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条丝链动全球纺织，一块布领跑发展之
路。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从摇着船橹的“水上
布市”，到大胆开辟“马路市场”，再到建设“国际
纺都”，把一块布做到极致。
　　 30 年前，这里被冠以“中国轻纺城”。由此
带动的柯桥发展史，是传统与现代碰撞后资源
集聚整合和发生乘数效应的过程，也是一个在
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背景下波澜壮阔的时代
故事。
　　 2022 新丝路故事汇·柯桥论坛 11 月 15
日至 16 日在柯桥举行。浙江是“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出发地，如今，柯桥在“一带一路”倡
议的带动下正在快速发展，犹如新丝路上闪耀
的一颗“明珠”。

丝和布里的大乾坤

　　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是一个非凡动人的
故事。
　　——— 罗纳德·哈里·科斯《变革中国》
　　
　　丝除了织成布，还能做什么？“可上九天，可
下五洋。”浙江省现代纺织技术创新中心副主任
戚栋明，用一句形象的比喻给出了答案。
　　何谓“可上九天”？戚栋明说，工业丝已用在
了国产“大飞机”上。
　　航空级玻璃纤维棉毡，又称“飞机棉”。它常
常用在飞机的舱内装饰板和蒙皮之间，如同为
飞机穿上了一件“棉衣”，起到隔热、隔音、阻燃、
防潮等作用。在浙江省现代纺织技术创新中心
与合作单位的联合攻关下，国产航空级玻璃纤
维棉毡及其复合材料品质得到大大提升，逐步
突破了国外在该领域的垄断。
　　何谓“可下五洋”？一条条由无数工业丝构
成的深海系泊缆绳，守护着“深海一号”海上油
气作业的每一个日夜。依托该中心技术研发的
缆绳，既有着堪比钢铁的强度，也有着充分灵活
的韧性，还能经受住长期的海水腐蚀与风暴
侵袭。
　　高等级碳纤维、耐热型高强 PBO 纤维、可
植入医用纺织材料……尽管在柯桥正式挂牌成
立的时间并不长，浙江省现代纺织技术创新中
心正用一项项成果与突破，勾勒出纺织业“明
天”的动人图景。
　　不断攀登新高度，探索更多“从无到有”的
新可能。30 年来，柯桥纺织人内心深处这股敢
打敢拼的坚强意志，从未改变。
　　“1990 年，25 岁的我揣着从亲友那借来的
3 万元钱，只身来到这里做布匹生意。”说起当
年的创业情景，绍兴恒元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
茅元根记忆犹新。
　　“那时候马路还没有通，都是乌篷船把布从
厂里运过来，我们在河边叫卖，卖的就是当时比
较流行的涤纶布。”茅元根说，中午一般都顾不
上吃饭，“因为实在生意太忙”。
　　 1992 年，“绍兴轻纺市场”更名为“中国轻
纺城”，成为全国首个冠之以“中国”的轻纺专业
市场。“当年大家完全是凭着一股‘肩挑手扛’的
坚持，才让柯桥的布走进了千家万户。”浙江省
印染行业协会会长李传海说。
　　 20 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柯桥区政
府开始引导企业国内国外“两个轮子一起转”，
努力开拓国际市场。然而，不少企业的外贸出口
之路，并非从开始就一帆风顺。
　　“2002 年，我们的企业想打开一个西方国
家的市场，但对这个国家的环保标准没有弄清
楚，弄错了印染染料，一笔 100 万美元的贷款
收不回来。”李传海说，从此以后，柯桥纺织人牢
牢记住了一条“教训”：生产标准不能“坐井观
天”，要弄清国际贸易规律，和国际先进水平
接轨。
　　印染企业在柯桥纺织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
重。19 岁就在自家印染企业工作的浙江盛兴染
整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华良，向记者描述了 20
多年前他进入厂房工作的第一印象：“地上都是
一摊子水，空气里烟雾缭绕的，混合着一股难闻
的气味。”
　　 2010 年前后，柯桥区政府下决心把印染
的环保“短板”补上，推动印染集聚、设备换代、
产品升级，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拓展延

