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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ANALYSIS 政策导航

9月起我国出口退税实施差别化管理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修订发布《出口退（免）

国税机关，应在评定工作完成后的15个工作日内将

税企业分类管理办法》（简称“新办法”），自

评定结果告知出口企业，并主动公开一类、四类的

9月1日起，将出口企业按纳税信用级别、税收遵

出口企业名单。

从、净资产等标准划分为四类，有针对性地实施差

国税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税务机关将在为出

别化管理和服务措施，提高管理效率、加快退税进

口企业提供便利服务的同时，持续加强事前预警、

度，对符合条件的一类出口企业，将在5个工作日

事中审核把关和事后评估核查，根据企业经营的守

内办结出口退（免）税手续。将二类、三类企业申

法诚信情况对管理类别实行动态调整，让更多企业

报退税的审核办理时限，由原办法的20个工作日分

享受到一类企业的出口退税便利。之所以出台这一

别缩短至10个工作日、15个工作日。总体上，出口

新规，缘于受世界经济复苏愈发缓慢，全球贸易持

退税周期整体将显著缩短，退税进度将进一步加

续低迷等因素影响，我国外贸形势不容乐观。

快。此外，企业信用越好，优待就越多。
据了解，这是我国为稳外贸所出的又一“实

口总额11.13万亿元，同比下降3.3%；其中出口6.4

招”。与现行制度相比，新办法的一大亮点是对不

万亿元，下降2.1%。自5月至今，中国出口先导指

同类别企业的退税待遇做出了明确量化规定：一类

数已连续两个月回落，预示今年三季度出口将面临

出口企业可优先办理出口退税，即如果相关申报

较大下行压力。

材料符合要求，5个工作日内即可办结出口退税手

中国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坦言，未来

续；二类企业可在10个工作日内办结；三类和四类

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影响中国外贸发

企业则分别需要15个和20个工作日。新办法规定，

展的不确定性因素仍然较多，外贸下行压力仍然较

对于一类出口企业，税务机关提供绿色办税通道

大。考虑到提振外需非短期内中国一己之力可奏

（特约服务区），优先办理出口退税，并建立重点

效，减轻企业负担助其“轻装上阵”，就成为中国

联系制度，及时解决企业有关出口退（免）税问

稳定外贸的现实选择。

题。发挥出口退税对外贸的促进作用。对一类出口

此前，不少企业动辄需要两个多月才能拿到出

企业中纳税信用级别为A级的纳税人，按照《关于

口退税。新规实施将明显加快整体退税进度，对出

对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实施联合激励措施的合作备

口企业是一大利好。分类管理、动态调整的办法也

忘录》的规定，实施联合激励措施。对纳税信用级

将激励企业依法经营，努力规范出口行为，以获得

别低的四类出口企业申报的出口退（免）税，需按

更多办税便利。

规定完成审核，并排除所有审核疑点后，自受理企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

业申报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办结出口退（免）税

表示，对不同类别的出口企业明确实施不同的管理

手续。新办法还规定，出口企业管理类别评定工作

和服务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诚信企业的联合激励

每年进行一次，应于企业纳税信用级别评价结果确

和对失信企业的联合惩戒。

定后一个月内完成。负责评定出口企业管理类别的
2

据官方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中国外贸进出

分析人士认为，使服务资源向优质出口企业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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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在办理时间上从快，程序上从简，将充分调动

设定一类企业的评定标准，进一步提高了分类标准

企业积极性，促进中国外贸经济回稳向好。

的针对性。

政策解读
一、修订《出口退（免）税企业分类管理办
法》的背景是什么？
为进一步优化出口退税管理，提升管理的质量
和效率，提高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税务总局2015
年制发了《出口退（免）税企业分类管理办法》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2号发布，以下简称
《原办法》），根据出口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税
收遵从等情况，将出口退（免）税企业分为四类，
有针对性地实施差别化管理和服务措施。对纳税信
用好、税收遵从度高的一类、二类企业，简化申报
手续，缩短退税办理时限，提供退税绿色通道；对
纳税信用差的四类企业，强化管理，从严审核，严
防风险。
《原办法》的施行，有效地提高了管理效率、
加快了退税进度，较好的发挥了导向作用，促进了诚
信经营，得到了有关部门和广大出口企业的好评。
近期，党中央、国务院对进一步优化完善退
税分类管理办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在《原办
法》施行过程中，部分企业和单位也提出了一些完
善办法的意见和建议。为更好地发挥分类管理的导
向作用，支持外贸新业态发展，促进外贸回稳向
好，税务总局对《原办法》进行了完善，制发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修订后的<出口退（免）
税企业分类管理办法>的公告》（以下简称《新办
法》）。

二、与《原办法》相比，《新办法》主要做
了哪些方面的修订和完善？
与《原办法》相比，《新办法》主要做了以下
方面的修订和完善：
一是区分不同外贸业态设定一类企业标准。区
分生产企业、外贸企业、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分别

二是适当提高一类企业占比。为进一步发挥
一类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新办法》适度降低了一类企业的准入门槛，适当
提高其所占比重。
三是支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发展。针对外贸综
合服务企业轻资产的特点，《新办法》将外贸综合
服务企业评定为一类企业的净资产比例标准，由原
办法中的大于100%降低至大于30%，体现了对外贸
新业态的支持。
四是强化诚信激励和失信惩戒。为全面推进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新办法》在分类管理上进一步
强化了对诚信企业的联合激励和对失信企业的惩戒
措施。比如，在一类企业的评定标准中，除考量企
业纳税信用等级外，企业在海关、外汇管理部门的
分类管理情况也作为评定标准之一，营造让守法者
一路畅通的良好氛围。同时，明确被列入部门联合
惩戒名单的企业，直接评定为四类出口企业，让失
信者处处受限。
五是进一步加快退税整体进度。《新办法》将
二类、三类企业申报退税的审核办理时限，由《原
办法》的20个工作日分别缩短至10个工作日、15个
工作日。鉴于一类企业的户数预计将大幅增加，税
务机关做好配套服务的工作量也随之加大，为确
保税务机关的服务质量不打折、管理手段跟得上，
《新办法》将一类企业的审核办理时限，由《原
办法》的2个工作日延长为5个工作日。总体来说，
《新办法》将进一步加快出口退税的整体进度。
六是持续加强风险防范。按照放、管、服相
结合的要求，《新办法》要求税务机关在为出口企
业提供便利化服务的同时，持续加强事前的预警、
事中的审核把关和事后的评估核查，做到不仅放得
下、服务好，也能管控住风险。
（国家税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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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名门种貂有限公司

大连名门种貂有限公司发展历程
——一个心愿
美丽的大连，山清水秀，物产丰富。她是人类
最适合居住的家园，也是水貂最适宜生长的地方。
大连名门种貂有限公司选址大连，投资兴建
大型养殖场，历时十年，经过风雨兼程，已经走
向成熟，蓬勃向前发展，成为具有世界规模的养
殖企业。
大连名门种貂有限公司过去是皮草制衣企业。
“名门”品牌是全国十大裘皮服装品牌之一。公司
董事长冯宝兴先生从事裘皮服装加工生产和皮草
贸易已有三十多年，是国内外皮草界的知名人士。
国际上重大的皮草展览会和拍卖会都有他的身影，
每当在会场上很少看到有来自中国出产的皮草时，
心中就非常感慨：“中国市场之大，水貂产量如此
多，但在国际市场上却缺乏竞争力，是多么需要改

养水平落后，制约了中国养貂产业的发展和进步。
“为了中国水貂产业有所突破和创新，让水貂皮在
国际皮草拍卖会有一席之地，我决心建世界上最先
进、规模最大、设备一流、皮质优良的养殖场。”
大胆的理想开始萌生，为国增光的心愿开始
袒露。
付诸实施的第一步是来到具有养貂业历史悠
久，养殖先进的丹麦王国取经问宝、考察论证。
在丹麦考察期间还结识了丹麦养貂专家绍恩先
生，经过商谈，聘请来公司进行水貂养殖管理。
回国后，根据丹麦的气候和地理位置，先后到
胶东、辽东半岛实地考察选点，经过权衡最后落户
大连市金州区石河镇，并于2003年9月投资成立大
连名门种貂有限公司。
实现了一个美好的梦想，完成了一个心愿。

大连名门种貂有限公司发展历程
——二次进貂

变这种现状。”
通过深入调查了解到：由于水貂品种差、饲

那是二00六年的春天，空运种貂到了大连。
丹麦种貂入籍第二故乡，繁衍生息已十年。
如今飞越万水千山，伙伴新添同种同源。
国内输种供皮大貂场，名门养殖水貂多而全。
在貂场选址、建设的同时，引进种貂的工作也
在紧锣密鼓的进行。
丹麦水貂是属于进口引进物种范畴，国家有相
关规定。根据国家政策、市场需求、企业资质。公
司向国家林业部门递交申请和可性行报告。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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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申请先后得到了国家林业总局、辽宁省林业
厅、辽宁省动植物检验检疫局和大连市外经贸委等
部门的大力支持和批准。
有了政府部门的扶持，董事长冯宝兴先生心
中十分激动，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二度来到丹麦。
从众多貂场圈定12个品种的水貂，共计12000只种
貂。租用南方航空公司大型运输机，历时十多个小
时的航行，于2006年降落大连周水子机场。就这样
一群异国他乡活泼可爱的小水貂，带着惊喜、好奇
落户中国大连。
经过在适合貂场的一年饲养，在丹麦专家的指
导和亲身示范下，这些水貂传宗接代、健康成长，
完全适应大连地区的生活习惯和水土气候。从饲
养成果上看：产仔率高、抗病性强、个头健壮、毛
色、绒分与丹麦原产貂相媲美。
初见成效，令公司全体员工十分鼓舞，公司又
酝酿一个更大的设想和举措。联络香港和内地皮草
界人士参股，在2006年7月20日合资经营大连启农
水貂繁育有限公司，旗下所辖2个农场，一处是在
金州区华家镇大张村占地120亩，另一处是在华家
镇转角村占地240亩。根据当时国际裘皮市场发展
趋势和国内优良品种短缺的情况下。公司于2007年
2月11日、13日从丹麦近四十个农场选种3600条，
包机两架，由丹麦运抵大连，这次运貂壮举从其航
程运距和数量品种来看都堪称世界第一。
2014年皮草行业进入低谷时期，种貂价格有所

