

劲反弹。1-6月，服装类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了

33.7％。引人注目的是，专注于线上销售的品牌也取得了不

错的业绩。上半年储蓄带动服装类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增长

12.7％，但8月以来服装市场因经济放缓而下滑，8-12月连续

五个月为负增长。

中国纺织及服装产业的动向

2021年的生产动向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1-11月主要纺织品的产量

为：纱产量2,605万吨（同比增长10.1％），布产量357亿米（同

比增长8.5％），均超上一年同期的业绩。服装市场复苏等新

冠肺炎疫情后的反弹已经显现。

另一方面，上一年，无纺布因防疫物资等特殊需求而增

加14.4％，今年则减少1.5％，为561万吨。

化纤6,139万吨，增长10.3％。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推

动了国内体育市场的增长，同时全球对弹性家居服等产品

的需求不断扩大。在此背景下，材料巨头企业积极开展中游

投资。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在上一年陷入困境的服装类产

量增长8.5％，达到213亿件。

表1: 2021年1-11月纺织品产量
商品 单位 产量 同比（％）
纱 万吨 2,605 10.1
布 亿米 357 8.5

无纺布 万吨 561 △1.5
帘子布 吨 75 24.7

化学纤维 万吨 6,139 10.3
其中合成纤维 万吨 5,623 10.5

服装 亿件 213 8.5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等- - -
对象企业:- 主营业务年收入2,000万元以上
-

2021年国内消费形势
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0,823亿元（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同比增长12.5％。其主要原因是2020年上

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强烈影响后，2021年开始出现消费回

落。另一方面，单月同比增幅自4月份以来持续收窄，12月份

仅为1.7％。

其中，2021年服装类（服装、鞋帽、针织品）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13,842亿元，增长12.7％（图1）。12月份为1,487亿

元，同比下降2.3％，8月份以来连续五个月负增长。

2021年网上零售额为130,884亿元，同比增长14.1％。

线上商品零售额108,042亿元，增长12％。其中，服装类增长

8.3％。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国内服装市场销售渠道迅速向

线上转移。因而2021年上半年，专注于线上销售的品牌以及

线上线下双管齐下的实体店品牌的销售额均有所增长。

下半年，受服装市场行情走低以及短视频平台“抖音”

直播带货形式的服装直销增加的影响，部分此前一直表现

强劲的专注线上销售的品牌的增速开始减退。

从品类来看，时尚奢侈品牌和运动品牌总体表现良好。

奢侈品牌表现突出的原因在于此前消费者一直在海外进行

奢侈品消费，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无法出国旅游，导致这些

消费回归了国内。运动品牌表现良好是因为在北京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的影响下，体育锻炼人口增加，以及商业风格休闲

化的影响结果。

此外，消费者中Z世代（1995年以后出生）的存在感增

加，他们更为支持国内设计师品牌，售卖这些品牌的精选商

店在商区中出现得越来越多。在新冠肺炎疫情后的户外热潮

的拉动下，户外品牌的业绩逐渐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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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国服装类销售额同比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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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21年贸易趋势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包括纺织品（纱、布、制成品）

和服装（含衣着附件和帽类）在内的2021年纤维制品出口额

达3,155亿美元，同比增长8.4％。这不仅比新冠肺炎疫情前

2019年高出16.2％，而且也是2014年以来时隔7年首创新高。

口罩等出现反弹下滑的纺织品下降5.6％，为1,452亿美元。而

欧美市场回暖、生产线回归中国的服装类增长24％，为1,703

亿美元。

服装进口增长近30％，达到123亿美元。消费者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无法出国旅行，海外高价商品消费回归国内的

现象，在数据中得到了反映。-

表2: 2021年中国纺织品进出口统计（单位：亿美元）
出--口

2021年 同比（％） 对比2019年（％）
纺织品 1,452 △5.6 21
服装 1,703 24 12
合计 3,155 8 16

进--口
2021年 同比（％） 对比2019年（％）

纺织品 162 15 3
服装 123 30 38
合计 285 21 16

注:- 纺织品为丝、布、制成品。服装包括衣着附件和帽类
资料来源:- 中国海关总署
-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按出口地统计的纤维制品出口数

据显示，出口到日本、德国和英国的纤维制品因上一年新冠

肺炎疫情中口罩需求激增，2021年回落，出口远低于上一年。

而对美国、韩国的出口量则因服装市场回暖而呈增加趋势。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制衣厂开工率一度下滑的孟加拉和

