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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業紅色供應鏈發展佈局與競爭力分析 

 

 

 多年來，中國大陸紡織業的發展系依據各階段的五年規劃進行；在 2001～

2005 年期間，執行十･五計畫的發展重點為擴充化纖、織布的產能，提高產品

的自給率；在 2006～2010 年執行十一･五計畫，則是以高新技術提高傳統產業

的市場成長，並創建自主品牌，以提高市場競爭力；至於 2011～2015年執行十

二･五計畫，則專注於提升研發創新能力、持續優化產業結構，落實節能減排目

標、淘汰落後產能，及加強整合紡織產業鏈。期望藉由分析中國大陸紡織業各

不同階段的五年計畫內容，可以協助會員廠更瞭解紅色供應鏈的發展佈局，以

提供未來擬定發展策略之參考。 

 

【圖片來源：http://www.peoplenews.tw/】 參照資料：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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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年來紡織業紅色供應鏈之發展與佈局重點 

（一）紡織業十･五計畫之發展與佈局重點 

 在執行十･五計畫之前，中國大陸完成紡織業九･五計畫，以加速淘汰老舊

紡織設備及不具競爭力的國營紡織廠，全面提升紡織業營運績效為目標；執行

九･五計畫期間，中國大陸紡織業建置 20 處大型化纖原料供應基地，淘汰一千

萬錠不合時宜的紡織舊設備，並嚴格執行取締走私紡織品，鼓勵中國大陸廠商

使用自產原料。而為配合中國大陸 2001 年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紡織業十･

五計畫即訂定紡織品出口值由 480 億美元，成長至 630 億美元，並將出口用紡

織品原料自給率由 50％，提高至 80％；包括化纖自給率由 50％提高到 90％，

長纖布自給率由 40％提高到 70％；當時，亦對出口至中國大陸市場的臺灣紡織

品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此外，中國大陸也訂定未來產業結構比例，衣著用、

家飾用與產業用紡織品的構成比率，將由 70：70：10，調整為 65：21：14，且

化纖的差別化比率將由 20％，提高至 40％。（參見表 1） 

表 1 中國大陸紡織業十･五計畫發展目標 

項目 2000年 2005年 

紡織業總產值 8,000億元 11,000億元 

帄均年成長率 6.5% - 

紡織纖維加工總量 1,000萬公噸 1,300萬公噸 

每人帄均纖維消費量 - 6.6公斤 

紡織服裝出口創匯 480億美元 600~650億美元 

每公噸纖維製品創匯 12,000美元 16,000美元 

勞動生產率 - 3.5萬元 

精梳紗比重 16% 35% 

無接頭紗比重 28%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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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梭布比重 19% 40% 

化學纖維差別化纖維 20% 40% 

衣著、家飾、產業用紡織品的比重 70：20：10 65：21：14 

出口服裝布料自給率 - 80% 

化學纖維自給率 - 90%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紡織工業局，紡織所 ITIS計畫整理(2015年/12月) 

 整體而言，紡織業十･五計畫以結構調整為重點，利用改革開放和科技進步

加強推動提高技術層次，加快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增加產品開發和技術創新

能力，以提高企業競爭力。 

茲彙整紡織業十･五計畫的發展與佈局重點，如下： 

1. 提高織布原料自給率與紡織產品競爭力 

 中國大陸服裝出口創匯已占紡織產業出口創匯總額的 70%，但是其中

50%所使用的布料並非來自中國大陸自己的廠商，而是依賴進口布料。因

此，十･五計畫以提高出口服裝用布料的自給率，重點突破化學纖維、紡紗、

織布、染整和產品開發設計的各種關鍵技術，並提高布料品質，至 2005年

出口服裝用布料的自給率已達到 80%。 

2. 加強現有紡織企業技術改造，提高技術設備水準 

 2000 年以前，棉紡織業一直都是中國大陸紡織業的發展重心，在 1998

年～1999 年間，努力淘汰 1000 萬落後紗錠；十･五計畫期間更加強推廣清

梳棉、新型精梳棉、自動絡筒和無梭織機等新技術，將精梳紗比重由 2001

年的 16%提高至 2005年的 35%，無結紗和無梭織布的比重分別由 28%和 19%

提高到 50%和 40%，無梭織機的總量則由 2001 年的 11 萬台增加到 2005 年

的 20萬台。並提高天然纖維織物、化學纖維仿真織物、多種纖維混紡交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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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染整技術，以因應十五計劃所規劃建置之 1,600 條先進印染生產線，使