公司总部

回落。为了提升水貂品质，注入新鲜血液，公司抓
住这一商机。于2015年1月20日又从丹麦引进种貂
36000只。

大连名门种貂有限公司发展历程
——三建貂场
八大貂场，气势恢宏。
扎根金普大地，规模世界唯一。
公司现有大型养殖场八个，占地总面积千余

启农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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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分布在5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每个貂场规模
都在100多亩以上，养殖种貂20000多只。每个貂场
划分4—5个养殖小区，饲养人员实行定编定员，承
包责任制。
启农二场

公司第一个貂场是建在金州区石河镇黄旗村的
一处荒山坡上，用地150亩。于2005年动工兴建。
由于地势不平，岩石坚硬，施工难度大。采取劈山
炸石的办法，推出缓坡。貂棚、笼舍的建设完全按
照国际标准施工。当时国内没有先例，手中一无图
纸，二无资料，无从下手。
经过观摩、研究、揣摩最终搞出相差无几的貂
笼棚舍。貂舍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气势磅礴、场
面宏大、成为当地一大景观。
有了成熟的经验后，于2007年在金州区华家镇

粉皮墙貂场

陆续建立两处大貂场。取名为启
农一场，占地220亩，一处为启农二场，占地
260亩。
根据公司养殖生产的需求，在2012年、2014年
先后建设百亩以上貂场五座。落户普兰店市大刘
家街道三个村，目前全公司水貂养殖存栏可达80万
只，堪称世界级大貂场。

大连名门种貂有限公司发展历程
——饲料生产和取皮加工
如此庞大的养殖场，走规模化、标准化、机械
粉碎机

化、产业化是必由之路。为此公司投巨资引进各类
先进设备。
饲料生产设备粉碎机和搅拌机是从丹麦进口，
设备是由不锈钢材料制作，具有相当高的可靠性和
安全性。
粉碎机的刀具是由三叶刀片和多孔刀板组合而
成，可将各种软、韧、硬状态下的原料精磨细粉，
保证水貂食用安全，易于消化。
粉碎机为卧式罐体，直径1.5米，搅拌由螺旋

饲料送食保温车
6

绞笼驱动，饲料在罐体里360度翻转、揉合，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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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貂

非凡品质   系出名门

缸蓝

公司自行生产制造水貂喂食车
蓝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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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器具

养分均匀。
饲料生产实行机械化作业，一组设备日产饲料
可达百吨。饲料配方科学，营养吩咐，实践证明，

公司自行生产制造水貂喂食车，设计合理，安
全性能好。

饲料好，水貂才能生长好。

大连名门种貂有限公司发展历程

二00六年十月份，公司从丹麦引进一套取皮生

——六项技术

产线。
二00九年公司在金州区华家街道投资兴建大
型水貂取皮加工厂，厂房占地6000多平方米，为国

一、系谱管理
系谱管理程序主要是通过一貂一卡、配种记

内最大水貂取皮加工厂。公司又从丹麦引进多台扒
皮机、刮油机、上楦机及国内生产的辅助设备。实

录、数据采集、电子档案、编制表格等来对公司所

行机械化、自动化生产，流水线作业，日取水貂皮

有水貂进行养殖管理和做出生产计划。更重要的是

近万张。解决了水貂取皮污染环境，皮张损伤的问

防止和规避水貂近亲防止，保证丹麦水貂健康成

题。省工省时，皮张可定型、展张洁净，产品完全

长、代代相传。

符合国际拍卖会的标准。

二、选种方法

大连名门种貂有限公司发展历程
——五大产品
一、种貂
公司从丹麦多家貂场引进种貂十二个品种，三
次引种近10万多只。经过多年的饲养和繁育，保持
了丹麦水貂的品质和特点。

二、貂皮
绒厚毛短，细腻柔软。
舒适手感，色彩光鲜。

三、制衣
“名门”牌裘皮服装为中国裘皮服装业十大品
牌之一，曾获第二届中国林业产业博览会大奖。

筛选种貂是要通过初选、复选、精选的严格过
程。
初选：是在养殖小区里反复目测，剔除病、
弱、残、食毛、生殖器有问题的水貂。
复选：过程较为复杂，参照条件要多。比如：
待选水貂是在产仔高峰期前出生的；吃食较早的；
同窝仔貂较多的；母系奶水足的；母性好的；在各
个生长期健康成长的。
精选：要看毛色纯正，绒毛密实，针毛短而平
齐，水貂光鲜灵活。

三、科学配种
根据公貂在配种期间始终处于发情期的生理特
点，采用1只公貂配5只母貂的方式。

时尚的款式，精细的做工。

根据母貂在配种期间有2——4个发情周期，每

流行的颜色，丝丝的暖意。

周期7——9天，其间持续发情1——3天，间情期5
——6天。在时间上采用1+1+8+1的配种方式。

四、饲料
公司生产鲜饲料为国内首创，饲料营养丰富，
口感好。原料均来自国内大型食品加工企业。

8

水貂是诱导排卵的动物，排卵刺激交配，根据
以上水貂生理特点，需采取同期复配和异期复配相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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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化验检验
公司设有中型化验室，检测饲料卫生情况，检
测水貂疾病，为水貂饲养管理和

防病治病提供科

学依据。

五、养殖场标准化
貂场棚舍均为南北走向（便于水貂得到充分的
光照），地势平坦，处于上风区。
棚舍100米以内(长度)×4米（宽度）×3.2米
（高度）
棚内车道1.4米宽
两棚间距3.5米
自动饮水系统上线（饮水线）PVC塑料管直径
2厘米，两层保温，安装于貂笼外侧。下线（回水
线）PVC塑料管直径110厘米，深埋冻层以下，全
系统由水泵带动循环。
每小区养殖5000只左右种貂为宜，隔离封闭。

六、动物福利
在养殖水貂过程中，公司关注动物福利，采取
人性化饲养。
为了让水貂在生长过程中得到充分光照和通
风的条件，公司在貂场选址时，选择地势平缓、
处于上风区的地段，棚舍建设南北走向，棚脊安
装透明瓦。
安装降温水管、水盒、在高温季节用于水貂嬉
水、防暑降温。
在饲料生产中，加工新鲜饲料，满足水貂营养
和适口性。在貂笼里悬挂塑料管桶，放置小球用于
水貂攀爬和玩耍。
貂笼宽敞明亮，活动空间大，种貂单笼饲养。
自动饮水系统为水貂随时提供清凉可口的地
下水。
（大连名门种貂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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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羊绒产业
发展的思考
  杨   学   李志东

10

羊绒是生长在山羊外表的皮层，掩

消费群体及中产阶级日益庞大，山羊绒产

埋在山羊粗毛根部的一层薄薄的细绒，入

品也成了国内市场的宠儿。现代购物模式

冬寒冷时长出，抵御风寒，开春转暖后脱

的发展吸引了潜在的客户群体，零售商开

落，具有纤细、弹性强、柔软保暖等特

始向具有巨大购买力的城市副中心和内陆

性。所制成品多为纱线、围巾、绒毯类、

二三级城市拓展业务。

羊绒衫、大衣和面料等产品，羊绒产品具

随着羊绒企业市场运营能力不断提

有质地柔软、光泽柔和、轻薄保暖、舒适

高，生产技术不断完善、设备水平不断进

富有弹性等优良特性和显著效果。我国是

步，产品创新日益突出，天然产品的资源

羊绒的生产大国，据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

优势也逐渐的体现出来，羊绒产品的市场

统计，目前山羊绒世界产量为2万余吨，

份额以及进出口的比例也在随着国内外市

国内产量约为1.6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

场的变化而变化，给企业带来了更加广阔

70%，其中优质的山羊绒占95%以上。由于

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中国羊绒产业在

山羊绒产量的稀少珍贵及其优良的特性，

做大的基础上，更要做精、做强。党和国

其制成品价格昂贵，过去山羊绒制品以出

家的领导在很多场合提出了“弘扬工匠精

口为主，原料价格，质量标准的控制权都

神，勇攀质量高峰，打造更多消费者满意

掌控在买家手中，中国企业没有话语权。

的知名品牌，让追求卓越、崇尚质量成为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

全社会、全民族的价值导向和时代精神”

日益提高和消费意识的变化，以及年轻高

的要求，加之全社会对质量问题的重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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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增强了企业的质量与服务意识，也

