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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

7000多服装企业只有4个名牌
湘派之殇：龙头不强，总量不大，人才缺乏，各自为战

一家勉强维生的窗
帘店老板请教专家谋个
新出路。 专家问他做什
么，他回答是窗帘生意。
专家告诉他：“不， 你做
的是调节光线的生意。”
一句话， 让老板从思考
如何生产更多的窗帘，
转而思考如何运用各种
材料、方法来调节光线，
企业的发展机会完全改
观。

英国史学者李跃滋
说：“成功来自对市场认
识的透彻程度和远见卓
识。”这就是眼界决定高
度，只有看得远，才能站
得高。

当年， 江南春把一
个个电视屏挂到写字楼
电梯口， 于是有了分众
传媒， 但他不把自己看
作是一个卖广告的；梁
建章、 沈南鹏当年雇了
一帮业务员在大街小巷
发送会员卡， 于是有了
携程， 但他们不会说携
程是发旅行卡的……

同理， 湖南的服装
行业也是， 只有企业领
导人把目光看得更远，
才能成就本土的服装产
业发展。我们可以比赛，
但是应该把目光放在更
广阔的全国乃至世界市
场；我们可以抱团，用集
体的力量来做大规模拉
动本土氛围的成长；我
们还可以上市， 这是企
业做大做强的一种途
径。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侯小娟

湖南的忘不了、 圣得西
等品牌都建立与上个世纪八
十年代，比雅戈尔、柒牌等品
牌稍微晚了几年，而杉杉、七
匹狼等后起之秀则通过上市
等途径已经赚得盆满钵满。

说起湘派服饰企业这一
盘棋， 省服装行业协会副秘
书长龚道模不无遗憾， 他曾
经表示：“湖南服饰行业比较
散漫，像温州等地，商会发挥
了很大作用， 他们是抱团出
拳。”据了解，湖南省服饰产
业协会一度停办10年， 重组
后，主要办事人员仅3人。

可是要湖南服饰企业走
抱团发展、规模发展之路，并
不简单。“湖南服装企业的领
导人观念相对保守， 此前忘

不了、 圣得西两家企业互不
往来， 一方的公司骨干如果
去另外一方找人吃饭， 高层
领导都会有意见。”某业内人
士说。

据了解， 忘不了和圣得
西的老总罗美元、 罗文亮两
人是亲姐弟， 省纺织行业办
公室曾经计划将两家联合起
来整体打包上市， 其中一家
的答复是：“企业能够保持目
前的发展态势就很知足了，
没有上市的打算。”

“其实，大部分服装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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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 福建七匹狼公
布2013年年报， 数据显示
去年七匹狼服装业务营业
收入有26亿多元。此前，浙
江服装企业雅戈尔公布的
年报显示， 去年公司品牌

服装实现营业收入42.7亿元。
相比这些省份服装企业的庞大收入，湖南的服装企业显得有

点拮据。据湖南忘不了服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刘佳玫介绍，去年
忘不了的产值为6亿元； 而湖南另一家服装企业圣得西的相关人
员表示，去年产值也只有10亿元左右。

湖南是南方的产棉大省， 苎麻的产量也占据全国60%份额，
在占据原材料优势的情况之下，为何如今湖南的服装产业在全国
却默默无闻？

曾经沧海：
知名企业纷纷没落

“如果往回数十几年，湖
南还是有一批叫得出名号的
服装企业，比如益鑫泰、波月、
天剑、诗燕、圣得西、忘不了
等。但如今，有点知名度的企
业屈指可数。” 在长沙做服装
生意的于玲说。

省服装行业协会秘书长
汤小健证实了于玲的说法：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湖南
服装业在全国有一定的地位，
服装工业产量、产值、出口创
汇等几大指标都位居全国前
列。”

上世纪90年代，益阳“益
鑫泰”一句“中国人的面子”
让湖南的服装成为天安门国
旗护卫队选定的制式衬衫。
娄底的“波月”西服更是与当
时的雅戈尔、 杉杉等同列为
“全国十大西服品牌”。

然而，到2008年，全省登
记注册的纺织服装企业虽然
有7000多家，但发展成知名品
牌的屈指可数，大多数品牌如
同过眼烟云，难觅踪影。湖南人
更是身着浙江、福建、广东等外
地品牌的服装来去匆匆。

今日一粟：
龙头不强总量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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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以做定向生产（如单位订制
职业装）为主。”汤小健介绍。

