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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棉娃娃纺织服饰有限公司项
目，是由棉娃娃品牌创始人及设计总
监高静女士亲自设计创建。

河南棉娃娃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是目前我省专注于 0-12 岁婴童内
着、家居用品、床品等产品的研发、设
计、生产、销售和管理的专业公司。
目前已和多个连锁经销商，大型购物
中心以及诸多国内外知名品牌利丰
集团、森马集团巴拉巴拉、台湾高端
婴童品牌丽婴房等建立了良好的合
作关系。

公司生产基地位于河南省驻马店
市西平县服装工业园，以“安康、稳定、

发展”为核心价值打造的“幸福企业”
“智能工厂”。 占地 40亩，拥有 35条
国内最先进全自动悬挂系统生产线，
年产近 900 万件服装，公司倡导绿
色、和谐、稳定、幸福，是一个集生
产、购物、体验、游乐于一体的幸福
工厂。

未来，公司以河南为样板市场在
各地市筹建棉娃娃小镇，集全品类大
型线上线下一体婴童用品购物中心、
儿童餐厅、少儿艺术中心、儿童剧院等
于一体，全力打造以购物、教育、娱乐、
运动、展示为一体大型综合性可持续
发展的少儿健康产业平台。

棉娃娃——婴幼儿服装的高端品牌

河南服装：万亿产业整“装”待发
——河南十大服装品牌展示

我省服装行业崛起的道路，就是紧随着改革开放

不断推进的道路。

河南服装产业快速崛起：1978年，全省服装产值

仅 20亿元，产量 2983万件；2018年，服装工业企业

产值达到3000亿元，产量32亿件，分别是 1978年的

150倍、107倍 。

从品种单一到百花齐放：1978年，河南服装从过

去名不见经传，到目前涌现出了梦舒雅、娅丽达、逸阳

等中国驰名商标达到11个，河南著名商标70个。

目前，全省服装行业企业和商户167000家，从业

人员超过480万，服装产业已成我省国民经济一支重

要力量。

在河南省服装协会发起推进的“巧媳妇工程”“安

家工程”“品质提升工程”“新兴市场拓展工程”“产业联

姻工程”等五大工程的助推下，服装行业正在取得“裂

变式”发展。

“巧媳妇工程”叫响全国。在20多个市县区就建

成“巧媳妇”卫星工厂6800多个，成功整合培训70万

“三无”人群成为服装产业大军，带动近20万贫困家庭

脱贫，构建优质产能1500亿元/年。

“安家工程”壮大产业。该工程在全省相关产业园

区安营扎寨，建厂发展，实现了产能扩张，装备升级，新

密市“中国品牌服装名城”、安阳柏庄“中国童装名镇”、

光山羽绒、穰东裤装等一大批特色园区和产业集群快

速壮大。

为大力推动服装产业发展，河南日报社、河南省服

装协会特推出河南服装行业10大品牌，并将这些品牌

纳入“百强品牌扶植计划”大力推动发展，为万亿服装

产业发展做出贡献。

河南省服装协会会长李刚说：“‘产能为王’的时代

已经到来，河南服装行业必将快速崛起，万亿产业指日

可待。”

黛玛诗前身为创立于 1998年的河南
省大马仕服饰有限公司，由河南省十三届
省人大代表陈秀娜创立。

黛玛诗品牌专注于高端时尚女装，目
前，该公司设立了北京黛玛诗、深圳京澄服
装 、深 圳 黛 玛 诗 三 个 子 公 司 ，拥 有 D’
modes（黛玛诗）、CHICHY 品牌，产品在
全国一类商场以专柜形式进行销售。

公司在意大利、韩国和北京、郑州设立
了独立附属材料研究室和产品研发工作
室，拥有来自意大利、韩国的优秀设计师团
队。同时在中牟官渡配套建立了占地 70
亩的黛玛诗文化创意产业园。

黛玛诗品牌拥有国际一流设计人才，
总监弗兰克先生（意大利），意大利时尚学
院院长。设计总监 Erasmo S.先生（意大
利），前法国品牌 ELIE SAAB 高级设计
师，兼意大利研发中心负责人。技术总监
蒂埃里托马斯先生（法国），前 Dior技术
顾问、前之禾技术总监。品牌高级设计师
金大用女士（韩国），前韩国ARTE品牌设
计总监，兼任台湾研发中心负责人……

截至目前，公司销售市场覆盖27个省
市自治区，在北京 SKP、北京燕莎、上海第
一八佰伴、天津友谊、深圳海雅等一线商场
开设了80多家直营店铺。

河南创造的高端时尚女装——黛玛诗

曼齐依尚服饰位于郑州市龙湖
镇。曼齐依尚定位于妈妈品位服
饰，专业从事“妈妈装”的生产营销
工作，公司组建了设计管理中心、采
购生产管理中心、营销客服三大中
心，三大中心在“妈妈品位衣橱”定
位的统领下统一面向市场。曼齐依
尚服饰有限公司旗下现有两大品
牌，分别是“常青树俏大姐”和“曼
齐”。