高端品牌；创新能力不足，研发设计、标

提高了应对国外技术壁垒的能力，逐渐赢

准制定能力弱、缺乏科研、管理的高端

得国际羊绒行业的话语权，为有力占据国

人才和一流的设计团队；市场方面没有建

际、国内市场创造了条件。同时企业要树

立全球化营销网络，大多采用贴牌的生产

立“供给侧”的概念，让世界爱上中国

方式，自主品牌的影响力弱，竞争没有优

造，高铁是这样，羊绒制品也应该是这

势，利润空间小；公共检测方面缺乏统一

样，既然能够控制世界上最好的优质羊绒

的认识和判定标准，互认度低；中小企业

资源，就要在技术含量、性能功效、产品

融资难，担保难，信用贷款机制建设有待

设计方面也成为精品，就要在规模和档次

加强；原料掺假，标识欺诈，信用缺失行

上追求领先，努力把中国羊绒业发展成拥

为困扰着整个行业的发展；企业管理者队

有国际知名品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强势

伍建设和缺乏企业家的品味等。这些劣势

产业。

将影响到行业的健康发展。

一、羊绒行业未来发展的思考

3、产品特点的需求分析

1、羊绒行业现状优势
现在，我国羊绒企业自身不但拥有
原料优势，而且在生产能力和规模、劳动
力成本及生产资料配置等方面也具有优
势，生产队伍稳定，生产设备先进，既可
以生产绒衫类的针织品，也可以生产机织
面料，既可以生产以纯绒制品，也可以生
产混纺产品，既可以生产粗纺产品，也可
以生产高支纱和轻薄面料的精纺产品，产
品基本覆盖所有的穿着类商品，形成了内
蒙、宁夏、河北三大羊绒生产集中区资源
互补、南北融合的格局，既是原料的加工
地，也是产品的生产地，另外，各地政府
分别出台了相关的发展基金刺激政策、品
牌建设鼓励政策、融资力度支持，形成了
产业发展的有力优势。

山羊绒原料优质和珍贵，应该融入健
康、高档、时尚和纯正的元素，以提高山
羊绒产品的附加值。
健康的选择：健康是人类追求美好生
活的基础，只有健康才能有一切，也是人
的第一需要。衣食住行衣为先，健康也要
从衣着类商品做起，多数纺织品的原料是
化纤原料，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会引入一些
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质，对人体皮肤及身
体会造成影响，所以为了健康，首选天然
纤维，尤其贴近皮肤成长的羊绒纤维，除
了利用其保暖特性外，亲近皮肤也是一种
好的感受，所以选择了羊绒产品就预示着
选择了健康。
高档的象征：世界名流的服饰往往
是身份象征，体现着企业追求极致，精益
求精，力求完美的理念。走高端品牌和奢

2、羊绒行业现状劣势

侈高档化是对企业的一种考验，一种高标

产业集群效应不强，企业产业链短，

准要求，需要有文化内涵和实力再现，创

深加工少，原料生产设备简陋，生产环境

造出象征高贵典雅的产品，实现企业对美

差，生产包装简单；品牌建设理解不到

好未来的追求。羊绒产品因原料稀有而珍

位，投入少，品牌影响力不大，缺乏世界

贵，因其珍贵而奢侈，通过不断培育品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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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性，而且还体现着时宜性和时效性，这
就决定了服饰时尚快速更替的特征。法国
高级女装是西方服饰文化的典型，有着强
大的法兰西文化做坚强后盾；而中国旗袍
与日本和服则被视为东方服饰时尚的典型
代表，无不深深打下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
的时尚烙印。这种趋新善变的表现特征就
是服饰时尚的灵魂，趋新善变必须是以不
断创新的流行来体现的，只有创新的不断
涌现，才是最重要的时尚表现。羊绒制品
需要不断在款式、色彩、质料、图纹、工
艺装饰进行创新，以及在服用性能方面体
现简约、大方和个性化的特点才可以适合
市场和消费者对时尚的要求，才能够掀起
时尚的波浪和持久不断的生命力 。
纯正的路线：用纯正、高品质的山
羊绒原料生产出健康的、高档的和时尚的
的羊绒产品，满足国内外客商和消费者的
需求，是羊绒产业得以快速发展的基础，
文化，融入自信、成熟等的价值理念，让

所以必须保证纯山羊绒特色，摒弃假的和

人们穿出魅力、穿出高贵、穿出舒适和享

冒的羊绒等歪理邪说，认真坚持这样的理

受，羊绒产品也将成为美丽、高贵的代

念，才能彻底保证珍贵的原料生产出精品

表，使消费者对其有种与其仰望不如穿在

的羊绒产品，才能发挥传统和现代的有机

身上的冲动。

结合，赋予羊绒产品新的活力。

时尚的趋势：时尚一般指在服饰设计
中融入时尚流行元素，特别关注服饰流行

12

4、产业发展需求分析

背后的社会思潮与大众心理，让服饰流行

（1）加强管理，提高层次，做管理

具有浓厚的社会背景，从而将时尚流行元

的卓越者。因山羊一般生长于西部干旱沙

素转化成具体的穿着理念和服装样式，使

漠地带，山羊绒原料都带有草刺和沙土等

服饰产品散发出迷人的艺术气息与诱人的

成分，一般洗净率在70%左右，净绒率在

时尚风采，给人一种时新、优雅、独具风

50%左右，在原绒到净绒的过程基本上除去

采的美感。被社会大众所崇尚和仿效流行

50%的杂质和粗毛，就这一过程而言，目前

的服饰款式、色彩、质料、图纹、工艺装

有80%的企业属于原料的初加工，没有延

饰以及穿着方式等的倾向，这就是服饰时

长产业链，生产方式还是比较落后，管理

尚，其中的“时”不仅体现着时代性和时

粗放，没有达到科学、高效和精细化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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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生产的工序、环境、包装和质量检验等方面的
装备技术水平无法满足高品质原料的需要，造成的
对原料的损伤大、出成率低的现状。加之现在普遍
存在羊绒细度变粗，两型毛增多的现象，有些羊绒
产区为了提高生产速度，使用剪绒方法替代抓绒，
对羊绒品质造成了影响，使得净绒率不到30%，给

样翻新，使企业获得更大竞争优势，

二、发展羊绒产业的具体举措
1、农牧部门需要认识到羊绒变粗给产业带来
的严重影响，要从拯救和恢复羊绒原始状态、提高
羊绒品质的角度来制定相关政策，需要承担起育种
改良的责任，保证羊绒的细度指标不超过15微米，

加工带来了新的难题。为此，企业需要在加工工艺

才能实现优质珍贵的资源优势，羊绒牧区应转换观

和生产设备方面需要调整，需要在设备更新换代方

念，开展标准化管理，提高饲养技术，改善生产环

面加大投入，同时在管理方面要在过程管理、资源

境，减少损伤，减少含粗量，避免异性纤维混入，

配置及管理绩效考核等方面提高层次，并利用企业

保证提供工厂生产原料质量。

间合作和联合开发来提高企业的原料加工水平。强

2、企业需要增加技术投入，在原料分梳、纺

调羊绒产品交易所必须进行客观科学检验的重要

纱织造、染色整理等技术方面提高技术水平，实

性，逐步改变过去依靠经验检验来判断整体质量的

现制造技术的高端化和智能化，以及现场管理的精

原始做法，共同来推动市场公平交易，规避贸易风

细化，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和创新，加大产学研的结

险和盲目性。

合，实现羊绒产业优化升级。产品创新是企业发

（2）注重市场，研究需求，做市场的先导

展的活力，羊绒制品以冬季服装为主，然而春秋两

者。羊绒产品要实现在健康、高档和时尚方面的要

季，甚至夏季，企业普遍面临订单不足，开工率较

求，首先要对该类产品的市场及消费群体积极研

低的问题，有些企业通过外协解决这些问题，但这

究，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及时从市场

种临时替补的办法无法再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需

方面采集相关的多元化信息，用于产品的设计、改

要在四季产品的研发方面提出要求，弥补市场的空

进和创新，保证最高标准的产品质量，赋予高档时

缺，多成分混纺，以羊绒为母体多元开发，做足羊

尚的文化元素，瞄准高端客户的需求，开发潜在的

绒的题材和文章，发挥羊绒的优势和特点，做精羊

顾客群，提高客户的忠诚度，积极围绕市场，做市

绒四季产品。

场的驱动者和先导者，才能领跑市场，占领市场制
高点。

3、品牌建设要注重文化特点。通过原产地的
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创建

（3）提高技术，注重开发，做产品的佼佼

羊绒知名品牌，准备好品牌培育内容，讲好品牌故

者。近些年来，我国的羊绒企业在生产加工成品方

事，积淀品牌文化，注入品牌的灵魂，扩大品牌影

面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可以是技术领先，设备一

响力。羊绒行业要想真正有国际竞争力，必须走世

流，但随着社会的进步，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技术

界品牌之路，实现自主品牌建设工程。采取合作、

生产力的重要性，要不断有更多的新科技、新工

兼并等形式拓展国际营销渠道，收购国外羊绒企业

艺、新项目来推动产业的发展，更要将羊绒产品赋

或品牌，引进国外高级设计师，也可以直接在国外

予新的含义，使羊绒精品开发到一个新高度，通过

设立联络处、销售公司或专卖店，缩短与国际知名

提升羊绒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将羊绒产品的新概

企业的差距，打造国际化的一流羊绒企业。政府要

念、新功能、新效果不断释放出来，鼓励企业提高

积极为企业创建品牌创造条件，加大品牌建设的扶

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只有层出不穷，才能花

持力度，出台相应奖励和支持政策，举办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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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专家讲座、参加国内外展览，创建驰