40%的染整設備達到國際水準。（參見表 2） 

表 2 紡織業十･五計畫發展重點 

項目 發展重點 

棉紡業 
更新改造 1000萬錠，提高精梳紗、高支紗、針織專用紗的比重

達到 50%，無梭織布比重達到 40%。 

印染業 

提高天然纖維後整理技術、化學纖維仿真染整技術、多種纖維

複合染整技術，大力開發高附加價值及環保產品，並引進 1600

條先進印染生產線，提高出口服裝用布料的自給率達到 80%。 

毛紡業 

大力縮減落後毛紡錠、改造關鍵技術設備，採用複精梳、針梳

機、無梭織機等新設備，提高紗支數，開發輕薄毛紡布料、多

纖混紡及化纖仿毛布料。 

化學纖維及其

原料 

透過現有企業的改擴建，增加生產能力，擴大原料自給率，建

立從原料到抽絲，至紡織後加工整理的垂直整合體系。 

化學纖維業 

重點發展聚酯熔體直紡技術及差別化纖維，嚴格控制黏膠纖維

的生產，開發細丹尼絲、色絲及新溶劑無毒紡絲技術，提升黏

膠纖維環保技術水準。 

家飾用紡織品 
根據城市、農村等不同層次的市場需求，開發功能性產品及創

立自有品牌。 

產業用紡織品 

根據各相關產業對產業用紡織品的需求，發展包括：蓬布類、

栽培基材、地工織物、醫療衛生保健用材料、工業用、建築、

環保、防護用材料、包裝，及汽車用內裝材料。 

紡機機械 
提高關鍵產品的同時，加強機械設備的自製率，包括：精梳棉

機組、新型紡紗設備、無梭織機、電子提花機等。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紡織工業局，紡織所 ITIS計畫整理(201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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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學纖維方面，中國大陸化纖業引進國外技術和設備的比例已達 55%，將持

續減少規格品技術的引進，增加引進特殊纖維及差別化纖維生產技術。中國大

陸化纖原料的發展長期滯於抽絲，將進一步開放資本市場，以求加快民營資本

和外資投入，增強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才能加快新產品開發速度。 

3. 行業保持快速、穩定成長 

 2005年中國大陸規模以上紡織企業的產品銷售收入達到 19,794億人民

幣，比 2000年成長 137%，年均成長率 19%；纖維加工量為 2,690萬噸，比

2000年成長 98%，年均成長率 15%；規模以上紡織企業家數由 2000年的 1.94

萬家，成長到 2005年的 3.6萬家；規模以上企業的就業人數，從 738萬人

增加到 978萬人，成長 32.5%，年均成長率 5.7%；2005年紗的生產量為 1,440

萬噸，成長 118.2%，年均成長率 16.9%；化學纖維生產量為 1,629 萬噸，

成長 134.2%，年均成長率 18.6%；且中國大陸的化纖、紗、布、服裝等產

量皆位居全球第一，纖維加工量占全球比重由 2000年的 25%，提高到 2005

年的 37%，繼續保持全球最大紡織品及服裝生產國的地位。 

4. 技術和設備水準提升 

 十･五計畫期間，中國大陸紡織業進口先進設備 189 億美元，占全行業

設備投資總額 50%，且棉紡行業中國際先進水準的技術裝備比重達 50%。精

梳紗、無結紗、無梭織布比重分別從 20%、40%、21%提高至 2005 年的 25%、

55%和 53%，織布的出口量，在 5年期間則成長 1.4倍。 

5. 產業集中度提高 

 十･五計畫期間，東部地區依然是紡織產業重點發展區域，包括：江蘇、

浙江、廣東、山東、福建、上海市，就占全中國大陸 80%以上的規模紡織企

業，73%的從業人員，82%的銷售產值，88%的出口值和超過 90%的外商、港

澳臺資本。另在縣、鎮區域經濟中，以民營中小企業為主體、具有專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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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產業群聚、專業城鎮逐步成形，例如：浙江蕭山的化纖、紹興的織布、

江蘇江陰的毛紡、常熟的羽絨服裝、廣東東莞的成衣服飾、河北清河的羊

絨等，藉由產業群聚的成形，可以加速該區域農村城鎮化的發展。 

6. 利用外資成效顯著 

 十･五計畫期間，中國大陸紡織業利用外資總金額達 533 億美元，年均

成長 34.1%，其中 56%的投資用於服裝領域。外商投資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

