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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方问禹、殷晓圣

　　传送带联动多个楼层，工人与智
能设备高效协作，染色车间内成套装
备全封闭、静悄悄运转……走进申洲
国际宁波工厂，满眼尽是繁忙景象。
　　无论纺织业圈内，或是制造业大
类中，申洲国际都是“另类”的存在：服
装代工厂如何做到这么高利润？制造
业车间靠什么留住数万年轻人？如何
让别人眼中的“夕阳产业”攀登价值链
上游？

  净利润率达到 20% 的

纺织代工厂

　　宁波市北仑区甬江路上，一块两
米多高、砖红底色的企业门墙略显陈
旧，这是每天产出约 85 万件成衣的
申洲国际宁波工厂。算上安徽安庆、
浙江衢州以及越南、柬埔寨等地工厂，
申洲国际每天产出约 200 万件成衣。
　　它为优衣库、耐克、阿迪达斯、彪
马等服装品牌代工，全年营收规模超
过 200 亿元，并且连续多年净利润率
达到 20%。这颠覆了业内外认知：一
家服装代工企业，怎么能有这么高
利润？
　　“决定利润的是供求关系。”申洲
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建荣
说。他从 13 岁当纺织厂学徒，到执
掌企业持续壮大，40 多年来见证了我
国纺织业不断攀登价值链上游。
　　说到企业核心竞争力，马建荣并
不避讳。他说，全球服装市场“快时
尚”趋势中，申洲国际的供货能力具有
绝对优势。尤其在全球疫情背景下，
这种能力就是附加值。
　　所谓供货能力，可以简化为两个
字：一是“快”，业内交货周期超过 3
个月，申洲国际仅需 45 天，最快可在
15 天内；二是“稳”，通过纵向一体化
生产、全球化布局，企业能更好应对供应链与贸易环境的
不确定性。
　　马建荣介绍，2005 年上市以来，企业过半的利润用
于引进和研发设备，目前正投资数十亿元进行数字化改
革。此外，在 2008 年企业就开启全球化布局，稳固全产
业链，提高抗风险能力。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浙江服装外贸企业数以千计，制
造一件衣服的毛利率长期徘徊在 10% 到 20% 之间，净
利润率则往往不足 10%。随着近年产业转型、进一步集
中，我国纺织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不断攀向上游，申洲国际
就是其中典型。

为年轻人提供稳定而体面的工作

　　“我在厂里上班十年了，不用犯愁年后去哪里打工。”今
年 28 岁、来自云南昭通的车间工人罗吉仙，熟练地处理着
智能设备传送来的面料。今年春节，她和厂里 80% 以上的
员工一样，选择留在宁波过年，支持企业防疫、赶订单。
　　申洲国际执行董事、副总经理陈芝芬说，企业在全球
有 9 万多名车间工人，其中国内员工来自 14 个省区市，
但每年的流失率不到 3% ，远低于制造业及同行业平均
数据。
　　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工厂纳闷，申洲国际靠什
么留住数万员工？如何让年轻人愿意留在车间？
　　“制造业与年轻人并不冲突。”在申洲国际工作 31
年、从制衣工做到副总经理的陈芝芬坦言，年轻人不能被
贴上“浮躁”的标签，他们也向往稳定而体面的工作。
　　投入上亿元打造员工食堂，每年包 300 多辆大巴车
跨省接送员工，格外关照外地员工……在申洲国际，“把
员工排在第一位”是传承至今的发展理念，落实在经营管
理的每个角落。
　　到申洲国际之前，来自安徽阜阳的赵金龙在多家工
厂上过班，但没有一家超过半年。他最终在宁波工厂稳
定下来，已经工作 4 年多。
　　“因为在这里有归属感。”赵金龙想起，今年 1 月初，
厂里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千名员工因此被隔离，其
间公司为集中隔离员工提供每天 500 元特别补贴，为居
家隔离员工提供每天 250 元特别补贴，员工感觉很温暖。

“做好一件衣服，已经蛮不错了”