术企业方面有配套措施，让企业加快技

名商标和知名品牌，实施品牌发展战略，

术、产品、组织、商业模式、市场创新方

发挥品牌引领作用，将区域品牌和企业品

面真正成为创新主体，支持企业与高等院

牌建设同步推进，着力培养一批拥有自主

校、科研院所联合建立研发机构，形成产

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市场竞争力强的知

学研合作机制，鼓励企业积极筹建国家和

名品牌，建设领先国内影响国际的羊绒纺

地方重点实验室，并给以奖励，对于评定

织产业基地。

为国家和自治区的高新企业，及在科研开

4、提升检测机构服务产业的能力。

发等方面获得国家和自治区科技进步奖、

羊绒企业的健康发展，需要检测机构的大

有发明专利和制定标准等给以奖励。完善

力支持，各个检测机构要主动提高检测质

品牌培育政策，对获得自治区和国家的知

量，秉承质量是检测机构的生命线的基本

名品牌和驰名商标，以及企业收购国际知

原则，才能更好为企业服务。现在国内、

名品牌，拓展外销渠道以及收购境外知名

国外有多家羊绒检测机构，由于各机构的

品牌，在海外和国内设立自主品牌直营店

目光不用一、标准理解不统一，造成检测

的，根据数量给以补贴，并在媒体上积极

结果差异性较大，尤其对羊绒的成分的检

宣传，产生积极和较多影响的适当给以经

测更是如此，有时候会出现同一产品在多

费补助。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支持具备条

家检测机构检测而出现不同的检测结果，

件的企业在境内外上市融资，积极搭建银

所以检测机构需要相互做到标准统一，目

行企业合作平台，定期召开银企座谈会，

光统一，手法统一，结果统一，提高互认

建立银行与企业良性互动机制，切实解决

度，实现对产品的正确判定。目前，质检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对于规

总局等四部局发的“改革毛绒纤维质量检

模大、信誉好、带动就业贡献大的羊绒加

验制度，促进毛绒产业发展的意见”对产

工企业和项目，金融机构要加大信贷支持

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推进养殖标准化，

力度，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企业

加强质量安全监管，鼓励实行质量分级员

债券、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短期投融资劵

制度，引导建立羊毛羊绒经纪人制度，采

等拓宽融资渠道，支持小额贷款公司等新

用先进标准，创新检测方法，构建国际一

型金融机构发展，鼓励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

流的羊绒羊毛质量检测体系，鼓励改进现

提供信用担保和融资公司，培育壮大龙头骨

有羊绒羊毛包装包型，推行仪器化公证检

干企业，支持企业以资产、资源、品牌、技

验制度，构建区域性交易市场，促进纺织

术和市场为纽带，通过兼并、重组、收购、

企业提质增效，加快和整合公共检测服务

控股等方式，培育产权多元、优势互补、管

体系建设，将逐步改善这样现状。

理先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

5、政府要做好企业发展的坚实后
盾。政府要在支持和发展壮大一批高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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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羊毛产业
标准化管理概述
  杨   学   李志东

澳大利亚羊毛在世界毛纺行业所占比例非常高，不但品质好，而且
管理规范科学，有一套养殖、剪毛，检验和交易等方面的标准化管
理模式，很值得借鉴。

一、养羊的规模化和养殖的标准化
澳大利亚国土辽阔，面积达七百万平

量近三万家，羊群数量一般在2000只以

方公里，地势平坦，气候温暖，土壤条件

上，牧场面积从几百到几千公顷不等，牧

和降雨量等都适合羊的规模化饲养，所以

场的草场由牧场进行管理，一般小块牧场

澳大利亚畜牧业十分发达，畜产品出口占

由人工培植，大面积的牧场采用飞机播种

其商品出口的30%，素有“骑在羊背上的

与施肥，所 有 除 杂 草 、 剪 毛 等 都 由 机 械

国家”美称。据统计，目前澳大利亚绵

来完成，属于现代化管理的模式。澳大

羊存栏数约1.7亿只，75%以上为优良的

利亚牧场在羊只的饲养过程中注重“五

美利奴羊种，羊毛产量在30万吨左右。

同”原则（同品种、同年龄、同性别、

澳大利亚羊毛纤维洁白、柔软、细长，且

同环境、同饲料），保证同质性，即在

具有韧性，是制作高档毛线、羊毛衫和各

细度变异性，长度整齐度，油脂含量和

种高级毛料的最好原料，一般90%的羊毛

杂质类别方面进行控制，以减少羊毛的

直径在25微米以下，超细羊毛在19微米

天然差异性与国毛养殖和生产条件变化

以下，有些细度甚至达到14微米，接近

带来的差异性，达到高品质毛纺产品所

羊绒的细度。澳大利亚规模以上的牧场数

要求的毛纤维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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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剪毛、收集和分级的标准化
1、剪毛之前的“修整”
澳大利亚牧场十分重视预防羊毛纤维的污染。
绵羊在剪毛之前的两个月左右内，牧场需要对羊
群进行一次修整工作。所谓修整就是将每一只羊
的生殖器部位的羊毛进行修剪。被剪除掉的羊毛
被称为“修整毛”，这类羊毛不仅比较短，而且
为洗不掉的尿黄颜色，是品级最差的一类。修整
的目的就是避免这些污染严重的羊毛纤维混入质
量好的套毛中。

是在剪毛过程中尽量避免伤及羊只的皮肤，同时要
避免“补推”。前者造成皮块混入毛中，引发加工
难度，后者则容易产生短毛直接降低羊毛纤维的价
值。对剪毛手的要求十分严格，否则会导致牧场主
的索赔。在剪毛过程中要尽量避免将羊只的腹部、
腿部以及头部的纤维与套毛混合。腹部、腿部与头
部的毛因含草杂成份过高、纤维短并且形态不佳，
必须单独存放，并在打包的唛头上加以标注，单独
销售，方便工厂家根据需要安排使用。而其它部位
剪下的羊毛被称之为“套毛”。

2、羊毛的收集过程 —剪毛

c）剪毛棚助手

在澳大利亚剪毛过程包括剪毛棚的合理布局、

一个剪毛团队中不仅有剪毛手，同时还配备

对羊只在剪毛之前的准备工作、除边的要求、分级

剪毛棚助手、除边员以及羊毛分级员等。剪毛棚助

和羊毛的包装等。

手主要的工作是将被剪下的羊毛从剪毛处收集，并

a）剪毛棚的合理布局

将套毛抛扔在羊毛分级台上，同时还要及时清理场

羊毛收获的环境主要指剪毛棚合理布局、采

地。剪毛棚助手也可以帮助除边人员进行羊毛的除

光条件以及整洁程度等。行业管理部门在全国推行

边，但不能对羊毛进行分级。

剪毛棚管理制度。除了统一的设计与采光的要求之

d）羊毛除边员

外，剪毛棚内还禁止吃东西、吸烟和更衣。目的是

当一张套毛被剪下后，首先必须抛扔在分级

防止人为的因素造成污染，这样的制度已经在澳大

台上。这个抛扔的动作是为了使在剪毛过程中产生

利亚实行了若干年，过去由于管理不严格，销售之

的“二剪毛”或被称为“补推毛”能够呈自由落体

后的毛包中曾经被发现夹带衣物、烟蒂、食品等杂

的方式散落在地面上而不与套毛混杂，但套毛内仍

物，给加工厂家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对于澳

然会存在靠近四肢形态较差的部分，为了保证羊毛

大利亚而言，目前每年平均生产的羊毛数量在两

质量的均匀一致性，牧场还要对套毛进行一次分

百万包毛左右，由于实行了有效的管理机制，在毛

选，就是将形态不好的纤维从套毛中除去。这个工

包中发现混杂有其他物品的情况很少，控制了由于

作由除边员进行。被除去的毛，行业内称为“边坎

人为失误所带来的羊毛质量问题。

毛”。这类羊毛也必须单独放置、打包和销售，不

b）专业剪毛手

允许将此类羊毛与套毛混在一起。被分选后的正身

专业剪毛手不仅要获得技术院校的结业资格，

羊毛被称为“套毛”，所占的比例大约为羊只的

同时还必须具有两年以上的实践经验。澳大利亚

80%，是销售羊毛的主体。

目前仍然是采用人工方法剪毛,曾经开发过机械手

e）羊毛分级—分级员

剪毛和药物脱毛的方法，但是由于成本和工会、动

澳大利亚的羊毛分级员必须具有大专毕业的资

物保护者的反对等诸多因素而没有加以推广。人工

格。羊毛分级员是保证羊毛质量的关键，所以对该

剪毛使用的是电动推子，对剪毛手而言，最主要的

人员的要求非常严格。羊毛分级员所进行的工作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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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主观评估。所谓主观评估就是羊毛分
级员通过目测和手感等经验判断套毛中纤
维的细度、强力、形态、颜色、草杂状况
等，将比较相似的套毛放置在一起并进行
集中打包（在剪毛现场打好的毛包在送抵
到最终客户之前不允许重新打包）。澳大
利亚的羊毛分级员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牧
场主自身分级员，这类的分级员只能够对
自己饲养的羊群进行分级；而另一类的分
级员为专业分级员，这类分级员可以对不
同的牧场所生产的羊毛进行分级。不论是