据了解，如今浙江宁波一
个市就拥有20个中国名牌、25
个中国驰名商标。该市知名服
装品牌雅戈尔此前公布的年
报显示，2013年净利润有近
13.6亿元，上市之后，如今市
值已经达到161.23亿元。同为
宁波品牌的杉杉， 市值也有
66.83亿元。

相比这些企业的庞大规
模， 湖南的服装企业却不及
冰山一角。去年，忘不了服饰
的总产值只有6亿元，圣得西
的总产值也只有10多亿元，
还不及雅戈尔一年的净利
润。

而雅戈尔、七匹狼等品牌
在全国各地铺路，占据了大部
分的市场份额，而忘不了服饰
如今只在湖南、广西、广东、江
西四个省份布点，其中湖南就
占据了160多个。

不仅如此，湖南的纺织服
装行业的工业总产值也不及
江浙等省份。 数据显示，2011
年，湖南纺织服装业的工业总
产值是835.33亿元。而邻省江
西的数据为11500亿元，排名
全国第六，在我们提出“打造
纺织千亿产业”时，他们早已
大步跨入“万亿俱乐部”。

现状

眼界决定高度

说起福建， 人们就会想
到七匹狼、柒牌、九牧王等品
牌；说起浙江，人们也能想起
雅戈尔、森马、美特斯邦威、
太平鸟等服饰品牌。

如今广东的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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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湖南服装产业的发
展现状， 业内人士异口同声
表示缺少相关产业链。

“无论是面料、辅料，还
是别的配套设施， 湖南都没
有。”忘不了服饰的执行董事
刘佳玫表示， 福建那些企业

在“家门口”的工厂就能选择
自己需要的材料， 从国外进
口面料， 江浙省份也能直接
到岸， 而我们则需要去那边
挑选，“他们只需要1块钱就
能做成的事情，我们需要3块
钱甚至更多。”

湖南派意特服饰有限公
司董事长姜学军说起创业之
初前往江浙等地选择面料时
的艰辛更是记忆犹新。“那时
为了省钱， 坐着拖拉机去工
厂引进原料， 后来拖拉机都
翻到了水田里。” 姜学军说，
产业链的不完整， 材料的缺
乏， 是制约湖南服装产业发
展的最大因素。

1�别人1块钱可做成的事，这里要3块

湖南的棉花产量在南方
省份排在前列； 苎麻产量占
据全国60%的份额。 原材料
明明有这样的优势， 为何服
装产业却不能借此发展起
来？

对此，刘佳玫介绍，中国
有个成语叫“披麻戴孝”，因为
文化的原因，并不是所有人对
麻都能接受。“另外，湖南本地

对麻布的加工技术跟不上，导
致相关的产业也无法壮大。对
于麻的运用，整个公司占据的
比重也只有10%。”

汤小健也表示， 湖南虽
然是棉麻生产大省， 但是粗
细纱织工艺都不够精， 印染
水平跟不上， 更别说达到绿
色环保要求了。 所以大部分
企业选择从江浙进货。

2�原料虽有，技术却跟不上

对于湖南的服装企业来
说， 还有一个重要的短板就
是人才的缺乏。

“由于湖南企业未成气
候，导致整体氛围不好，地处
内地也很难吸引优质人才。”
在湖南做了十多年的一位服
装设计人士说， 湖南的服装
企业并不重视对设计师的培
养， 而是喜欢从外地或者国
外聘请人员， 这样就导致人
员流动性大、 设计师跳槽频
繁的局面。

记者了解到， 如今有一
定实力的湘派服饰企业，纷
纷选择聘请各种设计师“外援

队”。例如，忘不了以4万元一
堂课的高价，请中国顶级品牌
设计师来公司授课；圣得西也
邀请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大师
丹尼法莱加盟。

可是， 对于湖南大多数
中小企业来说， 并没有这样
的实力去挖取人才。湖南有3
所服装专业院校， 每年有数
百名毕业生， 由于环境和工
资待遇问题， 设计人才大多
数“孔雀东南飞”。据报道，在
湖南70万服装生产从业人员
中，仅有130名具有专业职称
的设计师， 比例不到千分之
一。

3�设计师跳槽太频繁

4�各自为战，难以产生品牌效应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侯小娟 潘文秀

探因

记者手记

4月8日，长沙市宁乡县，湖南忘不了服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