伸产业链，加速沉淀“印染+市场”的比较
优势。
　　“印染企业搬迁集聚前，本地印染企业有
236 家，到 2018 年该项工作基本完成时，这个
数量下降到了 108 家，但企业设备档次提高
了，产品附加值提升了，也为地方创造了更多税
收。”李传海说。
　　在一代代柯桥纺织人的努力下，柯桥如今
的纺织商贸稳健发展，真正了实现从“步满全
球”到“布满全球”，成为亚洲最大的布匹专业市
场所在地、世界最大的纺织贸易集聚地，构筑起
开放协同、集群联动的大纺织经济格局。
　　今天的柯桥区，集聚了 3.2 万家市场经营
户以及完备的纺织产业链，年纺织品出口额超
过千亿元，贸易覆盖全球 192 个国家和地区。
今年 1 至 9 月，柯桥全区外贸出口 966.7 亿元，
同比增长 25.9%，其中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出口 562.23 亿元，同比增长 28.2%。
　　一组组数据，揭示了中国轻纺城 30 年来
的发展变化：市场年成交额从 1992 年的 16.6
亿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3040.56 亿元，营业用
房从 1992 年的 2213 间增长到目前的 2.9 万
间，注册经营户从 1992 年的 1879 家增长到目
前的 3.4 万家……

转型升级始终在路上

　　遍地英雄皆凡人，商业回归到世俗的本意。
　　——— 吴晓波《激荡十年 水大鱼大》
　　
　　中国轻纺城发展的 30 年，正是中国经济
飞速发展的 30 年。这里有从“草根经济”向

“树根经济”转变的筚路蓝缕，有千千万万“蚂
蚁雄兵”的奋力突围，也有与时俱进中的“壮
士断腕”，有残酷竞争下的大浪淘沙。
　　市场经济自有其发展规律，充满着汗水、泪
水和欢笑的转型升级路，柯桥纺织企业走了 30
年，至今屹立于鉴湖之畔。这些在全球市场愈战
越勇的企业，既有各自独门秘籍，也有规律性的
发展之路。
　　——— 拥有最灵敏的市场嗅觉，不仅能迅速
发现商机，也促使柯桥纺织面料企业不断更新
迭代产品和设计。
　　浙江大树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邵灵彬
2016 年从父亲手中接过班，一直在不断迭代升
级新产品，还从世界各地招募来顶尖设计师，不

断丰富产品线和客户服务。从做面料到做成
衣，到做自己的品牌，他说“就仿佛一直在登
山”。
　　“从 2016 年开始给面料做升级，刚开
始的几年是很痛苦的，纺织面料在向高端
突破的时候，研发成本很高，走的弯路也
很多，但是都需要坚持熬过这个阶段。”
他说。
　　通过产品和理念的价值创新，走差异化
发展之路，2020 年，他的企业被授予“国家
醋酸及聚酯时装面料产品开发基地”称号。高
端醋酸、时尚印花、高端涤纶、时尚交织等四
大品类面料产品远销美国、东南亚、中东等海
外市场。
　　——— 不断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和智能化水
平，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近年来，以新材料为突破口，将原创设
计和绿色环保融入产品，浙江金晟纺织有
限公司走出了一条贯通产业链上下游的可
持续发展之路。总经理金焕根介绍，“竹纤
维是一种以竹为原料的天然环保型绿色纤
维。现在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我们目前也
在和科技单位合作，将新成果、新材料应用
到生产当中，开发更多以健康为主的产
品。”
　　浙江越新印染有限公司董事长濮坚锋表
示，他们聘请了专业公司为企业量身打造“数
字大脑”，“现在，我们已实现生产的智能监
控、智能排产和质量分析。通过这些数据，我
们可以追溯生产环节、优化生产流程，实现管
理的自动化和数字化。”
　　数据显示，柯桥全区印染企业在智能化
技术改造方面的投入每年都在 4 亿元以上。
目前，柯桥印染企业国际先进设备比重达到
60% 以上，重点印染企业 CAD 技术普及率
达 100% ，全区印染行业亩均税收提高至
23.5 万元。
　　——— 从纤维到成衣，柯桥拥有最完整的
纺织产业链，也有“市场+产业”的独特抗风
浪能力。
　　从上游的聚酯纤维、化纤原料，到中游的
织造、染整，再到下游的服装、家纺和轻纺市
场等，柯桥纺织拥有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和市
场产销体系。当疫情肆虐全球，全球部分区域
纺织产业链断裂，而柯桥则以良好的产业基
础、稳定的产业结构、强大的产业韧性优势，