利亚羊毛交易委员则会根据情况进行警告

自身分级员还是专业分级员，一旦取得资

或注销资格的处理。

质之后，澳大利亚羊毛交易委员会将颁发

f）羊毛的打包和刷唛

证书和毛包唛头印章。根据行业的规定，

经分选和分级后的羊毛，一般将品质

每一包毛都必须拥有羊毛分级员印章号

相同的羊毛通过液压机打入毛包，毛包的

码。这样做的目的是便于追溯，如果最终

重量一般在180千克至204千克之间，刷好

采购者发现毛包中出现质量问题时（如混

唛头等标志，唛头信息一般包括：牧场名

等混级及混入非纤维异物等），可以迅速

称、澳毛品种、分级员编号、羊毛品级名

寻找到最初的羊毛分级员，若情况属实并

称、包号等，带有标识标记的毛包将会运

造成损失，羊毛分级员将负有责任，澳大

送到牧场附近羊毛经纪人公司的仓库中。

三、澳毛经纪人公司服务项目的标准化
牧场剪毛收集及包装等工作结束
后，在销售之前还要进行一系列的准备

2、收集周边牧场所收获的羊毛，并汇
集在经纪人公司的仓库中存储；

工作，需要通过羊毛经纪人公司来完成

3、对毛包进行检测样品的采集；

交易。澳大利亚的羊毛经纪人公司有30

4、负责羊毛包垛的安保工作；

家左右，但80%以上的羊毛经纪业务被

5、根据检测的结果制定销售目录；

2-3家的大型公司控制。羊毛经纪行业

6、为采购方在羊毛展厅中提供羊毛实

实际上充当了牧民和羊毛采购方之间桥

物样品，以供其直观对羊毛质量进行现场

梁作用，一般均拥有大型的库房，这是

评估；

羊毛集散所必不可少的条件。通过向牧

7、对合级毛（不同小批量不同质量的

民收取一定的交易佣金作为收入。具体

重新分级组合）与合批毛（相同质量的小

工作包括以下项目：

批量组合成一定数量的交易批）根据行业

1、指导和监督剪毛现场的管理工作以
保证羊毛的质量；

规定进行相关的处理；
8、代理牧民与羊毛拍卖行进行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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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客观检验的标准化
根据羊毛质量检验工作需要，羊毛

脂含量、草杂含量、毛从长度和毛从强度

经纪人仓库中的工作人员协助羊毛检验局

等指标分析以及对羊毛的外观形态和手感

工作人员进行样品的取样工作，但是不允

等）进行综合判断，才能全面确定羊毛质

许直接参与取样和封样。这项工作必须由

量，所以采购人员需要亲自察看实物样

澳大利亚羊毛检测局派驻在现场的工作人

品。经纪人公司对每一个交易日所成交的

员进行，这样可以保证样品在采集过程中

成百上千批的羊毛都要提供相对应实物样

的公正性。当样品被采集后，毛包必须放

品，这就要求羊毛经纪人公司在对应检测

入安全区域，以便保证样品和货物之间的

结果的前提下将原毛样品准确无误地放置

一致性。经纪人公司与检测机构、拍卖所

在各自的展示盒当中。一般交易通过拍卖

以及澳大利亚羊毛交易管理所之间均有电

形式进行完成，而羊毛被拍卖之后，羊毛

子信息传输系统，以实现信息传递的通畅

经纪人与拍卖所进行结算，实现了一次交

性。当样品检测结束后，检测数据通过电

易过程。

子系统传输给经纪人公司，经纪人公司则
根据这些信息对检测之后并准备上市的羊

1、澳毛的取样过程

毛进行造册登记，并出具有关的各种质

澳大利亚羊毛先进的管理模式主要

量、技术信息，这样的信息被称为 “羊毛

建立在羊毛的取样和客观检测的基础上。

销售目录”。通常在一个销售目录中包括

在澳大利亚有17个羊毛抽样点，澳毛检测

成百上千的批量。在羊毛的交易过程中，

实行的是包包取样。为了保证检测的真实

买方不仅要通过销售目录了解各个批的羊

性，对羊毛的取样工作有着一系列严格的

毛检测数据，同时还要查看实物样品，以

要求。取样工作必须由羊毛检测局的工作

便充分了解羊毛的质量情况，从而制定出

人员亲自进行，并最终由其加封后送往检

采购价格的策略。只有对羊毛的客观检测

测中心检测，并出具国际贸易中通用的羊

结果（主要包括羊毛的细度、洗净率、油

毛检测证书。澳毛的取样分为两大类：第
一类为钻芯样品，通过全部自动化的取样
机械百分之百取样。钻芯取样的原理是将
钻杆从毛包的顶端插入到毛包内的各个
层面并取出样品。根据国际毛纺织组织
（IWTO）对钻芯取样的规定，每一个批次
取样的样品量为1000克。钻芯所取的样品
经充分混合后分成两个用于检测的各150克
的平行样，将用于检测毛纤维的细度、洗
净率与草杂含量等质量项目。所剩余的700
克样品被称为“档案毛”并加以保存，以
备需要时再检测。保存时间为七周，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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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半年的，根据交易后采购方的认可情况而定。

后，由现场抽样人员封装样品，粘贴标识，录入羊

该类质量指标是目前羊毛贸易最基本的计价基础。

毛货批信息，通过快递送往澳大利亚羊毛检验局在

第二类为抓取取样，这一点应该与其它国家羊毛检

墨尔本或佛里曼特的检验中心检测。

测取样有所不同，抓样取样也是通过机械手在毛包
中随机地取出一定数量并且形态完整的羊毛样品，

2、澳毛的检验过程

抓样取样的覆盖率为80%左右。根据国际毛纺织组

洗净率检测：将150克原毛在洗涤槽中依据标

织的规定，抓取的样品为每一个销售批6千克。此

准方法进行洗涤，再经离心式甩干机甩干，放置在

类样品有两个用途：其一是在抓样取出的样品经混

105度的烘箱中干燥后称重，测算出洗净率。

样后随机取出至少60个毛丛，通过检测设备获得毛

细度检测：按相关的标准在仪器上进行。

丛长度、强度与扯断部位百分率的质量指标，从而

草杂等检测：主要依据标准，通过化学方法溶

更加科学地评估羊毛的质量。同时抓样取样的样品

解羊毛，再将剩余样品烘干，挑拣出不同的草杂，

主要用于陈列羊毛展厅中进行展示，便于采购人员

称重计量得出数值。

不仅从销售目录中获得澳毛的各种质量检测数据结

含油脂率检测：通过红外线油脂检测仪检测。

果，同时还可以对照这些数据直观查看原毛形态、

毛丛长度和强力检测：将整理好的毛丛在阿特

颜色及其他原毛的特点等的真实状况。抽样结束

拉斯仪上进行毛丛长度、强度与扯断部位的检测。

五、市场交易方式的标准化
澳大利亚羊毛80%出口到中国，另外20%出口

题。首先是在羊只品种方面需要改良，不能单纯依

到印度、意大利等国家。澳大利亚羊毛交易所总部

靠进口，要提高国产羊毛的品质水平，尤其在细度

位于悉尼，是一个适应于澳大利亚羊毛监管方式从

方面要到达超细羊毛的要求；其次在放牧方面提倡

政府行为转向市场与行业自律有机结合的变革，

规模化和标准化，强调“五同”的重要性，在采集

延续了政府的某些职能，但又市场化运转的服

收获羊毛时提高集约化程度，防止粗放剪毛和混装

务性机构，实行会员制，在悉尼、墨尔本和佛

收集，统一包装和标识，提高工业用毛的一致化程

里曼特尔三地设立拍卖场所，覆盖全澳90%的羊

度；再次恢复供销社系统的收购羊毛的职能，并积

毛销售量。羊毛交易所主要是制定统一市场交

极成立相应的经纪人公司，完善相关的交易和流通

易规则和标准，通过培训、注册和管理羊毛分

程序；另外要尽快建立和完善羊毛质量保证制度，

级员，监督执行有关规则，定期组织羊毛拍卖

开展广泛的羊毛交易客观检验制度，减少交易的盲

交易活动。一般年拍卖不少于45周，平均每地

目性，实现交易的公平性。以上工作需要国家相关

一周拍卖两天。拍卖交易由经纪人主持。羊毛

部门共同研究制定政策和办法，从各个方面来提高

收购商在拍卖过程中相互竞价，由出价最高的

管理水平，缩短与澳大利亚羊毛产业管理标准化水

买主购得羊毛。

平的距离。

目前，在我国羊毛产业管理方面存在着诸多问

（宁夏纺织纤维检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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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毛皮协会财务总监Kiran
一行访问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
  张营丽

20

7月27日，国际毛皮协会财务总监Kiran

2016年，协会在南京举办四期“皮草创意

Mahmood女士、亚洲区总监徐姸女士、中

交流实践培训班”，目的是发掘皮草设计

国区首席执行官王意先生到中国畜产品流

人才，为企业培养皮草匠人，通过理论讲

通协会访问调研。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会长

解，实践操作，拓展学员视野，搭建交流

潘种树及协会全体工作人员接待了Kiran一

平台，提高学员的研发、设计能力，目前

行，并在协会召开了座谈会。会上，潘种树

已成功举办了两期。

对毛皮分会一年来的工作情况进行了总结。

在推进中国毛皮动物福利养殖方面，

潘种树讲到，2015年皮草工艺培训

协会做了大量工作。一是成立了“全国毛

活动是2014年编写出版“中国皮草工艺”

皮动物养殖产业合作联盟”，并召开成立

教材的延续。2016年，协会根据该教材编

大会。强化养殖产业的组织建设，同时联

制了皮草工艺教学大纲，制订了考核目

合国内大型养殖企业、专业合作社、养殖

标、内容、方式。协会在南京禄口和河北

大户、地方政府等，共同推进中国毛皮动

枣强建立了“中国皮草工艺”培训基地。

物的福利养殖工作，还拍摄了反映中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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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动物福利养殖的宣传片，宣传片的拍