紡織業發達地區，例如：浙江、江蘇、山東、福建、廣東省和上海市，紡

織業十･五計畫期間利用外資金額即占全國的 90%以上。另外，三資企業(指

在中國境內設立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資企業等 3

類外商投資企業)在大陸紡織品服裝出口創匯中亦佔有重要地位；2005年三

資企業紡織品服裝出口 403億美元，占大陸紡織品服裝出口總額的 34.3%，

其中紡織品出口值 147 億美元，服裝出口 256 億美元。通過有效引進國外

資金、先進技術和現代化管理，可以加速提高中國大陸紡織業的技術、裝

備水準和產品開發設計能力，同時推動產業結構調整，以及擴大出口創匯。 

（二）紡織業十一･五計畫之發展與佈局重點 

 中國大陸紡織業歷經十･五計畫後，透過技術創新和經濟成長的驅動轉變，

朝向產業轉型發展，成為紡織業十一･五計畫的發展主軸。利用創新技術，改造

提升傳統產業，強化產業結構、提升競爭力和經濟效益，是建立節能環保型現

代紡織工業的基礎，更是紡織業永續發展的必然選擇。因此，紡織業十一･五計

畫執行重點，包括有：大幅投入研發、創建自主品牌、降低單位產量的資源消

耗、提高資源回收再利用率。（參見表 3） 

表 3 紡織業十一･五計畫發展目標 

指標 2005年 2010年 
帄均年成長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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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2005年 2010年 
帄均年成長

率 

纖維加工總量 2,690萬噸 3,600萬噸 6% 

人均纖維消費量 13公斤 18公斤 6.7% 

勞動生產值 51,099元/人年 85,000元/人年 10.7% 

紡織品服裝出口值 1,175億美元 1,800億美元 9% 

從業人數 1,960萬人 2,300萬人 3.3% 

節能指標 - 
噸纖維耗電量比 2005

年降低 10% 
- 

降耗指標 - 

單位產值的纖維使用

量比 2005年降低 20%， 

噸纖維耗水量比 2005

年降低 20% 

- 

環保指標 - 
單位產值的污水排放

量比 2005年降低 22% 
- 

衣著、家飾和產業用紡

織品比重 
54：33：13 50：33：17 - 

主要產品生產量 

化纖： 1629 萬

噸、 

紗：1440萬噸 

化纖：2400萬噸 

紗：1850萬噸 

化纖：8% 

紗：5%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紡織工業“十一五”發展綱要及相關資料，紡織所 ITIS計畫整理(2015

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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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彙整紡織業十一･五計畫的發展與佈局重點，如下： 

1. 區域產業的佈局調整 

中國大陸紡織工業正處產業轉型期，依據不同地區紡織產業發展優勢，

持續區域產業佈局調整，並逐步形成東中西部優勢互補、良性互動的產業

佈局。東部沿海地區紡織業發展較早，但隨著該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

勞動資源出現短缺現象，土地、能源及管理成本大幅上升，已經迫使紡織

業的轉型發展。而中部地區勞動資源豐富、都市化建設步伐加快，具有承

接東部勞力密集產業之轉移，具備發展紡織製造業的條件；西部地區具有

紡織天然纖維原料和石油等資源條件，正逐漸成為紡織工業原料加工基

地。建構東部、中部、西部地區紡織產業鏈新體系，紡織業從沿海到中西

部地區的產業佈局時機已然成形。 

2. 加大結構調整強度，推進產業升級 

 十一･五計畫期間，加快技術結構、原料結構、組織結構、產品結構、

產業結構以及區域結構調整步伐，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推進紡織產業的持

續發展，全面提高產業科技含量、資源利用效率、環境品質和勞動生產率。

而各次產業結構調整重點，如下： 

（1）棉紡織行業 

 大力推進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淘汰落後設備，積極推廣使用國內外先

進棉紡織設備；推進高檔精梳紗線、多種纖維混紡紗線和差別化、功能化

化纖混紡、交織織物的生產，加大化纖使用比例。十一･五計畫，棉紡織 90

年代及國際水準的設備比重達到 65%，勞動生產率提高到 55,000 元/人年，

精梳紗比重達到 30%，無梭織布比重達 70%，萬元產值耗電比 2005 年減少

10％~15%。 



 

 