积极灵活调整应对，为维持全球纺织产业链
顺畅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
　　——— 立足双循环，用好互联网，不断拓宽
销售渠道。
　　今年上半年，中国轻纺城面料市场成交
额 935 . 3 亿元，网上轻纺城市场成交额
403.4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8.42%、15.19%，
成绩亮眼。
　　今年以来，柯桥大力推进“数字轻纺城”
和“数字物流港”两大项目建设，做好跨境电
商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两大试点，积极举办
云展会、云对接、云直播、云发布等线上活动，
同时深化“一带一路”、RCEP 贸易通道，开
办“外商集市展”“代参展”等，全力打造国际
化的营商环境，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拓
宽销售渠道，助力外贸实现新飞跃。
　　——— 提升品牌意识和营销能力，增强话
语权。
　　“上一辈柯桥人做纺织，大多都是夫妻
店，而我们这一代人做纺织，则需要有团队、
有技术。当下的国际分工和国际环境给纺织
产业带来的考验和挑战与上一辈创业时面临
的周遭境遇已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要向产业
链高端进军，打造自己的品牌。”邵灵彬说。
　　越来越多的柯桥企业在用更加完备的产
业链供应链体系、优良的产品品质和完善的
客户服务以及“想客户所想，急客户所急”的
思维，与国际最顶尖的、最前沿的面料同台竞
技，找寻柯桥纺织产业面向未来的创新点和
希望。
　　绍兴七夕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斌最
引以为豪的事，就是斩获各个国际高端品牌
的订单。他说：“我们有外贸、有工厂，有高品
质的产品和配套完善的服务，这些都无疑是
我们参与国际竞争时的底气。”

“国际纺都”续写开放新篇

　　我们的改革共识已经坚不可摧，我们对
未来始终心存炙热的渴望。
　　——— 胡宏伟《中国模范生》

　　“中国轻纺城的 30 年，我见证了其中的
23 年。”韩国商人金基龙 1999 年来到柯桥，
他说刚来柯桥时这里还很落后，“我当时想的
是干两年就回去了，可这里每天都在发生改

变，高楼大厦越来越多，纺织产业和产品也在
不断升级。两年之后我想要不再待几年吧，没
想到就来了 20 多年。”金基龙说。
　　如今，金基龙在柯桥有了稳定的事业和
生活，主要对韩制销皮塑用品。他还当起了柯
桥“洋娘舅”，作为一名外籍调解员，协助柯桥
区法院送递涉外商事案件法律文书，参与涉
外商事纠纷调解，助力柯桥社会治理。
　　金基龙是无数在柯桥工作生活并且深度
融入这里的外商缩影。在柯桥，最多的时候有
近 5500 名境外采购商常驻，有 1100 多家境
外企业代表处常驻，平均每天有 10 万客商
在此采购。
　　初冬时节，位于柯桥区的兴发化纤集团
有限公司下属企业的生产车间内，纤维生产
设备正开足马力运转，机械臂将一批批装箱
完毕的化纤产品搬运至指定位置。很快，这些
产品就将漂洋过海，发往全球各地市场，而其
中，“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增长后劲强劲。
　　“一根根小小的化纤丝如今已经站稳脚
跟。”兴发集团董事长李兴江说，2021 年兴
发面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产品的出口额
超过 2 亿元人民币，在常规品种以外，他们
还在往高端化纤产品方向做市场拓展。
　　从“步满全球”到“布满全球”，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始终是中国轻纺城发展历程的生动注脚。
　　作为交流平台，这里定期举办世界布商
大会、柯桥时尚周、绍兴国际纺织品博览会等
行业交流活动，持续提升中国纺织品的技术
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2018 年，首届世界布商大会在柯桥举
办。在这次以“合作共赢·责任发展”为主题的
大会上，世界布商大会理事会成立，作为世界
布商大会永久举办地的柯桥，向世界发出了

“世界纺织看中国，中国纺织在柯桥”的邀约。
与此同时，柯桥区政府还发布了“丝路柯桥·
布满全球”行动计划，提出将努力构建纺织产
业链合作体系，促进各国纺织产业的文化融
合与创新发展，让全球纺织业焕发出新的生
机活力。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对外开放水平，
离不开构建一流的营商环境。为了进一步方
便企业办理外贸出口相关业务，柯桥区在外
贸企业密集区设立了外贸共享客厅。这个围
坐式的“共享客厅”整合了原产地签证打印、
银行、出口信保和商事调解宣介等业务，成为
柯桥外贸服务的新窗口。“为了方便企业的临
时办公和商务洽谈，我们还提供了工作区、会
议室等共享设施，企业可以预约免费使用。”
柯桥区贸促会副会长吴萍说。
　　近几年，受疫情影响，国内纺织企业出国
参展受阻，柯桥区商务局推出“代您出海”项
目，通过委托驻外的分支机构、合作伙伴、华
人华侨，代替柯桥企业参展。在今年 7 月举行
的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展览会（纽约展）上，
30 家柯桥纺织企业正是通过这一项目，携
1200 余款优质产品“亮相”。3 天展期内，企
业的展品被扫码 5365 次，剪样百余次。借助

