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侯小娟 潘文秀

3月26日-29日， 第22届中国国际服装服
饰博览会在北京召开， 来自国际国内的近千
个服装品牌争先展示。

然而，在热闹的会场上，却看不到一个湖
南的服装品牌。“此前忘不了等几个品牌还参
加过，今年一个湖南品牌都没有。”

现在长沙繁华的街头， 很容易撞见人们
熟知的宁波雅戈尔、 杉杉和福建的七匹狼等
品牌，相比之下，湖南的忘不了、圣得西等品
牌却很鲜见，商场之内，更是被外省的、外国
的品牌占据着。

对于一个苎麻产量占据全国60%份额的
省份， 湖南的服装行业曾经出现过全国知晓
的品牌，“可是现在的情形远不及当年。”省服
装行业协会秘书长汤小健说。

服装博览会不见湖南的身影

第22届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3月26
日在北京新国展展会开展， 来自20个国家和
地区的近千家服装服饰品牌参展。

记者在展会现场看到，不仅服装品牌、参
展国家众多，其中也不乏石狮、虎门、织里等
地方展团抱团参展， 全方位展示了在服装业
的产业链优势。然而，在这场服装盛会上，唯
独没有看到湖南服装品牌的身影。

“往年忘不了和圣得西服饰有参加，今年
一个湖南服装品牌都没参加。”中国服装协会
秘书处信息部季明如是说。

有中国国际服装博览会参与经验的湖南
忘不了服饰公司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往
年参加中国服装服饰博览会， 只是参与了其
中的活动环节，并没有具体参展，“另外，参展
的费用较高， 也是忘不了服饰需要考虑的参
展因素。”

据服博会招商部的相关数据显示，企业需
要负担的费用将近10000元/平方米， 为期4天
的企业参展费用，其实对于企业来说并不低。

上述人员还说， 忘不了服饰的当前核心
市场布局主要在湖南、江西、广西，与服博会
的全国战略布局目前是存在差异的。

难见知名本土品牌

其实，湖南的服装企业的数量却并不少。
据汤小健介绍， 现在湖南一共有6000多家注
册的服装企业，除了圣得西、忘不了等几家年
产值过10亿元外，年产值100万～2000万元的
中小型企业仍占80%以上。

6000多家企业中发展成知名品牌的屈指
可数， 大多数品牌已难觅踪影。 与此同时，
2008年“雅戈尔”一家的年产值约为湖南规模
以上纺织服装企业总产值的一半， 杉杉服饰
已经上市……

“湖南至今只有4个中国驰名商标， 除了圣得
西、忘不了，还有派意特和韶峰，后两个做定向生
产（如单位订制职业装）为主。而浙江宁波一个市
就拥有20个中国名牌、25个中国驰名商标。” 汤小
健介绍。

在湖南，得过“中国十佳服装设计师”称
号的只有杨柳春； 益鑫泰是全国服装设计最
高奖的冠名赞助单位，然而没有一位“益鑫泰
杯全国服装设计最高奖”得主落户湖南。

“现在，湖南服装消费市场，大部分的市
场份额都被外地的品牌占据。”湖南派意特服
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姜学军说，粗略估计，湖南
至少有50亿元的职业装定制市场， 可是湖南
本土的企业占据的份额只有2%。

姜学军说， 由于受限于企业的资金以及
品牌知名度， 湖南金融系统职业装的订制市
场我们完全无法介入， 这些单位也更加热衷
于找杉杉、雅戈尔等品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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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有杭州的女装、
福建的男装、武汉的中老
年装等形成一定知名度
的“地域派系”，但是湘派
服饰却没有形成有特色
鲜明的“派”。

“其实， 在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湖南服装业在全国
有一定地位。”汤小健说。

据了解，湖南是一个
有着纺织工业传统的省
份，1979~1988年曾出现
纺织工业的辉煌10年，这
期间纺织工业总产值相
当于此前29年的2.17倍，
在全国居领先地位。

“那时候服装工业产
量、产值、出口创汇等几大
指标都位居全国前列。”汤
小健说， 那时候涌现了长
沙第一服装厂、 长沙童装
厂等一批知名服装企业和
服装品牌，“湖南人衣着也
基本不离本土产品。”