 織布會刊  
2016 年 No.025 

第 9 頁，共 22 頁 

（2）化纖行業 

 加強產業鏈整合度，積極推進產學研合作，加快原料開發，以提高化纖

產品開發能力；大力發展高性能纖維、差別化纖維、綠色環保纖維等新型

纖維；積極開發優質化、大型化、精密化、短程化的新一代國產聚酯纖維

成套技術與設備，發展耐隆大型聚合技術；加快開發聚丙烯纖維多功能、

差別化纖維開發，加強化纖企業的清潔化生產和再生資源利用。 

（3）服裝行業 

 加大、加快服裝自主品牌建設，引進國際設計人才，提高產品設計能力，

加強產品設計和市場推廣；積極尋找國際市場突破口，利用國際化行銷手

段，提高自有品牌出口比重，2010 年培養具國際影響力的自主品牌，建構

國際先進水準設備比重達到 50%，勞動生產值提高到 70,000元/人年。 

（4）產業用紡織品行業 

 加強複合技術、功能性整理技術、整體成型技術的開發和應用；加強產

業鏈集成技術的開發和應用，建成從纖維材料、纖維加工到應用開發的新

型產業鏈，促進產業整體水準提升；重點發展新型土工合成材料、農用紡

織品、生物醫用紡織品、新型篷蓋材料、汽車用紡織品、高技術功能性過

濾材料等；大力推廣節能降耗、清潔生產新技術。勞動生產值提高到 112,000

元/人年；萬元產值耗電較 2005年減少 10%。 

（5）家用紡織品行業 

 加強技術協作，聯合開發生產家飾用紡織品專用技術、裝備，及專用紗

線、輔料助劑，促進產業整體提升；重點企業實現生產連續化、高速化和

縫製設備自動化；建立相應的印染加工基地，推廣節能降耗、清潔生產新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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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印染行業 

 以提高印染產品品質、推行節能降耗技術、強化環境保護為原則，發展

塗料印染、微懸浮體印染、轉移印花、數碼印花等無水或少水印染工程技

術，加快生態紡織品和功能性紡織品研發生產；加大環境執法強度，淘汰

高耗能、高污染和廢水治理達不到要求的落後技術裝備和印染企業。至 2010

年，推動印染先進設備比重達到 40%，勞動生產值提高到 112,000元/人年，

單位產值的污水排放量比 2005 年減少 22%，萬元產值耗電比 2005 年減少

10％~15%。 

（7）針織行業 

 提高產品設計開發能力，重點發展高價絨類布料、彈性布料、保健型針

織品、針織外穿服裝、高價位針織內衣、經編面料及花邊等產品；加強差

別化纖維、高性能纖維等新型原料在針織產品中的應用；大力推進技術進

步和產業升級，淘汰落後設備。至 2010年，國際先進水準的針織裝備比重

達到 40%，勞動生產值提高到 71,000元/人年。 

（8）長纖布行業 

 不斷提升長纖布產品的自主設計能力，優化產品結構，開拓消費領域，

加快複合型、差別化、功能化新型纖維在長纖布產品的應用；針對長纖布

印染後整理等環節，採用精細化、品質穩定型、高效低耗型設備；大力推

進節能降耗、清潔生產，開發高效率、短流程、小浴比、環保、回收再利

用等加工技術，減少長纖布印染後整理的耗水、耗能以及環境污染。2010

年長纖布業的勞動生產值提高到 100,000 元/人年，萬元產值耗電較 2005

年減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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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促進中西部地區的產業協調發展 

 充分利用沿海地區的資金、技術、研發、品牌、行銷管道的優勢和內地

勞動力、資源、原材料等方面的優勢，通過產業政策、投資導向作用，加

快中西部地區棉紡織企業體制改革和技術改造的步伐。 

 新疆、湖北、東北等地區為十一･五計畫期間化纖行業區域結構調整的

重點區域，充分利用資源優勢，承接東部部分產能，培育化纖紡織產業群

聚；在新疆地區進一步擴大棉花生產，建立棉花生產基地；在內蒙古、新

疆等中西部地區的細羊毛、半細羊毛和山羊絨主產區，建立羊毛初級加工

基地，提升剪毛、分級水準，促進國毛產業發展；發揮長江流域苧麻資源

優勢，黑龍江、新疆等亞麻資源以及其他麻類資源優勢，改善和豐富天然

纖維原料結構；建設中西部現代化、規模化優質蠶繭生產基地。 

4. 培育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自主品牌 

 中國大陸的紡織服裝業自主品牌建設以穩定低端市場、開拓中端市場，

突破高端市場為發展原則；建立並完善智慧財產權和品牌保護機制，加強

紡織品服裝自主品牌建設，強化企業品牌意識；鼓勵支援企業積極開展境

內外商標註冊，進行國際通行的品質管制體系、環境管理體系認證；鼓勵

紡織各行業、重點區域建立產業創新公共服務帄臺，創建產業公共品牌；

建立並擴大國際行銷管道，優化出口產品結構，增強自主品牌國際競爭力，

提高紡織服裝自主品牌產品出口比重。 

（三）紡織業十二･五計畫之發展與佈局重點 

 十二･五計畫基本上仍延續十一･五計畫的基礎，但更強調節能減排和社會

帄均分配，主要目標和措施，如下：（參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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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業保持帄穩增長 

