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沿着穿过穰东镇的国道312两侧，传
统的批发市场和新建的专业市场分布道
路两侧，过去的冷清被日渐繁荣的景象取
代，今天来到穰东的人能够真切感到，这座
城镇的活力正在恢复，且有更胜从前之势。

今年1月上旬，由河南省服装行业协
会、河南省纺织行业协会等主办的“中国
穰东纺织服装产业博览会”上，来自北京、
温州等地的300余家客商现场签约了共
计2.6亿元的“大单”，更胜消失多年的“穰
东服装节”盛况。

“市场再次看好穰东，还是因为有当
地制造业基础。”近年来，作为省服装行业
协会掌门人的李刚经常性往返于邓州、南
阳等地，如何复兴穰东是他最倾注精力的
课题之一。

“穰东现在是河南服装产业名镇，具
备将来成为中国服装产业名镇的潜力。”
李刚表示，作为曾经和义乌齐名的服装名
镇，穰东服装业迫切需要在上档升级和规
模效益上实现突破。

在穰东镇总投资1.5亿元的玉玺服
饰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近百名工人正
忙得热火朝天，“诞生”着一件件颇具邓州
特色的“穰东制造”。据穰东镇党委书记
万洪志介绍，该企业自主设计生产自主品
牌高档西装、职业装、女裤等，年加工能力
达到20万条。

“过去的穰东服装加工是单兵作战，家
家户户单独购、产、销，导致工艺不精，难以保
证品质。”万洪志告诉记者，在历任政府的引
导下，当地服装加工业逐渐走向专业化分工
和规模化生产，产品生产从“冒牌”“贴牌”逐
渐转向打造自有品牌。

2005年起，穰东镇政府积极调整产业
结构，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和优秀设计师，积极
培育服装市场，优化投资环境，引进厂家和商
户落户穰东。截至2015年底，穰东镇已经
拥有各类中小微型纺织企业132家，服装商
户2400余户，从业人员40000余人，年交易
额50亿元以上，拥有金利达、磊傲、玉玺、梦
诗雅等自主品牌，从购料、裁剪、加工到批发
零售等各个环节都形成了专业化和规模。

目前的穰东村服装批发交易市场，吸引
武汉、温州等地百余家商户前来创业，还带动
周边30多个乡镇2万多群众从事相关行

业。此外，这里的皮毛制革业、饮食服务业、
交通运输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下一步，穰东要彻底摆脱低端加工
的模式，树立中高端服装制造为主导模式
的行业标准，在全国打响‘穰东制造’的品
牌。”万洪志说，目前穰东拥有自主品牌50
多个，销往西安、武汉、石家庄等全国30多
个大中城市，而一批年销售额超千万的电
商品牌出现，带给当地传统服装制造从业
者以触动和冲击。

2014年开始，顺丰、圆通、中通等快递
品牌纷纷在穰东设立揽收中心，服装商户
与淘宝、唯品会等电商企业开展合作。在

“双十一”购物节、国庆假日期间，每天有上
万件快递通过物流送往全国。

据统计，穰东中山装和皮裤电商销量
居全国第一。受到喜人形势感召的商户
和制造企业，纷纷涉足电商领域，专门从
事电商的商户从几十家发展到上百家。
通过电商，服装企业也拓宽了销售市场，
眼下，穰东服装正走出国门，恒业针织、玉
玺、喜杰狼等企业产品远销到韩国、日本
及东南亚各国。

据了解，邓州市委市政府将支持穰东
服装产业发展，打造服装特色小镇写进了
政府工作报告，同时将产业规划、土地审
批等权限下放给穰东镇，最大力度地推进
穰东实现华丽“蝶变”。

“历史正赋予穰东第二次发展机遇，
能不能抓住，靠思路也靠速度。”万洪志表
示，在服装制造产业重心内迁的大环境下，
穰东要快人一步，迅速抢占制造业高端地
位，加速培育品牌创新能力，为此，他们提
出规划建设新的穰东服装产业园区，引入
内外加工企业入驻，实现生产品质提升和
质量标准化；对新旧专业市场进行上档升
级、功能划分，完善服装周边产业链条；同
时，大力培育品牌电商、创意设计等新业
态，形成领先行业的制造研发技术储备。

一业兴百业兴，在穰东新发展规划蓝
图上，服装制造、销售成最显著的全域特
色，同时，市政、教育、卫生行业以及餐饮、
娱乐等服务性行业建设也全面提上日程。

“发展主导产业，带动城镇化建设，最后的
落脚点是让百姓生活品质提高，享受发展
的成果。”万洪志表示。15

扭转低端制造困局，
“穰东制造”要成为高品质代名词

邓州服装产业破局之

服装名镇穰东再次“蝶变”