料价格指数”。最后，潘种树表示，特别

摄，对树立行业正面形象，引导媒体和公

感谢国际毛皮协会一直以来对中国畜产品

众客观、公正看待中国毛皮动物养殖业，

流通协会各项工作的大力支持，协会将一

促进毛皮动物养殖业健康、持续发展具有

如既往地协助国际毛皮协会推动毛皮行业

重要意义。二是编写了“中国毛皮动物福

健康发展。

利宣传册”，通过宣传养殖相关企业的做

Kiran对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所做的

法，介绍中国毛皮动物福利养殖现状和

工作表示充分肯定。她说，国际毛皮协会

政策，各级政府在推动福利养殖工作的具

一直高度重视中国毛皮行业的发展，致力

体措施和成效，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宣传和

于保护毛皮贸易行业的利益，并在世界范

展示科学养殖、健康养殖的成效，今年8

围内推广创新、高标准及对于毛皮和毛皮

月即将举行动物福利养殖宣传片和宣传册

行业的真实、正面的形象宣传。国际毛皮

的发布仪式。三是协会与国际毛皮协会、

协会长期以来一直和中国政府部门和毛皮

中国皮革协会共同开展的“中国毛皮动物

行业保持紧密联系，一方面督促中国毛皮

福利养殖‘金貂奖’、‘金狐奖’、‘金

行业切实提高动物福利标准；另一方面积

貉奖’”评荐工作。2015年，依据评荐标

极向国际媒体和国际毛皮行业宣传中国在

准有八家养殖企业获得了此项荣誉。依据

动物福利方面的进步。畜产品流通协会在

新制定的“貂、狐、貉繁育利用规范”标

动物福利养殖、标准化制定、培养毛皮行

准，开展了“标准化、规范化养殖基地”

业人才和树立毛皮行业正面形象等方面所

认证工作，首次认证了十家企业。四是根

做的各项努力非常符合国际毛皮协会一贯

据会员诉求，协会向国家财政部等部门提

提倡的理念，我们会向国际毛皮协会如实

出了“关于对进口种貂、种狐、种貉进行

反映此次来访问调研的情况。Kiran表示，

免税的建议”，还开展了“毛皮动物福利

国际毛皮协会希望用切实可行的举措，帮

对皮草消费影响“的调查，旨在了解国内

助中国的毛皮行业构建一个资源共享的平

公众现有毛皮动物福利意识，更好地推动

台，通过加强与畜产品流通协会在毛皮行

毛皮动物福利工作。

业上的互动合作，进一步促进皮草行业的

毛皮分会下一步的工作重点：一是积

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提升毛皮产业的可

极开展动物福利养殖培训活动。继续开展

持续增长潜力和全球竞争力，并且真诚地

“福利养殖”和“标准化、规范化养殖”

邀请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领导参加2016年

认证工作，将各项养殖标准落实到实处。

10月21日在希腊雅典召开的国际毛皮协会

二是继续开展皮草工艺培训活动，对皮草

世界全球理事会。

加工企业进行调研，建立培训师资队伍和

通过Kiran一行的来访调研，沟通了工

课程内容设置的数据库、人才库，根据皮

作，交流了思想，加深了了解，增进了友

草工艺发展的实际和企业需求，开展有针

谊，达成了共识，对提升中国畜产品流通

对性的培训，为企业和行业发展培养技术

协会服务水平和能力，推动毛皮行业健康

工人和设计人才。三是编制“中国毛皮原

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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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产品与艺术的融合
助推行业新发展
  张营丽

8月2日，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常务副

22

艺术相融合，助推行业新发展。

会长倪静及相关人员与中国社会艺术协会

中国丝路艺术国际巡展万里行暨“一

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邱新建一行四人在京

带一路”中蒙俄经贸圆桌会议可以使行业

就共同举办的“中国丝路艺术国际巡展万

内更多的会员企业“走出去”，充分为企

里行暨‘一带一路’中蒙俄经贸圆桌会

业搭建贸易桥梁的平台，开展国际合作，

议”等系列活动进行深入讨论并达成共识。

促进经贸交流，提升行业国际影响力；推

在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

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加强中蒙

此次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与中国社会艺术

俄多通道互联互通和贸易发展，全面展示

协会的合作，是进一步发挥协会协调和服

我国企业的优质产品，以实际行动传承丝

务的职能，推动行业间的交流与合作，发

绸之路历史，诠释“一带一路”新丝绸之

挥双方协会的各自优势，将畜产品展示与

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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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与上海归石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京召开洽谈会
  张营丽

8月2日，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常务副

国各地涉农商品生产商、贸易商提供现货

会长倪静及相关人员与前来协会访问的上

交易平台，其中“归石”是其合作单位之

海归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归

一，刘恩茹对“归石”的公司规模，运营

石”）总经理刘恩茹一行三人，就当前羊

方式，合作企业、融资渠道等方面进行了

绒产业市场规范与流通等方面进行了深入

介绍。

交流，并就与浙江东海商品交易中心有限

倪静介绍了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的有

公司(以下简称“东海商品”)共同推进羊绒

关情况，协会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服务中

交易平台建设进行商谈并达成共识。

国绒毛行业的发展。我国具有发展山羊绒

会上，刘恩茹对东海商品进行了介

产业独特的优势资源，是世界上最大的山

绍，“东海商品”是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

羊绒及其制品的生产国，加工国和出口

准设立的综合性现货交易平台，由中国供

国，但还不是山羊绒的强国。通过多方合

销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供销合作社联合

作创新交易模式，对引导和规范羊绒市

社、浙江省兴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场，更好地体现羊绒“软黄金”的真实价

茶叶拍卖交易服务有限公司等共同出资组

值，提升国际话语权，推进中国绒毛行业

建。该中心利用现货电子交易系统，为全

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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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毛皮分会
第三届二次理事会暨全国毛皮动物养殖产业峰会
各位会员、各皮毛行业有关单位:
为了总结工作，交流经验，促进毛皮行业的企业和养殖户科学策划、组织生产经营活
动，提升养殖质量，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引导行业同仁共同探讨毛皮行业发展的创新点，
推动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兹定于，8月25日在河北昌黎召开“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毛皮分
会第三届二次理事会暨全国毛皮动物养殖产业峰会”。

一、会议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6年8月25日至26日
地点：河北秦皇岛市北京电视台黄金海岸培训中心
地址：昌黎县黄金海岸一经路40号，电话0335-5960000

二、会议内容及日程安排
（一）8月24下午-25日上午：参会人员报到
（二）召开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毛皮分会第三届二次理事会
时间：8月25日(14:00-14:30)
内容：
1、总结毛皮分会三届一次理事会工作，讨论通过三届二次理事会工作计划；
2、选举增补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毛皮分会第三届理事会副会长、秘书长、常务理事和
理事。
（三）召开全国毛皮动物养殖产业峰会（本次大会由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昌黎县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时间：8月25日(14:30-17:30)
内容：
1、领导致辞；
2、毛皮动物相关政策解读（国家有关部门领导）；
3、毛皮动物养殖发展趋势和价格分析（孙广才）；
4、毛皮动物标准化养殖及品种改良（马泽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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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毛皮动物营养与质量（李文丽）；
6、中国供销·大连毛皮拍卖有限公司组建的进展情况（孔德春）；
（四）参加河北省昌黎第十届毛皮特养产品交易大会暨秦皇岛第二届皮草节
时间：8月26日（上午）
内容：
举行毛皮动物福利养殖宣传片、宣传册发布仪式

三、参会人员
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毛皮分会理事、全国毛皮动物养殖产业合作联盟成员单位，毛皮
动物养殖业及相关行业企业家、养殖户、专家等。

四、会议费用
此次会议不收会务费，住宿、餐费统一安排。
五、联系方式
电

  话：010-66095573 66095638 66095357

传

   真：010-66095573

电子邮箱：66021003@163 .com
联 系 人 ：朱萍(13311112038)
刘渊(13611236302）
张志浩（18611738846）
昌黎接站人员：张永生(18733512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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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羊绒价格指数
第20160805期
发布机构：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
发布单位：清河县商务局
清河县羊绒制品市场管委会

2016年8月5日发布第20160805期价格指数。
根据对2016年7月16日-7月30日50家被采价单位反
馈的数据监测分析。

下降17.88%。型号(26-28支)价格下降最多，达
19.87%，目前77.2万元/吨。
与去年同期相比，2016年7月16日-7月30日

与基期相比，2016年7月16日-7月30日期间，

这段时间，清河羊绒市场的羊绒总体价格下降

清河羊绒市场的羊绒总体价格下降14.92%。白色

0.48%，其中白色无毛绒价格下降0.67%，型号(34-

无毛绒价格下降6.67%，型号(30-32，＞15.5)价

36，≤15.8)价格下降最多，达1.48%，目前66.6万

格下降最多，达11.33%，目前58.4万元/吨；紫色

元/吨；紫色无毛绒价格下降0.83%，型号(34-36，

无毛绒价格下降10.74%，型号(30-32，＞15.5)价

≤15.8)价格下降最多，达1.43%，目前62.1万元/

格下降最多，达13.59%，目前55.4万元/吨；羊绒

吨；羊绒条价格下降2.25%，型号（进口绒条）价

条价格下降3.47%，型号（进口绒条）价格下降

格下降最多，达2.36%，目前66.2万元/吨；羊绒纱

最多，达6.69%，目前66.2万元/吨；羊绒纱价格

价格下降2.17%。型号(48支以上)价格下降最多，达

图1 定基价格指数—羊绒综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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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目前98.7万元/吨。

降最多，达0.18%，目前55.4万元/吨；羊绒条价

与上一期相比，总体下降0.19%，其中白色

格下降0.14%，型号 (进口绒条)价格下降最多，

无毛绒下降0.16%，型号(30-32，＞15.5)价格下

达0.15%，目前66.2万元/吨；羊绒纱价格下

降最多，达0.17%，目前58.4万元/吨；紫色无毛

降0.12%，型号 (26-28支)价格下降最多，达

绒价格下降0.17%，型号(30-32，＞15.5)价格下

0.13%，目前77.2万元/吨。

第20160805期中国清河羊绒价格指数一览表

中类
指数

个体
指数

本期交易
价格

（万元/吨）

(万元/吨)