 規模以上紡織企業的年帄均成長率達到 8%，紡織業出口總額達到 3,000

億美元，年均成長率 7.5%，纖維加工總量達到 5,150 萬噸，年均成長率

4.5%，就業人數保持在 2,000萬人左右。 

（2）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 

 至 2015 年，衣著、家飾、產業用三大類終端產品纖維消費量的比例達

到 48：27：25。內銷市場比重逐步提高，可以滿足高中低不同消費層次需

求。中西部地區紡織工業總產值占全國的比重提高至 28%。 

（3）品牌建設新突破 

 產品品質水準進一步提高，品牌建設能力明顯增強。形成具有國際影響

力的品牌 5～10 個，在大陸市場認知度較高的知名品牌達 100 個。年銷售

收入超過百億人民幣的品牌企業有 50家，品牌產品出口比重達到 25%。 

（5）節能減排、資源利用再提升 

 單位工業增加值能源消耗較 2010 年降低 20%，單位工業增加值用水量

較 2010年減少 30%，主要污染物排放較 2010年下降 10%。開始建立紡織纖

維回收再利用體系，將再利用紡織纖維量從 2010年的 400萬噸，提高至 800

萬噸。 

表 4 紡織業十二･五計畫發展主要指標 

指標 2010年 2015年 
帄均年成長

率 

工業增加值（規模以上）     8％ 

出口總額（億美元） 2,065 3,00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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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2010年 2015年 
帄均年成長

率 

纖維加工總量（萬噸） 4,130 5,150 4.5％ 

衣著、家飾、產業用紡織

品纖維消費量比例 
51：29：20 48：27：25 - 

衣著用纖維消費量帄均

年成長率 
- - 3％ 

家飾用纖維消費量帄均

年成長率 
- - 3％ 

產業用纖維消費量帄均

年成長率 
- - 10％ 

中西部地區紡織業產值

比重 
17％ 28％ - 

勞動生產率（規模以上） - - 10％ 

研發佔總經費支出比重 ＜1 ＞1 - 

再利用紡織纖維總量（萬

噸） 
400 800 14.9％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紡織工業“十二五”發展綱要及相關資料，紡織所 ITIS計畫整理(2015

年/12月)。 

茲彙整紡織業十二･五計畫的發展與佈局重點，如下： 

1. 增強自主創新能力 

（1）完善行業科技創新機制 

 加快建立以市場為導向、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緊密結合的紡織行業科技

創新機制。在高新技術纖維、染整後整理關鍵技術，及環境友好染整製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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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利用、高性能產業用紡織品、纖維回收利用、節能環保等重點領域，

建立紡織產業技術聯盟，加強各類創新主體在智慧財產權管理能力，建立

行業智慧財產權資訊服務帄臺，完善智慧財產權的有償共用和交易機制。 

（2）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 

 引導企業強化研發投入，部分優勢紡織企業研發經費內部支出占主營業

務收入比重提高到 3%以上。支援紡織企業參與國家科技計畫和重大工程項

目，探索適合紡織中小企業提高創新能力的模式，鼓勵紡織產業鏈上下游

合作，以提高紡織業勞動生產和產品附加價值。 

（3）建立加強紡織標準體系 

 編制和修訂紡織工業相關標準，建立與紡織科技和產業發展水準相適應

的紡織標準體系。加快研究制定紡織新材料、生態紡織品、高性能產業用

紡織品、纖維再生利用等方面的產品標準和檢測方法標準。 

 完善規劃衣著用和家飾用紡織品的新標準，如電腦輔助設計（CAD）技

術標準、服裝用人體測量國際標準、色彩標準等。制訂產業用紡織品產品

標準、應用標準和測試方法標準；完善紡織機械安全標準和新一代紡織成

套設備技術標準；建立並完善棉紡、印染、化纖等節能減排與資源綜合利

用標準。鼓勵企業積極採用國際先進的產品標準和品質管制標準，促進中

國大陸紡織產品的品質、安全、節能、環保等指標逐步達到國際先進標準

水準。建立產品檢驗檢測體系，加強紡織品安全、環保、有害物質檢測。 

2. 加快技術升級步伐 

（1）運用先進技術改造傳統紡織工業 

 廣泛利用材料、電子、生物工程和資訊等先進技術，提高紡織產品開發、

品質、節能降耗、清潔生產等能力。針對紡織裝備、工藝、管理等薄弱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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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對棉紡、毛紡、麻紡、絲綢、針織等傳統行業加強改造，提高棉、毛、