越南从下半年开始恢复运转，因而中国对其原材料出口开始

增加。

进口方面，来自意大利和法国的服装进口同比增长超过

60％，可以看出中国奢侈品消费的增长态势。在生产线由东

盟地区回流中国、欧美品牌抵制新疆棉的背景下，来自印度

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纺织品进口也大幅增加。

-

表3、表4:2021年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情况（排名前
十的国家和地区）

出--口
排名 目的地 亿美元 同比（％） 占比（％）

全球 3,227.1 9.0 100.0
----东盟 496.6 25.0 15.4
----欧盟(EU) 485.1 △10.0 15.0

① 美国 580.9 5.0 18.0
② 日本 203.9 △6.9 6.3
③ 越南 177.4 18.4 5.5
④ 韩国 104.0 11.2 3.2
⑤ 德国 97.5 △17.9 3.0
⑥ 英国 92.2 △28.0 2.9
⑦ 孟加拉国 85.8 57.7 2.7
⑧ 俄罗斯 72.6 △5.0 2.3
⑨ 澳大利亚 70.0 13.8 2.2
⑩ 马来西亚 66.0 59.9 2.0

进--口
排名 目的地 亿美元 同比（％） 占比（％）

全球 284.7 20.5 100.0
----东盟 82.8 21.2 29.1
----欧盟(EU) 64.3 40.5 22.6

① 越南 53.6 28.3 18.8
② 意大利 38.4 55.4 13.5
③ 日本 23.0 8.9 8.1
④ 中国 20.6 3.6 7.2
⑤ 台湾 18.6 19.3 6.5
⑥ 韩国 14.0 △1.89 4.9
⑦ 印度 12.4 53.8 4.4
⑧ 巴基斯坦 9.5 31.7 3.3
⑨ 印度尼西亚 8.0 8.4 2.8
⑩ 马来西亚 7.2 10.4 2.5

资料来源:-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

2021年投资趋势
2021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额（不含农户）544,547亿

元，受制造业投资拉动，同比增长4.9％。其中，国内纺织业

整体增长11.9％。服装服饰增长4.1％，化纤增长31.8％。可以

看出，因订单回归中国，中上游企业进行了积极投资。但是，

下游缝纫行业（服装服饰）受劳动力成本飙升和劳动力短缺

的影响停滞不前。

2022年展望
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平息，服装需求有望继续

恢复。但随着东盟地区工厂复工，制衣业等生产线或将再次

由中国向东盟地区转移。因此，预计2022年中国纤维制品出

口无法像2021年一样实现显著增长。

同时，由于经济增速放缓，国内服装市场自去年下半年

以来一直持续萧条。今年也缺少利好消息，不太可能有大的

转变。但是，奢侈品牌和运动领域仍有机会继续增长，户外

等新市场也将不断壮大。Z世代消费者极有可能发挥带头作

用，创生新的时尚产业。

具体问题及改善建议
中国是日本纺织业最大的贸易对象国，在日本企业对华

投资和供应链形成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日本也

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国，近年来，日本更是成为中国重要的投

资对象国。在充分认识到互为重要贸易伙伴的大前提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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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纤维产业联盟（日本纤产联）和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

纺联）自2004年起开始召开行业发展国际会议“中日纺织业

发展与合作会议”，两国产业界启动了信息共享和意见交流

机制。

随后，亚洲纺织发达国家的韩国也加入进来。2010年，

中日韩发展性地启动了三国坦诚对话平台——“中日韩纺织

产业合作会议”。通过该机制，梳理总结三国共同主题，交

付专家委员会讨论交流，进一步深化合作关系，今后有望开

展更有深度的活动。

为实现经济合作协定（EPA/FTA）等协议采取的措施
如上所述，在中日间纺织贸易及投资、供应链的推动下，

目前已形成了巨大的经济规模，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有望

产生巨大的效应。在此背景下，2022年1月1日，巨型FTA——

RCEP在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10个国家生效。之后，该协定还

自2月1日起对韩国生效，自3月18日起对马来西亚生效。在纺

织产业中，RCEP成员国在全球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从RCEP协定纺织领域的协议内容来看，首先规定原产