上世纪90年代，在传
统国有服装品牌相继黯
淡的同时，一批新的品牌
开始出现。益阳“益鑫泰”
一句“中国人的面子”、湘

纺跃出“中国虎”，让
湖南的服装行业倍儿
有面子；娄底的“波月”
西服与当时的雅戈尔、杉
杉等同列为“全国十大西
服品牌”。

随后，一批民营服装
企业发展壮大，涌现了圣
得西、金鹰、天剑、忘不
了、超世、诗燕、远东、吴
哥世家等一大批湘派服
装品牌，但大部分品牌今
非昔比。

“大部分服装企业被
淘汰出局， 关键是没有真
正形成特色品牌， 不能产
生品牌效应。”中国服装协
会副会长蒋衡杰如此评价
湖南服装产业的沉浮。

追溯

分行营业部

展览馆路支行

芙蓉中路支行

东风路支行

万家丽支行

定王台支行

滨江支行

东塘支行

解放路支行

新城支行

河西支行

蔡锷路支行

第一湾社区支行

湘府路支行

韶山北路 192号

营盘东路 40号

芙蓉中路三段 509号

东风路 144号

万家丽中路一段 76号

芙蓉中路二段 88号

营盘东路 108号领域大厦

劳动西路 109号枫丹雅苑 1楼

解放西路 269号三一楼王大厦

长沙市芙蓉南路 368号

长沙市金星大道郡原广场

蔡锷南路 139号省人民医院对面

开福区车站北路919号5.6.7栋103.104号

湘府中路117号金典商务中心4号栋1楼

0731-85329329

0731-85125326

0731-84473311

0731-84515107

0731-85149778

0731-84810799

0731-84459076

0731-82716080

0731-82241748

0731-85522359

0731-85329202

0731-82241658

0731-84780054

0731-84780961

劳动路支行

星沙支行

南城支行

三湘支行

株洲分行营业部

株洲芦淞支行

湘潭支行

湘潭雨湖支行

常德分行

常德鼎城支行

岳阳分行

美林水郡社区支行

南湖路社区银行

劳动西路 110号

星沙天华路 100号

韶山南路 245号路桥大厦一楼

车站北路 70号万象新天一楼

株洲天元区联谊路 86号

株洲芦淞路 1号九天国际广场

湘潭市河东大道 48号

湘潭市雨湖区韶山东路 9号

常德市滨湖路 666号时代广场

常德市鼎城路 108号恒华国际一楼

岳阳市求索东路三辉鑫厦一楼

开元西路美林水郡小区（锦和超市旁）

南湖路都市春天 A栋 115号

0731-85815479

0731-84012267

0731-85314909

0731-84511297

0731-22395586

0731-22395561

0731-58329281

0731-58396081

0731-7839825

0736-7382983

0730-8969777

0731-84932426

0731-84780133

网址：www.cib.com.cn全国统一客服热线：95561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详见说明书。 获取更多理财信息

100 万

万利宝

定期储蓄存款一浮到顶

顶！ 顶！ 顶！
一年以上

尽在兴业！

5.9%/6.0%

产品名称

半年后
可赎回

参考年化净收益率 / 业绩基准 认购金额 发行日期

3.000%

3.750%

4.250%

4.750%

一年

二年

三年

五年

人行基准利率 兴业利率

3.300%
4.125%
4.675%
5.225%

起点金额
—

—

—

五万元

期限

最新高端理财产品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详见说明书。

中高风险产品预告

5 万 /30 万

火热预约

正在热销

获
取
更
多

理
财
信
息

7.0%

投资期限 内部风险评级

中等风险

中高风险 火热预约

7.5% 100万1 年
可赎回

产品预告

3个月
可赎回

曾经也有叫得响的
“湘派集团军”

第22届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落幕，不见湖南品牌身影

今天，我们穿什么牌子的衣裳

作 为 农
业大省的湖
南，棉麻的产
量一直居于
全国前列。在
原材料占据
绝佳优势的
背景之下，湖
南的服装产
业却远落后
于江浙、福建
等省份。

从 即 日
起，本报特推
出《湘派服饰
调查》系列报
道，阐述湖南
服饰产业的
前世今生，分
析湘派服饰
发展的瓶颈，
探寻突围之
路。

益鑫泰 （益阳）
中国虎 （长沙）
波月 （娄底）
圣得西 （宁乡）
金鹰 （长沙）
天剑 （长沙）
忘不了 （宁乡）
诗燕 （长沙）
远东 （长沙）
吴哥世家 （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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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派服装品牌

湘派品
牌服饰打造
的经典商务
男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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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届中
国国际服装服
饰博览会上模
特走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