图片新闻

今后五年内，河南服装纺织业将要
释放“洪荒之力”，成为新的世界服装工
厂。

经过十余年培育和发展，以郑州
女裤为龙头的女装行业，已经成为河
南服装走向全国的标志。而在十三五
期间，我省将重点培育十大特色服装
纺织产业集群，打造一批叫响中原乃
至世界的特色服装名城、名镇。

在河南省服装行业协会会长李刚
看来，河南服装产业前景看好，围绕省
内各具特色的织造产业布局，国内服装
行业将掀起新一轮对中原地区的投资

热潮。
而随着近两年纺织行业的逐渐复

苏，人口众多、产业基础良好的邓州、新
野等地，面对服装制造业转移承接、市
场结构调整这一风口，纷纷推出应对政
策和措施，意图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将
织造产业打造为当地主导产业。

作为省直管县的邓州市，依托棉纺
织产业园区建设和振兴传统服装名镇
穰东，布局从生产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条，同时通过简政放权和大力培育龙头
企业，已然形成一条思路清晰的产业发
展规划蓝图。

“南有义乌，北有穰东。”在邓州服
装产业发展历程中，穰东镇占据着特殊
的地位。

这句话并不是穰东人的自吹自
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河南穰东和浙
江义乌均以服装批发起家，并称两大服
装销售中心，两地周边辐射的销售市场
超过半个中国的省市区。

以 1994年举办的第一届“中国穰
东服装节”为标志，穰东曾经切切实实
地叫响过全国。服装节开幕式上邀请
赵忠祥、黄宏等“大腕”出席，至今仍是
老一辈的穰东人倍感骄傲的谈资。

彼时，“节会搭台，经济唱戏”正是
地方政府开放发展的重要手段，而连续
举办三年的穰东服装节，吸引着省内及
河北、陕西、山西、湖北、安徽等地客商
前来进货，还引来了北京、大连、郑州、
徐州、武汉、石狮、义乌、柯桥等地的生
意人投资落户。资料显示，1997年这个
小乡镇服装经销商近 2500家，穰东也
被誉为内陆“小香港”。

48岁的穰东人巴光志，从 1992年
起在该镇批发市场经营门店，现在，他
成立的玉玺制衣年销售额超过千万，是
当地规模较大的企业之一。从两间批
发男裤的生意做到上千万的企业，巴光
志是穰东服装业兴衰起落的亲历者和
见证人。

上世纪穰东服装业的兴盛，得益于
从八十年代后期形成的低端服装加工
业。自古就有经商传统的穰东人“买全
国，卖全国”，从常熟、义乌购进低端衣
料，在当地加工裤子等成衣，然后再低
价批量销售，把生意做遍全国的同时，
也埋下了日后被市场淘汰的隐患。

“穰东为什么都做裤子？门槛低
嘛。几台缝纫机，请个会缝纫的师傅打
好板，农村妇女就能做。”巴光志说，当
时穰东商户家家都是“前店后厂”，没有
技术标准，也没有品牌意识，大家满足
于眼前的利益，“一条裤子成本 30元，
只要量大，每条加个三五块利润就卖。”

靠着 50元上下的低端男裤，穰东
在迅速打开市场的同时，也让自身定位
局限在低端层次，从而错过了品质升

级、行业转型的机遇，可谓“成也男裤，
败也男裤”。

“举办服装节那几年，生意好做到
什么程度？在两棵树间拉根塑料绳，搭
上裤子就有人要货。”回忆起随后穰东
遭遇的“市场风暴”，巴光志记忆犹新。

“几乎一夜之间，订单没了，客户不来
了，以往畅销的货品无人问津。”

1998年前后，兴盛一时的穰东服装
业遭遇断崖式下降。

此时，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
产业政策调整，国内服装行业产生急剧
变化，后来赶上的沿海地区制造业对市
场进行“洗牌”，面向农村市场、以生产
销售低端服装的穰东被迅速边缘化。
当地商户急剧减少，大量流向外地市
场，1999年商户减少到640户，交易额
下降到1.8亿元，仅占鼎盛期的1/3强。
市场辐射区域也明显收缩，许多新建的
市场有场无市，变成了空壳，大多数商
户也仅勉强维持。

“那个年代没有品质概念，有大客
户上门，看到我们在小作坊里面做衣
服，摇摇头就走了。”巴光志说，正因为
满足于粗制滥造带来的眼前利益，大多
数穰东服装商错失了壮大企业的时机，

“凡是大订单，要看有没有标准生产线，
要质量检验、合格认证，这些要求对穰
东人来说都是空白，市场逐渐在规范，
而我们恰恰没有规范。”

还有一些巴光志们不太愿意提及
的原因：当年穰东服装行业的几家“领
头羊”企业，因为“树大招风”，在经营中
受到税务、工商等部门的区别对待，导
致这批商户出走郑州、武汉，也是促使
穰东加速衰落的直接原因。