定基价
格指数

环比价
格指数

同比价
格指数

综合指数

85

100

100

白色无毛绒

93

100

99

紫色无毛绒

89

100

99

羊绒条

97

100

98

羊绒纱

82

100

98

2016年7月16日-7月30日
综合
指数

基期平均
交易价格

白色无毛绒(30-32，＞15.5)

65.86

58.4

89

100

100

白色无毛绒(30-32，≤15.5)

66.36

60.6

91

100

100

白色无毛绒(34-36，＞15.8)

68.04

64.4

95

100

99

白色无毛绒(34-36，≤15.8)

68.54

66.6

97

100

99

紫色无毛绒(30-32，＞15.5)

64.11

55.4

86

100

100

紫色无毛绒(30-32，≤15.5)

64.61

56.6

88

100

99

紫色无毛绒(34-36，＞15.8)

66.28

59.4

90

100

99

紫色无毛绒(34-36，≤15.8)

66.74

62.1

93

100

99

羊绒条(国产绒条)

78.43

77.7

99

100

98

羊绒条(进口绒条)

70.95

66.2

93

100

98

羊绒纱(26-28支)

96.35

77.2

80

100

98

羊绒纱(48支以上)

104.77

98.7

94

100

98

注：基期交易价格是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０１１年６月个体交易价格加权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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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肃宁毛皮原料价格指数
20160731期
发布单位：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肃宁县人民政府
发布机构：肃宁县毛皮管理委员会
指数编制单位：肃宁县皮毛市场管委会、肃宁县裘革行业协会

第20160731期中国尚村毛皮交易市场毛皮原料价格和价格指数一览表

中类指数

个体指数

本期
交易价格
（元/张）

定基
价格指数

环比
价格指数

同比
价格指数

综合指数

46

97

61

狐皮

66

100

49

貂皮

40

100

75

貉皮

79

95

65

獭兔

28

93

48

2016年7月16日—31日

综合指数

基期平均
交易价格
（元/张）

唐山蓝狐（97-106cm）

427

280

66

100

49

山东标准公貂（65-71cm）

254

120

47

100

86

山东标准母貂 (47-53 cm)

133

50

37

100

71

唐山貉（88-97cm）

264

210

80

95

65

獭兔（0.8-1平方尺）

50

14

28

93

48

与基期相比（图1），2016年7月16日—31日期

下降34.25%，国产貂皮收于40.24点，下降59.76%，

间，尚村毛皮市场毛皮定基指数收于45.58点，原料

国产貉皮收于78.94点，下降21.06%，獭兔皮收于

总体价格下降54.42%，国产狐皮收于65.75点，价格

27.55点，下降7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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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定基价格指数—毛皮原料综合指数

在各类毛皮中（见图 2）

图（3）同比价格指数—毛皮原料综合指数

皮收于48.16点，下降51.84%。

唐山蓝狐皮型号（97-106cm），指数收于
65.50点，价格为280元/张，下降34.50%
山东标准公貂皮型号（65-71cm），指数收于
47.14点，价格为120元/张，下降52.86%
山东标准母貂皮型号（47-53cm），指数收于
37.38点，价格为50元/张，下降62.62%
唐山貉子皮型号（88-97cm），指数收于79.55
点，价格为210元/张，下降20.45%
獭兔皮型号（0.8—1平方尺），指数收于27.84
点，价格为14元/张，下降72.16%

在各类毛皮中
唐山蓝狐皮型号（97-106cm），指数收于
49.12点，价格为280元/张，下降50.88%
山东标准公貂皮型号（65-71cm），指数收于
85.71点，价格为120元/张，下降14.29%
山东标准母貂皮型号（47-53cm），指数收于
71.43点，价格为50元/张，下降28.57%
唐山貉子皮型号（88-97cm），指数收于64.62
点，价格为210元/张，下降35.38%
獭兔皮型号（0.8—1平方尺），指数收于48.28
点，价格为14元/张，下降51.72%
与上一期相比（图4），2016年7月16日—31日
期间，尚村毛皮市场毛皮环比价格指数收于96.83
点，原料总体价格下降3.17%，国产狐皮收于100.00
点，价格无变化，国产貂皮收于100.00点，无变
化，国产貉皮收于95.21点，下降4.79%，獭兔皮收

图（2）定基价格指数—毛皮原料个体指数

于92.95点，下降7.05%。

与去年相比（图3），2016年7月16日—31日
期间，尚村毛皮市场毛皮同比价格指数收于61.18
点，原料总体价格下降38.82%，国产狐皮收于49.29
点，价格下降50.71%，国产貂皮收于75.36点，下降
24.64%，国产貉皮收于64.71点，下降35.29%，獭兔

在各类毛皮中
唐山蓝狐皮型号（97-106cm），指数收于
100.00点，价格为280元/张，无变化
山东标准公貂皮型号（65-71cm），指数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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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如此，因中间商一直期待价格回升，随意蓝狐生皮
价格一直处于基本稳定的状态；水貂成交量稳定，价
格忽高忽低，但整体价格是稳定的；貉子皮生皮前期
价格相对于熟皮较高，中间商购买意愿降低，市场成
交量明显减少，价格也小幅回落；獭兔皮价格一直走
低，本期价格和上期价格相比又有所下降。
指数说明：
图（4）环比价格指数—毛皮原料综合指数

１、指数样本中，貉子皮标准参照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标准ＧＢ／Ｔ １４７８８－－９３（裘皮－貉皮）；

100.00点，价格为120元/张，无变化
山东标准母貂皮型号（47-53cm），指数收于
100.00点，价格为50元/张，无变化
唐山貉子皮型号（88-97cm），指数收于95.45
点，价格为210元/张，下降4.55%
獭兔皮型号（0.8—1平方尺），指数收于93.33
点，价格为14元/张，下降6.67%

蓝狐皮参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ＮＹ／
Ｔ １１６４－２００６（裘皮－蓝狐皮）；水貂皮参照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标准ＧＢ／Ｔ１４７８９－－９３（裘皮—水貂
皮）；獭兔皮参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ＧＢ
／Ｔ ２６６１６—２０１１（裘皮—獭兔皮）。
２、皮张样本规格，狐狸、貉子、水貂均指
鼻尖－尾根的长度；獭兔指从脖颈至尾根的长度
乘以腰中部两边缘的宽度所得面积。

价格分析：
近期蓝狐皮在加工环节的用量一直没有明显

３、指数样本皮张均指生皮，数据采集地点
为尚村皮毛交易市场。

增加，中间商手里的蓝狐熟皮存量较大，且蓝狐生

４、基期确定年份为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日－２０１１年９

皮和熟皮的价格基本持平，这影响了中间商购买生

月３１日三年，以这三年选取品种的平均价格为基准，

皮的积极性，所以市场生皮的成交一直低量徘徊。

按照农产品惯例，指数的基期数值定为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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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出口主要商品量值表
单位：千美元
6月

1-6月累计

比去年同期±%

累计比较同期±%

商品名称

计量
单位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山羊绒

吨

335

22,628

1,412

99,652

108.0

93.5

40.1

4.6

皮革服装

万件

74

34,272

250

108,773

-15.9

-20.0

-19.5

-19.9

裘皮服装

万件

50

304,585

122

810,244

37.5

40.9

47.6

44.3

皮革手套

万双

2,682

60,274

15,132

312,998

-29.4

-27.8

-27.0

-26.3

皮面鞋

万双

6,972

1,011,997

32,363

4,437,196

-22.3

-19.6

-21.1

-22.7

填充用羽毛、羽绒

吨

3,423

35,460

20,931

223,522

11.3

-13.7

11.5

-26.5

肠衣

吨

8,980

101,791

45,009

489,401

16.3

26.9

-2.1

-4.4

毛纺机织物

万米

*

60,838

*

263,963

*

-2.9

*

-3.7

2016年6月进口主要商品量值表
单位：千美元
6月

1-6月累计

商品名称

计量
单位

数量

金额

羊毛

吨

28,484

219,729

毛条

吨

627

4,989

牛皮革及马皮革

吨

62,425

269,078

毛纱线

吨

1,344

21,462

数量

金额

174,656 1,243,181
3,615

27,078

384,228 1,543,306
7,572

113,699

比去年同期±%

累计比较同期±%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26.5

-19.8

-10.0

-9.0

-61.7

-58.2

-42.1

-41.7

-13.6

-23.5

-12.4

-24.5

-24.3

-31.1

-25.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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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 养 兔 技 术 要 点
夏季天气炎热，气温高、湿度大，对

直射兔笼；室内舍要大开门窗，让空气对

养兔来说，是很不利的季节。兔子由于汗

流、降温降湿。长毛兔要将全身被毛连同

腺不发达，耐热能力差，在高温环境中采

头面部毛全部剪短，兔笼不要太拥挤。兔

食量下降，同时炎热和潮湿有利于各种病

子生活的理想温度是15℃~25℃，如果兔舍

菌和病毒的传播与繁殖，对养兔业威胁很

温在30℃以上舍温超过30度时，要向笼舍

大。因此，夏季养兔应做好以下工作：

地面洒水（有条件的可以安装电扇、排风

一、忌夏季繁殖

扇、空调、水帘等）降温。兔舍内理想的

夏季炎热多雨，母兔发情不正常、

相对湿度为55%―65%。兔舍应及时通风换

不易受胎，少数受胎产仔也因天热食欲不

气，如果连续高温多雨，要在兔舍内撒一

振，造成奶量不足、仔兔发育不良，管理

些干沙土或放置一些生石灰，以达到降低

不善易导致仔兔死亡；即便活下来的也因

湿度的目的。

发育差，体质弱，断奶后易感染球虫病而

三、降低密度

大量死亡；部分孕兔常因高温而中暑，造

度不要过大，否则就会空气污浊，二氧化

二、防暑降温、降低湿度

碳、氨等有害气体浓度过高，引发兔呼吸

露天兔舍要搭凉棚遮阳，避免阳光
32

兔笼设置不要太挤，舍内的饲养密

成流产和难产。

道痢疾病。青年兔要隔笼分开喂养，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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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密度，保持兔舍内空气清新；未断奶