“代出海”，企业实现了海外生意“看得见、摸
得着、谈得好”，市场得到不断拓宽。
　　努力让中国纺织品“走出去”的同时，柯
桥也将世界领先技术“引进来”。2018 年，柯
桥在意大利米兰设立“丝路柯桥·米兰馆”，集
中展示柯桥最富创新性和时尚性的面料产
品。2020 年，米兰在柯桥设立“米兰·柯桥
馆”，这里也成为意大利高端面料在中国的展
示和交易中心。开放包容的柯桥，用一块布跨
越山海，续写多姿多彩、熠熠生辉的丝路
故事。
　　时至今日，中国轻纺城已成为全球规模
最大、产品最齐全的纺织品集散中心之一。
2021 年，中国轻纺城线上线下总成交额突破
3000 亿元，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同类专业市
场首位。
　　“我们要深化实施开放强市战略，进一步
融入‘一带一路’，深度参与全球的产业分工
与合作，加快建设‘内聚外联’的开放之城。”
绍兴市委书记盛阅春说。
 （本报记者商意盈、顾小立、崔力、王聿昊）

曾 经“古 老 产 业” 如 今“先 进 制 造”
首个冠以“中国”的轻纺专业市场崛起“国际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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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3 日，员工在浙江梅盛新材料公司的实验室内工作。新华社记者江汉摄

从 丝 到 布 到 衣  浙 江 柯 桥 纺 织 业 蹲 点 观 察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顾
小立、王聿昊）眼下，位于浙
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的浙江兴
发化纤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
业的生产车间内，纤维生产
设备正开足马力运转，机械
臂将一批批装箱完毕的化纤产品搬运至指
定位置。很快，这些产品就将漂洋过海，发
往全球各地。
　　“一根根小小的化纤丝，如今已在‘一带一
路’国家和地区站稳脚跟。”浙江兴发化纤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兴江说，2021 年公司面向

“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产品的出口额超过 2
亿元人民币，在常规品种以外，他们还在往高
端化纤产品方向做市场拓展。
　　同在柯桥做纺织品生意的绍兴木林森纺
织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勇，他的企业也在对“一
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贸易中取得了不错的成
绩：2021 年企业创造的 2.5 亿美元出口销售

额中，有 80% 以上来自“一带一路”国家和地
区，企业已连续 15 年实现 15% 至 20% 的销
售额增长。
　　与李兴江专注于“丝”的生产不同，黄勇则
将主要精力放在“布”的加工与经销上。2017
年，他在印度尼西亚投资建设了一个印染企
业，企业近年来毛利润都在 30% 以上。不少
客户评价，黄勇这个“走出去”的企业生产的产
品性价比高。
　　与企业家们的感受相比，柯桥区商务局
提供的一组数据，则更直观地印证了当地在
对“一带一路”贸易中的后劲与优势：2022 年
前三季度，柯桥外贸出口额为 966.7 亿元，同

比增长 25.9% ；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出口额 562.23 亿元，同比增长
28.2%。
　　柯桥纺织产品为何能走俏“一带一路”？
在浙江省印染行业协会会长李传海看来，这
首先与当地企业家敢闯敢拼的品质密不可
分。“靠着历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
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的‘四千精神’，
柯桥纺织人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李传
海说。
　　和不少同行一样，黄勇是个“坐不住”的
人，他每年都要争取去 10 个以上的国家拜
访客户，商贸脚步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尽管

受疫情影响，但今年秋季他仍寻找机会前往
土耳其等国家走访，了解一线市场行情。
　　“在柯桥纺织业界，大家有一个共识：要
实现‘布’满全球的目标，企业家就要首先做
到‘步’满全球。”黄勇说。
　　其次，当地政府在帮助企业“出海”的政
策设计上开动脑筋。柯桥区贸促会专职副
会长吴萍介绍，今年当地打造了“外贸共享
客厅”，吸引外贸相关服务主体入驻，纵向打
通政企交流通道，横向对接市场和企业需
求，引导企业探索更多外贸发展新模式，把
助企服务延伸到“最后一米”。
　　“ 2022 年，柯桥及时做好惠企政策兑

现工作，惠及企业 4157 家
次，实现了信息资源‘一网
发布’、奖补申请‘一网受
理’，确保企业应享尽享政
策红利。”柯桥区商务局局
长沈琴梅说。

　　柯桥区委书记陈豪表示，柯桥每年举办
世界布商大会，助力企业攀登全球纺织产业
链上游，在缅甸、菲律宾、印尼等地举行自办
展，在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地的知名展会中
设立“绍兴柯桥馆”，紧跟国际潮流，让企业

“出海”更加行稳致远。
　　亨世行服装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建
祥在柯桥从事了 30 年女装面料贸易生意，
现在，他决心创立属于自己的男装品牌。“我
们这些在柯桥靠面料发家致富的人，心里总
有一种‘情结’，那就是要努力把自己手上的

‘一匹布’，织成享誉全球的‘中国衣’。”唐建
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