麻、絲等天然纖維的加工技術和產品開發水準，提高原料使用效率，改善

產品性能。加強高模擬化學纖維的產品開發和應用，提高差別化、功能性

纖維的應用比例；擴大綠色環保和技術含量高的產品比重，以滿足不同的

市場消費需求。 

（2）促進紡織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結合 

 抓住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的機遇，發展高新技術纖維及其複合材

料、高端紡織裝備製造、高性能產業用紡織品，提高紡織業中戰略性新興

產業的比重。同時，通過產業鏈協同創新，加強紡織產品在戰略性新興產

業領域的應用性開發，擴大紡織產品在新材料、新能源、節能環保等戰略

性新興產業領域的應用，促進紡織業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緊密結合與互動

發展。 

3. 加強品質管制和品牌建設 

（1）提升設計水準 

 加大研發設計投入，著力培養紡織品服裝設計師，提升品牌設計創意水

準。善加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吸收傳統文化，學習國際時尚文化潮流，提

升自主品牌價值，深入研究消費需求和時尚潮流。支援自主品牌企業，整

合產業鏈，加強布料與成衣設計師之間的溝通，鼓勵品牌企業加強國際交

流，規劃在發達國家地區設立設計、開發中心。 

（2）提高品質水準 

 全面加強品質管制，提高紡織品服裝的品質水準，在國內外消費市場確

立可信賴的品質信譽。鼓勵採用新技術、新設備、新材料，促進產品品種

更新和品質水準提升。建立從技術創新、產品研發、生產製造、儲運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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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服務等，全方位的企業品質管制體系；推廣品質管制技術與方法，完

善產品品質責任制度，積極開展品質體系和環保體系認證。加強品質誠信

體系建設，引導和推動紡織企業建立「誠信至上、以質取勝」的品質理念。 

（3）強化品牌管理與實施品牌建設工程 

 制定品牌發展策略，提高品牌在研發、設計、生產、銷售、物流、服務，

以及宣傳各環節的整合能力。支援有實力的企業推進品牌國際化，通過收

購或入股海外品牌，形成國際化品牌，並隨著創新能力的提升，逐步形成

中國原創品牌。鼓勵企業積極開展品牌推廣宣傳活動，擴大市場知名度，

同時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引導企業積極進行國內外商標註冊、專利申請，

為企業品牌尋求法律保護。 

 以服裝和家紡行業為重點實施品牌建設工程。制定中國大陸服裝家紡品

牌發展戰略，建立品牌企業統計、跟蹤、評價體系，建立中國大陸紡織服

裝品牌資料庫。重點培育具創新能力、高市場佔有率、企業盈利能力的 100

家服裝、家飾用紡織品品牌企業。 

4. 加強節能減排和資源回收再利用 

（1）提高節能減排管理水準與減排新技術 

 推廣企業能源三級計量管理，建立紡織行業能源監控和服務機構，加強

企業能源管理，制定行業碳排放核算標準。建立印染、嫘縈等重點行業的

清潔生產審核制度，加快綠色環保、資源回收利用及節能減排等先進適用

技術和設備的研發、推廣應用。運用資訊技術對生產過程中的能源消耗、

廢物排放進行即時監控，提高智慧化管理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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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強資源再生回收及利用 