　　工业用水在全封闭管道内流转，6 万吨污水处理系
统、1 万吨中水回用系统日夜运行…… 2020 年至今，申
洲国际再次投入 5500 万元升级工艺，完成后排放 COD
浓度控制在 50mg/L 以下，每天中水回用量达 1.8 万吨，
年节约水资源 540 万吨。
　　曾有一段时间，纺织业被认为是污染压力大、利润空
间窄、前景黯淡的“夕阳产业”“低端产业”。
　　在业内看来，申洲国际有许多轻松的跨行业、赚快钱
的机会。比如以低利率融资数百亿元，再转手出去赚差
价，或者投资做房地产、金融。事实上，申洲国际不但没有
跨行业投资，甚至连自身品牌也不做，专注深耕制造环节。
　　“做好一件衣服，已经蛮不错了。”被问及为何只做代
工，马建荣坦言，这份专注力来自创业者的守业情怀，更
来自对产业的理性看好：制衣是有庞大市场的刚需产业，
确实有不少纺织企业因污染被关停并转，或因成本高而
难以为继，但这往往是企业发展方式遇到瓶颈、缺乏竞争
力，而不是产业本身出了问题。
　　他告诉记者，早在 2000 年，申洲国际刚从负债转为
盈利，就决定将 3000 万元利润用于建设污水处理厂。
　　制造一件衣服，属于“低端”或“高端”产业，决定性的
因素最终是发展路径。透过申洲国际看，专注纺织业，践
行绿色、创新、开放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就能行稳致远，跻
身价值链上游。    新华社杭州 3 月 3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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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武汉 3 月 31 日电（记者徐海波、
侯文坤、李思远、郑璐）从万里茶道上的青砖
茶，到来鄂投资的世界 500 强；从“内陆腹
地”，迈向“开放高地”…… 5 年时间，位于我
国中部内陆的湖北省，因自由贸易试验区的
链接，与世界更近了。
　　自 2017 年 4 月 1 日挂牌运行，湖北自
由贸易试验区努力打造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
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建设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聚区、全面改革
开放试验田和高水平内陆“新沿海”，开放、创
新、绿色发展动力日趋强劲。

从“不靠海”到内陆“新沿海”

　　清晨，一列载有 41 个集装箱的列车从湖
北自贸试验区襄阳片区刘岗货场驶出，满载汽
车配件、机电设备以及创新农业农产品等货物。
　　“货运时间节约 25 天左右，时间、经济
成本大大下降。”襄阳陆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陈峥说，货物将通过“襄西欧”班列、
襄阳至越南国际铁路联运等方式，分别发往
欧洲、东南亚等国。
　　“不靠海”的襄阳，随着自贸试验区落地
生根，越来越多曾为“出口难”犯愁的企业，找
到了快速“出海口”，实现通江达海，将产品源
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地。
　　按照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湖

北自贸试验区包括武汉、襄阳、宜昌3个片区。
　　在武汉片区的联想武汉产业基地内，
机器人在生产线上繁忙作业。这里，不到
1 秒钟就有一部手机或平板电脑下线，最
高日产设备 14 万台，近九成设备从这里
发往全球，遍及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与世界链接，湖北加速奔跑。17 条货运
航线和 6 条客运航线直飞海外，通达五大洲；
花湖机场蓄势展翅，中部货运空中出海口呼
之欲出；29 条汉欧班列辐射欧亚 70 多座城
市；湖北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超过 243 万标
箱，稳居世界内河集装箱港口第一方阵。
　　与世界牵手，湖北外贸“朋友圈”越来
越大，2021 年湖北进出口总额达 5374 亿
元，创历史新高。

从“孔雀东南飞”到“人才逆向流”

　　“百万年薪+股权激励，面向全球招聘
新药产品线总经理。”2 月 14 日，人福医药
集团发出“英雄帖”。这是湖北自贸试验区

“人才六条”创新制度的最新成果。目前，
人福医药等 7 家企业的 400 多名核心技
术及管理人员因“人才六条”成为股东。
　　曾几何时，科教大省湖北面临人才流失、

“孔雀东南飞”的尴尬。作为全国首个以“创
新驱动发展”为主要任务的自贸试验区，湖北
自贸试验区先后出台“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