地规则原则上适用一站式规则，降低了享受关税优惠的门

槛。在取消关税方面，特别是与中日韩相关的领域，仍有许

多商品品类需要“分阶段取消关税”或者属于“特定情形”，

我们本希望通过运用RCEP协定来推动全球纺织贸易的进一

步发展，目前来看，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来实现这一目标。

日本纺织及服装行业期待，作为亚洲发达国家的中日韩

三国能够推动实现比RCEP更深层次的自由化。我们密切关

注中国2021年9月申请加入CPTPP一事的进展，同时也担忧这

一工作会导致以高水平自由化为目的的工作停滞不前，例如

导致目前正在谈判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被推迟等。中国拥

有强大的上游生产能力，希望在构建高水平自由贸易与投资

体制的同时，能够着眼于加强中下游高级加工技术的研发，

在保护知识产权、统一产品安全标准等问题上，积极提供支

持，推动与日本政府以及行业之间的信息共享及合作研究。

纺织产业可持续性发展的举措
2 0 1 5 年通 过了《2 0 3 0 联 合国可持 续发 展目标

（SDGs）》、2017年公布了经合组织（OECD）制定的《服装

和鞋类行业负责任供应链尽职调查指南》（以下简称《DD指

南》），以此为契机，对围绕全球纺织产业环境、全球变暖问

题、安全问题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关注度有了很大的提升。

在环境问题上，需要指出以下两点：第一，中国政府对

染色等制造业中的纺织产业施加了严格的环保监管，并贯

彻执行削减有害化学物质、防治空气污染、水质污染等的措

施，同时，也在积极致力于节能与循环再利用、全球变暖问

题、可再生纤维产品的开发。对华投资的日资企业对此给予

高度评价，并全力给予配合。但是，希望能够在运行环节，留

出合理的准备时间，实施时对业务运营的实际情况作出相应

考量。第二，在环境治理方面，日本的纺织行业在全球率先

拥有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践经验，多年积累的技术与特殊功

能产品为保护和净化空气与水环境做出了巨大贡献。希望政

府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积极引进和应用切实有效的可以改

善环境的纤维技术和产品。

OECD的《DD指南》要求应对服装和鞋类领域的12项风

险，虽然应对这些风险主要停留在企业层面，但日本纺织产

业界希望就环境问题以及产品安全相关行业标准与实施开

展交流，共享信息，研究共同关心的课题。

关于纺织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2018年1月，中纺联与

OECD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在国内设立中国纺织供应链化学

品环境委员会等，足见中国在稳步落实应对措施。在这一点

上，希望两国纺织行业共享信息，在“中日韩纺织产业合作

会议”上提出主题，寻找可共同合作的领域。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2008年底，日本纤维产业联盟与中

国纺织工业协会（现中纺联）签署了备忘录。纺织产业知识

产权侵权方面依然较为严重的问题有两点：一是商标抢注；

二是假冒品横行网络销售平台。抢注是指，例如日本著名品

牌服装的商标在中国境内被中国的第三方注册，从而影响该

品牌服装在当地销售的一种行为。假冒品是指通过擅自抄袭

日本品牌服装的品牌或设计而生产的商品，会对正品的品牌

价值及企业形象造成破坏。日本服装产业协会表示，受电子

商务快速增长的影响，假冒品牌在网上的销售呈增加趋势。

希望在去年的基础上，继续严格商标注册审查，加强对假冒

品的查处。

关于妨碍投资及业务运营的各种问题的改善
·对于以外币结算的中国原产地三角贸易，目前已放宽了

对供应商结算时点的限制。在此我们感谢相关监管部门
所做出的改善努力。

·关于出口增值税退税手续，在面料交易行业中存在将已
经进货成为库存的商品做出口处理的情况，现行规定未
将这一情况纳入退税范围，希望放宽现行规定。希望缩
短申办进出口手册所需时间（目前为1个月），对于常
规性出现损耗的面料进出口交易，希望有关部门考虑为
单个合同设置一定的允许数量。

·关于服装的产品质量标识，商品标签上标识的质量标准
依然不明确，各省仍执行不同的规则。而且质量标识
中，对混合比例、组成以及商品质量分类的填写要求过
于细致。希望制定全国统一的标准，同时简化质量标识
等，采用更加合理的规则。

·关于质量管理标准，希望继续修改相关规则，不仅让生
产型企业可以把本公司标准注册为企业标准，也要让非
生产型企业享受同样待遇。此外，关于国内销售商品的
质量检查，目前必须获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S）和中国内销试验检查机构（CMA）两家机构
的认定和认证，这就导致企业必须接受两次内容基本相
同的检查。希望将质量检查机构的认定和认证，改为由
上述两家中的一家负责实施。

·关于2020年12月开始施行的《出口管制法》，正如本
“白皮书”在共同部分中所提到的，日本纺织服装行业
希望能够继续与中纺联开展密切的交流，共享信息。

＜建议＞
①-在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方面，RCEP已于2022年正

式生效，纺织及服装行业对此予以积极评价。然
而，中国（包括韩国）在取消进口关税方面也存在
着一些问题，例如在决定取消关税的项目中，有
许多需要长期分阶段来取消。在未来即将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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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日韩FTA谈判以及中方申请加入的《全面与
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即所谓
TPP11）谈判中，希望中国政府能够从更高的层
面，对谈判予以积极的支持。

②-包括联合国与经合组织（OECD）在内，全球越来
越关注纺织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基于这一观点，
希望继续在环保、产品安全领域开展合作，共享
信息。我们全面支持针对制造业的环保措施与污
染物排放管控，但在政策执行层面，也希望能够
照顾到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希望继续积极引进
有助于环保的纺织品和技术，共享产品安全相关
信息，并公开制度信息。

③-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希望加强对商标假冒登记
及网络销售仿冒品行为的查处力度。

④-关于出口增值税相关事务的处理，希望基于实际
的交易情况加以改进。

⑤-关于服装类产品的质量标识法，希望制定全国
统一且简单易行的规则，使其成为切实可行的
制度。

⑥-关于质量管理标准，希望非生产型企业也能运用
自身的企业标准，并将质量检验机构的认定和认
证交由CNAS或CMA其中的一家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