 逐步建立健全紡織品回收再利用循環體系，制定相關法規和標準，設立

紡織品回收再利用管理和監控體系。鼓勵企業加快高效、低成本紡織品回

收再利用技術的開發和推廣，加強對紡織品再生回收利用的宣傳教育。 

5. 推動產業群聚升級 

 根據各區域資源和產業優勢，建設產品突出、競爭力強的紡織產業區域

品牌。在紡織產業群聚內部，以龍頭企業和知名品牌為主導，輔以中小企

業的專業化分工，建設紡織業大中小企業協作發展優勢的新型工業化示範

基地 30個。東部地區產業群聚在加速產業升級的同時，促進以採購中心、

國際商貿中心、總部基地為主體的產業群聚新組織形式，建立 10個以總部

經濟為主導的國際化創新型紡織產業群聚，建立創意產業群聚的發展，形

成 10個具有創意功能的紡織服裝園區。 

6. 各產業區域優化佈局 

（1）東部地區加速產業升級 

 東部地區發揮技術、人才和市場等方面的優勢，重點發展高技術、高附

加值、時尚化、差異化終端產品的研發、生產和行銷，用高新技術改造傳

統產業，提升現有紡織產業群聚水準。在東部中心城市，推進建設時尚創

意中心、行銷中心和研發中心；鼓勵東部地區的紡織企業實施總部基地與

中西部地區的紡織生產製造中心協作發展，並藉由委託管理、投資合作等

形式共建產業園區，建設 3～5個紡織產業合作示範區。 

（2）中部地區完善現代化製造體系 

 中部地區利用資源優勢和既有產業基礎，積極承接產業轉移；重點發展

棉紡、衣著用、家飾用紡織品、產業用紡織品、麻紡和長纖布的加工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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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建立完整的紡織產業製造體系。大幅提高中部人口密集省份的紡織業

比重，提高勞動力在當地就業比例。 

（3）西部地區發展特色產業 

 善加利用西部地區的既有資源、能源、勞動力、民族文化等優勢，發展

棉紡、毛紡、絲綢、民族文化產品等特色產業。例如：新疆省積極提升棉

紡產業，建置優質棉紗、棉布和棉紡織品生產基地，吸引民營資本和東部

資金投資紡織業，推動產業優化升級；並可以結合周邊市場需求，建設紡

織服裝生產基地。 

（4）東北地區發展優勢產業 

 東北地區則可以利用特色原料資源、產業基礎和勞動力，結合東北老工

業基地振興戰略，發展優勢紡織產業。例如：推動亞麻種植基地建設，利

用亞麻等資源發展特色紡織品，並結合邊貿需求發展紡織服裝加工生產，

也適合發展勞動密集型的服裝加工業和織襪業，輔以紡織品服裝自主品牌

建設，推高產品價值。 

7. 提高重點行業集中度 

 促進形成一批有競爭力的大型化纖企業、產業用紡織品企業、供應鏈管

理能力強的紡織企業、連鎖經營的品牌服裝企業。通過技術創新、管理創

新、資本創新，發展壯大一批具有智慧財產權、品牌和資源整合能力強的

紡織大企業、大集團。 

 例如：鼓勵具競爭力的化纖企業向上游延伸，積極利用海外資源，整合

發展自用原料，通過兼併重組，或自身發展，形成 20家年產值超過 100億

人民幣，且具有明顯競爭優勢的大型化纖企業，其中 3～4 家產值突破 500

億人民幣。產業用紡織品業則發展 20 家，年銷售規模達到 10 億人民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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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從纖維原料開發、材料加工、終端製品生產為一體的大型企業。提

高家飾用和衣著用品牌經營企業的市場集中度，形成行銷網路覆蓋全國且

年銷售收入超過 100億人民幣的品牌服裝、家飾用紡織品企業 20家。 

三、中國大陸紡織業 SWOT分析 

透過 SWOT分析，可以清楚呈現中國大陸紡織業近年來的發展優勢、劣勢、機會

及威脅，並藉由交叉分析，彙整因應對策，如下： 

（一）SWOT分析 

1. 競爭優勢（S） 

(1) 中國大陸天然纖維生產量豐富，具發展天然纖維，如：棉、麻、絲等

優勢。 

(2) 人造纖維生產量位居全球第一，擁有豐富的上游人纖原料供應。 

(3) 具備全球最大成衣生產能力，成衣出口位居全球第一。 

(4) 中國大陸擁有龐大的內需市場，能提供中國大陸廠商足夠的發展空間。 

2. 競爭劣勢（W） 

(1) 欠缺高階專業技術、人才。 

(2) 研發創新能力不足。 

(3) 產品大宗規格量產，產品同質性高，導致市場價格競爭激烈，容易陷

入低價競爭局勢。 

(4) 產品、原料的品質參差不齊，高品質控管能力仍差強人意。 

3. 發展機會（O） 

(1) 善用臺灣紡織業先進技術，帶動大陸紡織業技術升級、產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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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業政策的計畫支持，包括：十三･五計畫、一帶一路等，可再創造出