服务管理”“优化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服务”
“人才注册及动态积分制”“人才离岸工作联
络站”“人才因素返投新模式”等多项政策。
　　湖北自贸试验区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急
需、紧缺人才，逐渐成为链接国内国际市场
的创新要素聚集平台。
　　近 5 年来，湖北自贸试验区累计新增
企业 8.3 万家，是挂牌前原有企业存量的
3 倍；以不到全省万分之七的国土面积，实
现了全省同期 30% 的外贸额、13% 的外
资额和 18% 的高新技术企业数。
　　武汉片区划定在武汉市东湖高新区，
它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 中国光
谷。“到 2025 年，东湖高新区经济总量将
突破 5000 亿元，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高科技企业梯队，打造若干具有引领性新
兴产业集群。”武汉市委常委、东湖高新区
工委书记刘洁说，到 2035 年，中国光谷将
初步建成“世界光谷”。
　　如今，由武汉片区出发，连接武汉、鄂
州、黄石、黄冈、咸宁五个城市的科创大走
廊正加速建成——— 七大湖北实验室、九大
科学装置、九大创新中心、七大功能板块、
三条千亿产业大道、两大万亿产业集群。

“制度红利”释放市场活力

　　三峡畜牧产业园，湖北宜牧食品有限

公司 10 千伏支线日前送电成功，较预期
至少提前一个月。
　　这是湖北自贸试验区宜昌片区实施用
电报装“全程代办”服务模式的最新成果。
片区工作人员通过提前获取招商引资信
息，主动上门提供帮办代办服务，企业办电
从“客户等电”转变为“电等客户”，电网配
套工程投产时间平均压减 57%。
　　经过近 5 年先行先试，国务院赋予湖北
自贸试验区的 170 项改革试验任务实施率
100%。累计形成 253 项制度创新成果，其
中 26 项经国务院批准在全国复制推广。
　　襄阳片区推出“新箱+货物”组货出口
模式，本地新造集装箱就近报关、交付、使
用，用箱企业可直接将出口货物装入新造
集装箱，完成报关后搭乘“襄西欧”班列直
接出口，平均每批货物可节约 3 天的调箱
时间。初步估算，该模式去年为企业节省
成本 860 万元。
　　武汉片区在全国率先实行自然人股权
变更“先税后登一事联办”改革，通过税务
部门和企业登记部门的联合办公及数据共
享，实现自然人股东股权变更“一窗办结”，
平均办税时限从 10 个工作日压缩至 0.5
个工作日。
　　变“政府思维”为“企业视角”，湖北自
贸试验区的制度红利正加速释放为市场
活力。

“内陆省”变“新沿海” 家门口链接全世界
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开放、创新、绿色发展动力日趋强劲

　　受国内疫
情散发和国际
地缘政治冲突
等因素影响，

31 日出炉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降至 49.5%，但仍位于 50% 的临界点
附近，且部分分项指数和行业 PMI 仍处于较
好水平，显示经济运行中仍有积极因素。
　　“受本轮疫情影响，局部地区部分企业临
时减产停产，且波及到上下游相关企业的正
常生产经营。同时，近期国际地缘政治冲突
加剧，一些企业出口订单减少或被取消，制造
业生产活动和市场需求有所减弱。”国家统计
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分析。
　　统计数据显示，3 月份，生产指数和新订
单指数均降至收缩区间；新出口订单指数较
上月下降 1.8 个百分点，结束了两连升走势；
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低于上月 1.7 个百分
点，制造业供应链稳定性受到一定影响。
　　从进口指数来看，3 月份，进口指数为
46.9%，较上月下降 1.7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
信息中心专家文韬分析，装备制造业受地缘政
治冲突和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影响较大，如冲突
导致芯片和电池原材料以及原油供给波动，价
格上升，从而推高了新能源车价格和汽车使用
成本，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购车需求。
　　作为经济运行先行指标，3 月份制造业
PMI 虽有所回落，但仍徘徊在“荣枯线”附
近，保持经济稳定运行仍有较好支撑。

　　高技术制造业保持扩张。3 月份，高
技术制造业 PMI 为 50.4%，虽比上月有所
回落，但继续位于扩张区间。
　　从企业用工和市场预期看，3 月份，高
技术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和业务活动预期
指数分别为 52.0% 和 57.8%，高于制造业
总体 3.4 和 2.1 个百分点。这表明高技术
制造业具有较强的发展韧性，企业对未来
市场发展继续看好。
　　三一重工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企业
正加快全球制造布局，推进海外数字化战
略，建设智能化“灯塔工厂”，打造本土化先
进制造能力，对高技术制造业市场前景充
满信心。
　　基础原材料行业 PMI 有所回升。尽
管面临原材料价格高涨的压力，基础原材
料行业生产经营活动仍保持稳中有增，3
月份基础原材料行业 PMI 为 49.5%，较上
月上升 1.2 个百分点。
　　“尽管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消
费品行业等面临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但
这三大行业的购进价格指数均低于基础原
材料行业购进价格指数超 10 个百分点，表
明基础原材料行业内部消化了一部分成本
压力，重要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保供稳价相
关政策取得较好成效。”文韬说。
　　企业心态仍较为积极。3 月份，生产
经营活动预期指数虽较上月下降 3 个百分
点至 55.7% ，但相比 2021 年四季度均值