在产品风格上，曼齐依尚服饰坚
持“让品位更具时尚，让时尚更具品

位”的开发原则，让都市成熟女性享受
到潮流与时尚；在生产环节上，制定苛
刻的质量要求和检验标准，秉承“品质
是生命、瑕疵是要命”的原则，做好生
产前、生产中和生产后的各项监测工
作，保证广大消费者能够真正享受到
公司承诺的“品位”；在对客户和消费
者的服务上，曼齐依尚服饰始终遵守

“客无大小、态度谦和、速度第一”的原
则，保证广大客户和消费者购买到称
心服饰的同时享受到与公司交往的愉
悦体验。

曼齐依尚——“妈妈装”做出时尚范

河南阿尔本企业成立于1992年，
至今已有27年的服装制造经营历程，
现已发展成为一家集品牌设计、智能
制造、个性化定制销售于一体，具有
ODM能力的综合型服装企业。公司
主要生产中、高档时装，产品经80多个
港口出口到20多个国家。在设计上力
求优化、质量上精益求精、时间上按时
交付。保质保量为客户提供优质产品

一直是公司的宗旨。
公司以信息化技术为工具来提升

服装制造的智能化应用水平，提高生
产过程可控性、减少生产线人工干预，
以及合理计划排程，进而提升公司在
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同时，集二维码
标识和智能系统等新兴技术于一体，
构建高效、节能、绿色、环保、舒适的智
能化工厂。

阿尔本——“产能为王”的典范

领秀服饰：26年匠心打造品牌
创立于 1993年的郑州领秀服饰有限

公司，目前已经在该行业奋斗26年。
26年奋进，26年匠心，领秀服饰已经

发展成为一家大型服装企业。旗下拥有
“LINESOUL领秀”“MSUYA梦舒雅”“玛
莉雅”“艾·蜜尔”四个自主品牌，众品牌皆
以独立的产品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及销售
网络深植国内市场。目前，领秀企业已形
成了全国 24 个大区省级分公司、营销中
心，仅梦舒雅品牌营销网络遍布全国30余
个省、直辖市，终端店铺已有1200余家。

2010 年，领秀品牌与全球领导性战

略定位咨询专家特劳特（中国）公司合作，
明确品牌的精准女裤定位，引导品牌成为
顾客的女裤首选，与此同时，领秀企业所
构建的女裤科学研发中心和女裤美学艺
术研发中心，对中国女性体型特征进行科
学化、系统化研究，不断刷新女裤行业的
行业标准。

26年的奋斗奠定了领秀企业未来的
发展高度，位于郑州的领秀服装产业园以
及西平领秀物联网产业园区，已经建成亚
洲乃至世界规模与专业度较高的女裤加工
标杆基地。

娅丽达——风行天下的女裤之王

娅丽达服饰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
20 多年来心无旁骛，专心打造娅丽达品
牌。目前，娅丽达集服装技术研发、生产制
造、市场销售和品牌运作于一体，在全国拥
有专卖店和商场专柜 1000多个，在北京、
上海等 20个大中型城市建立了省级分公
司，形成了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

娅丽达一直坚持品牌化经营为企业发
展战略，2007 年获得“河南名牌产品”和

“河南省著名商标”荣誉称号。2010 年 1
月，签约许晴作为品牌代言人。近十年连
续参展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2011年
5月，娅丽达商标被国家工商局商标局认
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近年来，娅丽达践行互联网+战略，在营
销上逐渐形成以女装全系列运作和电子商
务平台营销为两翼，以传统实体专卖店为核
心的“三驾马车”发展战略；在产品开发，由女
裤单品向系列化女装的转型已突显成效；接
下来，将进一步加强公司研发平台建设、提
高两化融合水平、拓展市场和提升品质。

娅丽达公司通过 ISO9001 国际质量
体系认证和 CCIC 生态纺织品认证，并在
中国女裤行业第一家引入 ERP信息管理
系统。公司先后获“河南省工业经济突出
贡献奖、河南服装品牌品质大奖”等奖项。
2018 年 10 月被中国服装协会认定为“中
国服装优质制造商”。

云顶服饰：树立“电商”新标杆

郑州云顶服饰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1
年，总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西四环纺
织产业园，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营销
于一体的现代化服装企业。公司现有在职
员工 1100人左右，工厂占地面积 7.8万平
方米，拥有专业的研发队伍和先进的服装生
产流水线，培育出“逸阳”中国驰名商标，电
商渠道建设和销售业绩领先优势明显。