而对比此时的郑州、义乌等地，当
地服装加工业逐渐形成规范化、规模化
的态势，且确立了重点突出的主打产品
种类，如占据中国半壁江山的郑州女
裤，以衬衫之乡闻名全国的义乌等，其
站稳行业脚跟正是在这一时期。在穰
东的“没落期”，当地的服装制造业并没
有停滞。巴光志等一批当地商户始终
没有放弃经营，当地政府也一直在寻求
突破转型之路。

曾让义乌眼热的内陆“小香港”，
因粗制滥造自废武功

在永泰棉纺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操纵自动化设备加工产品

宛城区

9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通讯员 袁永强）3月

17日，宛城区在南阳新能源经开区举行项目集中开工仪
式，路诚机电节能变压器、柯丽尔医用干式胶片等9个重大
项目集中开工。涉及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食品加工
和基础设施等产业，总投资26.4亿元，建成后可实现销售
收入46.6亿元、税利11.7亿元。

此次开工的项目既有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工业
项目，也有与经开区产业发展衔接配套的职业教育项目，
还有完善提升经开区功能和承载力的基础设施项目。

宛城区坚持把产业集聚区作为实施开放带动、加快产
业转型升级的主阵地，按照“五规合一、四集一转、产城互
动”的要求，突出规划引领，培育主导产业，强化项目建设
和科技创新“两个支撑”，完善基础设施，创优发展环境，综
合利用商会招商、亲情招商、以商招商、资源招商等方式，
主攻投资额度大、发展前景好、产业关联度高的大项目、好
项目，一大批工业项目不断落地建设，新能源经济技术开
发区发展势头良好，2016年先后获得河南省十强产业集聚
区和首批河南省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等荣誉。8

中原银行南阳分行“助力”宛城区

三年内提供不低于
50亿元贷款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昊 通讯员 潘毅 李祥鑫）
3月 21日上午，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政府与中原银行南阳分
行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根据该协议，中原银行南阳分
行将在三年内向宛城区提供不低于50亿元的综合授信，这
50亿元将主要围绕宛城区高铁新城建设、新能源经开区路
网改造、政府流资等方面，为宛城区经济提升提供全方位
的金融服务。

此次合作并非中原银行南阳分行与宛城区的第一次
合作，该行先后对宛城区和润粮油、环宇电器、金厦钢构等
企业进行过信贷支持。

“此次合作是中原银行南阳分行服务地域经济发展，
持续深入推进银政合作的又一次具体实践，我们将结合宛
城区的发展，从企业实际出发，提供优质、优惠、高效的金
融服务，探索的银企、政银合作的新道路，可以实现多方共
赢。”中原银行南阳分行行长胡顺才说。8

西峡县田关乡孙沟村是河南省“百村万户”旅游富民
工程旅游特色村，该村按照“农游一体化”的发展模式，高
标准打造优质特色小杂果基地，已全部进入盛果期，昔日
的“荒山丘陵”成为名符其实的“花果山”，4万亩优质小杂
果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桃花、李花、杏花、油菜花竞相开放，
前来观光游览的游客络绎不绝。8 封德 摄

3月18日，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工程学院的老
师们带领“大学生雷锋连”到南阳市卧龙区普济敬老院开
展帮扶共建活动，为老人们献爱心，送温暖。8 涂豫 摄

信息速递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通讯员 杨晓申）3月 20
日，首届全国玉料交易会在河南省镇平县石佛寺镇隆重开
幕，来自加拿大、俄罗斯、巴基斯坦以及北京、广州、新疆、
云南等地的1600余名国内外客商参加。此次交易会采用
暗标形式，累计设标855标。主要以碧玉、俄料白玉、新疆
籽玉、南阳独山玉为主，既有上吨位的毛料块，更有精致到
按克计价的籽料原石，给买家提供了丰富的选择种类。

相比缅甸的玉料公盘，此次石佛寺首届全国玉料交易
会的毛料数、人数、成交金额等规模都要更接地气、更务
实，价格更实在，且容易中标，促进买卖双方愉快地完成交
易，成为朋友。让广大采购玉料的客商和玉石爱好者，过足
了一把参与玉料公盘投标的“瘾”，从五湖四海过来的客商也
真正地感受了一把财力、眼力和胆识大比拼的“擂台赛”。

据了解，石佛寺首届全国玉料交易会是在国内唯一
一个最大的以和田玉玉料作为投标竞价的公盘，在国内
玉器产业带的安全交易，再加上参加条件较为给力、交易
方式更为方便，在和田玉圈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
政策支持。8

镇平

举办首届全国玉料交易会

□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竹 本报通讯员 盛志国

在邓州市产业集聚区的圣新源纺织品有限公司内工人们正在加工订单产品
图片均为盛志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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