53.9% ，当前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仍处
于较好水平，企业预期整体保持相对乐观。
　　此外，大型企业运行相对稳定。3 月
份，大型企业 PMI 为 51.3%，低于上月 0.5
个百分点，但高于制造业总体 1.8 个百分
点，位于景气区间，继续保持扩张。
　　主要受疫情影响，3 月份，非制造业商
务活动指数降至临界点以下，但随着气候
转暖，建筑业施工进度有所加快，建筑业景
气水平小幅上升，且信息服务业商务活动
指数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新动能发展态
势持续稳定。
　　“调查企业反映，随着局部地区疫情得
到有效控制，受抑制的产需将会逐步恢复，
市场有望回暖。”赵庆河说。
　　不过在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
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下，加之疫情和地
缘政治冲突持续等影响，经济总体景气水
平有所回落，中小企业经营压力加大，表明
中国经济仍需爬坡过坎、攻坚克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
研究员张立群建议，应抓紧提高疫情防控
精准度，切实减少散发疫情对经济社会活
动的影响；抓紧扩大内需相关政策的细化
落实，特别要抓好政府重大建设项目的相
关工作，力争早开工、早见效；精心做好保
供稳价相关工作，确保重要生产资料供给
安全和价格稳定。   （记者魏玉坤）
       新华社北京 3 月 31 日电

位于临界点附近，3月经济先行指标释放哪些信号？

厦门：申设个体工商户新政助力台胞“轻装”创业
　　新华社厦门 3 月 31 日电（记者付敏、肖
逸晨）3 月 31 日上午，台胞陈玉喆来到福建
省厦门市湖里区行政服务中心，填写各种资
料后，不一会儿，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就
成功办理了。
　　 3 月 16 日，国务院台办、商务部、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实施《关于做好台湾
居民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申请设立
个体工商户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进一步为台湾同胞特别是基层民众、青年群
体到大陆就业创业提供支持。厦门正是试点
地区之一。
　　据了解，早前台胞在厦门办理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限定在 24 项行业，其他行业都
要实施外资审批，时间长、门槛高、手续多。
此次《通知》实施后，开放行业由 24 项扩展
到 122 项，涵盖《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为在
厦台胞特别是基层民众、青年群体提供了更
多就业创业、筑梦圆梦的选择。
　　“我这次是为自己开的一家保健馆申请
营业执照，门店不大，是小本创业。”拿到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的陈玉喆高兴地说，湖里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咨询、注册等环节提供跟
踪式服务，针对台胞可能不熟悉大陆政策法
规、不习惯使用简体汉字等情况予以帮助
指导。
　　“很用心、很贴心”，陈玉喆点赞大陆这次
推出的开放政策。他认为，相较于设立公司，
个体工商户申办只需 1 人，没有注册资金要
求，纳税额也小，这种“轻装”模式非常适合台
胞在大陆创业。
　　早在 2006 年，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的前身——— 厦门市工商局就出台了《台湾
居民在厦门市申办个体工商户登记的若干
意见（试行）》，允许台湾居民在厦门申办个
体户营业执照，是大陆最早出台的“台湾居
民个体户”落地政策之一。2015 年，厦门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
片区管委会联合出台文件，支持台湾居民、

台湾农民依法以个人经营的组织形式在区
内设立个体工商户，取消从业人员、经营面
积的限制，并根据福建省政府公布目录放
宽经营范围限制。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祖国大陆不断
推出重要对台惠民政策，体现了大陆对发
展两岸关系的极大善意、对台胞的极度关

心。”厦门市台商协会会长吴家莹表示，这
次新出台的政策，开放领域涉及文创、乡村
振兴、服务业等，多是台湾优势行业，为大
陆相关行业引入新活力的同时，也契合台
湾年轻人与基层台商需求，为有意来大陆
做小本买卖、起步发展的台胞提供了就业
创业的新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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