公司坚持“为顾客创造时尚，让美丽更
简单，让时尚更轻松”的企业使命，大力实施
商标品牌战略，以技术创新带动战略实施，
培育出“逸阳”“衣品”“慕然”“如小来”“Ms.
Leyna”等服装品牌。其中，“逸阳”女裤品牌
以简约独立的设计风格，成为郑州裤业引领
全国的骨干品牌，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公司抓住服装电商发展机遇，率先布

局电商渠道，实现“传统店商+新锐电商”
协同发展的渠道格局，被认定为国家、省、
市三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目前公司营销
网点覆盖北京、上海、郑州、武汉、成都等全
国 26个省市，拥有 800多个销售终端；目
前电商事业部共经营4大品牌、2大平台、5
大旗舰店铺，自2012年以来电商业务连续
7年全网单品女裤销售第一。

公司通过了 IS09001质量管理体系、
IS014001 环境管理体系、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体系认证，荣获了全国女装
行业六十强企业、河南服装十大品牌、品牌
建设杰出贡献奖、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最具
影响力品牌、中国最佳电商服装品牌等荣
誉称号，并被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列入“重
点跟踪培育纺织服装自主品牌企业名单”。

金慧针织——婴幼儿童装的典范

驻马店金慧针织服装有限公司，
是一家集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
业化婴幼儿童装制造企业。它成立于
2005年 8月，注册资金 1700万元，位
于驻马店市产业集聚区，拥有建设占
地 25000多平方米、标准厂房 30000
余平方米，现是驻马店地区首家智能
化管理的优质企业。

金慧公司以“打造高效生产，创
造优质产品，实现智能管理”为宗旨，
不断培养专业服装人才、引进世界领
先的生产设备，逐渐由传统企业向

“智能企业”转型。现公司已拥有资
深服装设计师、服装纸板师、服装打
版技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和中高级管

理人员近 100 人，各种熟练工人近
500 人。现公司产品生产量一直保
持着年 30%以上的速度增长，已实现
年产针织服装 1000 万件，织染布匹
2000万米。

此 外 ， 公 司 相 继 获 得
OEKO-TEXSTANDARD100 标 准
的 I级证书，并通过了DISNEY、BSCI
等多项国际认证和审核。同时通过了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严
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和规范化、标准化
的管理水平，金慧公司已成为国外众
多知名品牌客商的优秀供应商，产品
畅销于澳洲和欧美市场。

若宇服饰——专注于女装品牌
郑州若宇服饰有限公司创立于 1995

年，秉承“打造中国服装最具影响力企业”
的企业愿景，走出了一条专业发展女装的
道路，若宇服饰工业园坐落于郑州市纺织
产业园内，园区面积达60000多平方米，拥
有 员 工 1000 多 人 ，年 产 能 达 300 万 件
（套）。目前，公司拥有由 28 家代理商、
1800 余家专卖店、1500 多个销售专柜组
成的广泛且完善的销售网络。

公 司 旗 下 拥 有 强 势 女 装 品 牌
“SIMUT思慕缇”、“MAYFINE美珮琳”、

女裤品牌“戈洛瑞丝”。在公司先进创新
的管理机制和敬业专注的职业团队的积
极推动下，成为业内发展速度最快的企业
之一。

郑州若宇服饰有限公司作为行业的佼
佼者，先后获得“河南名牌产品”“河南服装
十强企业”“员工待遇最佳企业”“河南服装
诚信企业”等荣誉，戈洛瑞丝荣获“河南省
著名商标”“河南女装十大品牌”等荣誉，
2010年连续四年参展在北京举行的中国
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

歌锦服饰——成功的品牌运营商

河南歌锦服饰有限公司创立于
1990年，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
销售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化服装企业。
拥有 20000余平方米产业工业园，一
流的现代化女装生产线和生产设备，
拥有员工1000余人，年产服装200余
万件，凭借多年的专业女装研发及生
产经验，走出了一条独树一帜的女装
专业化道路。

公司目前在全国拥有 20家分公
司，终端店铺突破 600 家，公司结合
国际、国内最新、最流行元素，自主

设计、研发的系列产品充分彰显都
市女性成熟自信、优雅、时尚的个
性，赢得了国内众多爱美女性的喜
爱。产品已畅销全国各大中小城
市，适合当下市场，被广大女性消费
者认可。在先进的管理机制和专业
团队的推动下，依托良好的资源优
势，经营优势，管理优势，秉承物有
所值、物超所值的经营理念，河南歌
锦服饰有限公司现已迅速成为中国
女装行业发展较好、较快的企业之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