一波新的龐大下游應用市場空間。 

(3) 電商、網購市場逐漸成形，有利於物流、通路市場的快速成長，可加

快內需市場和國際消費者市場的發展。 

(4) 因應代工利潤逐年降低，越來越多企業開始轉型發展品牌並經營內需

市場。 

4. 外在威脅（T） 

(1) 因為經濟成長快速，導致生產要素成本，如：工資、環保要求、能源

成本、租金等，持續快速成長，成本優勢逐漸喪失。 

(2) 廠商信用度差，產品抄襲、模仿風氣盛行，阻礙國際廠商的合作意願

（包括台灣紡織廠商）。 

(3) 因應工資快速調漲及缺工問題，部分企業已外移至越南、柬埔寨等東

南亞國家設廠。 

  

（二）因應對策 

1. 發揮優勢、掌握新機（SO） 

(1) 積極引進台灣紡織業先進技術，將產品生產引領向高附加價值生產，

帶動紡織業轉型升級。 

(2) 掌握大陸通路市場，加強售後服務，以提升品牌價值，擴大中國大陸

市場銷售空間。 

(3) 提高機能性、差異化產品之比率，以增加產品利潤。 

(4) 加強與台灣或國際設計師的交流，提升成衣設計能力，善用成衣業的

規模量產能力，擴大高附加價值成衣的市場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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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善劣勢條件、爭取發展機會（WO） 

(1) 建立與台灣高階紡織技術的合作關係，培養研發、高階技術人才。 

(2) 提高品質控管能力，建立優質帄價商品，以擺脫既有的低價競爭局勢。 

(3) 善用電商、網購市場通路，掌握既有的低價市場消費者，並賦予產品

自有品牌價值，轉型發展品牌市場與內需市場。 

3. 善用優勢、避開威脅（ST） 

(1) 因為有量產庫存壓力，必須以快速反應市場需求，加強去化庫存，以

降低營運成本。 

(2) 以提高產品差異化，降低產品的價格競爭威脅。 

(3) 培養創新設計人才，降低產品模仿、抄襲之弊端，建立國際市場經營

的風範，以擺脫不良信用形象。 

(4) 建立國際合作夥伴，以國際品牌或自有品牌經營內需市場。 

4. 克服內在劣勢、面對外在威脅（WT） 

(1) 以產品創新，快速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增加產品售價與利潤。 

(2) 加強自有品牌的行銷，改善大陸廠商的企業形象。 

(3) 培養研發、設計人才，提高量產規模的技術層次，擴大中產階級消費

者市場，以提高產品價格區間。 

 

四、結論 

 相較於電子業，臺灣紡織業更早面對紅色供應鏈的威脅，但因為轉型發展

高附加價值產品，例如：機能性紡織品和產業用紡織品，並且積極開拓紡織品

出口至新興市場；臺灣紡織業因為技術領先和成功開拓新興出口市場，在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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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間，紡織品的出口值可以維持在 110～120 億美元，並未受到紅色供

應鏈的擴張而呈現明顯衰退。 

 

 中國大陸產業政策系採取財政補貼、政策融資，鼓勵業者「自主創新、創

立自有品牌」，加上企業集團化，擴大產能規模等，都是紅色供應鏈迅速崛起

的原因。中國大陸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後，形成龐大且成長快速的內需市場，

造成沿海與內陸之間、鄉村與城市之間經濟環境差距擴大，使得紡織業上下游

產業鏈各個環節，均有適合發展的地域，利於執行供應鏈的佈局展延，逐漸由

東部，轉移至中部、西部地區，發展不同特性的產業區段。 

 

 紅色供應鏈發展至今，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中國大陸紡織品的出口持續增

加、進口需求減少。尤其中國大陸透過產業結構轉型、大幅擴充上游原料的產

能；逐步降低自國外進口纖維、織布等原料，改由國內自給，台商與外商也轉

向在地採購，導致中國大陸對纖維和布料的進口需求明顯下降。 

 

 面對紅色供應鏈的崛起，兩岸紡織企業可以計畫進行策略合作，並積極朝

向客製化、速度快的創新方向努力，設法拓展新業務，尋求差異化。目前台灣

紡織業供應鏈業者除了轉往高利潤、高附加價值的新興產業領域發展外，仍有

部份大眾規格量產的紡織品還面對著紅色供應鏈的威脅，除持續保有高品質與

商品信譽外，更需加速轉型，強化創新與研發能量，才能創造永續的競爭力，

在國際市場保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