养的需要，精料补充量为每只每天50-100

的仔兔应养在宽敞的笼中，与母兔分笼饲

克，以禾本科籽实类及其副产品为主的混

养，定时喂奶；断奶的幼兔，适应1-2周

合日粮中应加入10-20%豆饼类蛋白质饲

后，可按2-3只一笼或者一兔一笼饲养，保

料，组蛋白15-17%，并注意物质的补充。

证兔体散热。

四、供足清洁饮水

七、加强卫生消毒
兔舍内的粪便、污染物要每天清除，

当舍内温度达到25℃时，兔子的饮水

保持兔舍清洁干燥、安静、通风流畅。饲

量开始增加，这时要保证兔子有新鲜、清

槽和水槽要勤洗，定期用0.1-0.5%高锰酸钾

洁、足量的饮用水，并在水中加入0.8%的

或苛性钠消毒。

食盐或多维素，以起到降温的作用，同时
补充兔体液的消耗。

五、保持安静
兔胆小怕惊扰，在饲养管理操作中动
作要轻，避免发生易使兔群惊恐的声响，
保持饲养人员稳定，不轻易捕捉兔只，避
免陌生人进入兔舍，应防止狗、猫、鼠等
的侵袭，造成家兔应激。同时，白天兔舍
内只要有充足的饮水，就尽可能不要饲喂
兔子，以利于兔子充分休息，促进其生长
和安全度夏。

八、积极防治疾病
夏季高温多湿，常见病主要是肠道
传染病和球虫病等，因此，从入伏前开始
可以在饲料中加一些切碎的车前草、蒲公
英、葱、大蒜等，连续喂两周。用小儿
安、土霉素和仁丹等拌料喂仔兔，防病又
健康兔。还要搞好接种防疫工作。每天坚
持观察兔群，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做到无
病早防，有病早治。
（中国兔业网）

六、精心饲喂
采用合理的饲料配方，调制新鲜饲
料，注意饲料品质，严禁饲喂变质、发霉
的饲料，以及带有雨水或露水的野草；
宜早餐早喂，中餐加喂麸皮水，晚餐迟
喂，还要多喂青饲料，并对饲喂时间进行
调整，即将晚上8时到次日早7时作为饲喂
时间，分4―5次饲喂。其他时间尽可能不
喂，让兔充分休息。特别是晚上10点后喂
一次饲料，供足饮水，并在饮水中加入1%
食盐，以补充体内盐分的消耗。尽量做到饲
料多样化，以青饲料为主，精饲料为辅。一
般青饲料掌握在体重的35%，以满足需要为
度。根据生长、妊娠、哺乳等生理阶段对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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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绒行业首选品牌——鹿王羊绒
了解一种时尚文明，先从鹿王羊绒开始——

“重点支持和发展的名牌出口商品”、“采用

内蒙古鹿王羊绒有限公司位于包头市东河区

国际标准产品”，并取得国家质检总局《产品

东河槽畔，是世界最大羊绒纺织品生产商之一，是

质量免检证书》。其产品先后获得“中国国际

中国羊绒行业国家级技术中心所在企业之一、国家

名牌产品博览会金奖”、“西班牙优质服务和

520户重点企业之一、中国AAA级形象企业、中国

优良品质马德里金奖”、“第六届国际山羊大

明星企业、出口创汇双优企业、中国纺织行业最佳
效益企业……并于1997年通过ISO9001认证，2003
年12月通过ISO14001环保认证；1998年导入CI形
象设计；1999年“鹿王”商标被授予中国“驰名商
标”；2001年被评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获得单
位；近年，鹿王荣获“2012年度中国服装行业最具
竞争力首选品牌”、2013年荣获“自治区主席质量
奖”、2013年鹿王被国家工信部认定为首批“国家
级工业设计中心”；目前，鹿王已经拥有两枚“中
国驰名商标”、“两个国家级中心”（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鹿王是中国羊
绒企业界唯一拥有这一殊荣的企业。

“鹿王”建厂于1985年，目前年生产能力
450万件，年产值10亿元，年上缴税金1亿元左
右。主要产品是以羊绒及羊绒深加工为主导产
业，涉及针织、机织、服装三大类，60多个品
种，1000多个款式。“鹿王”羊绒制品是国家
38

会金奖”等百余项国际、国家级大奖。目前，
鹿王80%以上的产品出口国外市场，在美国、欧
盟、日本等主流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并形
成了覆盖国内外市场的营销网络。
鹿王在20世纪80年代创业之初，就把“诚
信、责任、创新、振兴、超越”作为公司企业
文化的精髓及核心价值观。
把“鹿王羊绒——品质专家、诚信天下”
作为公司的品牌理念。
把“公开、公正、公平；有德有才破格重
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有才无德限制录用，无德
无才坚决不用”作为公司用人原则。
把“用文化凝聚人心，用制度驾驭人性，用品
牌成就人生”作为公司管理理念。
鹿王羊绒有限公司有了自己的企业文化之后，
文化形象就显得尤为重要，鹿王的文化形象也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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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总工作照

以品牌文化（标识）的建设来代替。

郑浩生董事长

品是多家世界名店店长的私人珍藏品，也是他们馈

包头这个地名来源有两种说法：其一，包头

赠亲友的首选。日本伊士丹商社的店长就明确表示

源于蒙古语“包克图”，意为有鹿的地方，包头又

羊绒服装他只穿鹿王。鹿本身给人印象是尊贵的，

被称为鹿城（转龙藏的传说及与包头、鹿王的渊

而加上一个“王”字，就更加彰显这一尊贵、华丽

源：转龙藏位于包头市东河区东门外东河〈古称博

的品牌形象了。

托河〉出口处，与鹿王包头总部相距仅1000米，且

鹿，性情温顺，形象秀丽，极具观赏价值，

都位于东河两岸。其二，包头的老城区东河区有一

是作为美的一种象征。鹿给人的另一个印象是“轻

条河叫东河，古名为“博托河”。后来居民以讹传

盈”、“迅捷”、“矫健”、“美丽”，亦给人一种

讹，代代相传，就称呼为“包头”了。而鹿王羊绒

充满活力、自信、美的享受。鹿实在是美丽得让人心

有限公司正座落在包头东河岸边，由此可以说明，

动，我们一直感到，形容女孩子可爱的最有表现力的

鹿王与包头、与鹿有一定的渊源。

一句话就是“她的眼睛像一只受惊的小鹿”。而在鹿

“鹿王”二字在品牌文化建设中的意义：

王品牌文化建设的诉求中排第二位的就是“时尚”，

“鹿”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尊贵、华丽、正面形象。

同样是一种活力、自信、美的表现。所以，鹿的形象

因为鹿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总是与宫廷联系在一

与鹿王品牌的诉求也是一致的。

起的，是历代皇家园林御用之物，如“御鹿苑”的

鹿也代表了东方文化的一种神秘。我国的长跑

说法。可以让人联想到高贵身份的说法还有“逐鹿

奥运冠军王军霞曾被誉为“东方神鹿”。在我国传统

中原”、“群雄逐鹿”、“猎鹿”等。人类对鹿的

文化中，鹿与鹤、松一起代表着一种吉祥的含义，

钟情由来已久，不论中外古今，所有的传说所有的

往往会以仙翁一起出现在古代的绘画中。在古代，鹿

故事所有的文艺作品，只要有鹿出场，它一定是

常被视为神物，认为鹿能给人们带来吉祥、幸福和长

“正面”形象——“鹿回头”、“小鹿斑比”……

寿，如：寿星坐骑就是一头鹿。即使在西方国家也

而排在鹿王品牌诉求第一位的正是“尊贵”。羊绒

具有此意，如圣诞老人乘坐鹿车，也是借鹿来带来

本身就是一种珍贵的原料，被誉为“软黄金”；而

好运。这种东方文化的神秘与鹿王的出口战略是一

鹿王的卓越品质，在国际上有口皆碑。“鹿王”产

致的。鹿王的品牌形象能更好地在国际市场引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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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东方文化的神秘感。

LOCO中加入两道圆环，这是因为在国外品牌中圆

“鹿”与“禄”谐音，鹿成为“禄”文化的经

环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多国外老的服装品牌都

典符号。鹿多用于装饰、服饰、家具、壁画等，取

有圆环作标志。通过加圆环，更多地表现出了一种

祈禄之意，是人们祈求美好生活，企盼财运兴旺的

异国情调的风格，这将有助于产品更好地走向国际

表达。如“鹿鹤同春”，天下皆春，有万物欣欣向

化的大市场。

荣的祥和之意。

新LOCO对“鹿王羊绒”四个汉字的表现手法

鹿不但是真善美的化身，而且被某些民族神化

更加时尚化，这与鹿王品牌定位是一致的。如今的

为图腾了。中国当代文学中最有影响的一部就是陈忠

鹿王已经拥有两枚“中国驰名商标”、“两个国家

实的《白鹿原》。其中的白鹿是全书之魂。在报纸上

级中心”（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工业设计

还有一则新闻，英国一位学者宣布他多年研究的一

中心），鹿王是中国羊绒企业界唯一拥有这一殊荣

个结果——不是哥伦布发现的美洲，而是中国明朝的

的企业。

太监郑和。郑和干啥去了呢？郑和的船队在孟加拉发

在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在包头市委、政府和

现了“瑞兽”“麒麟”——也就是长颈鹿，去追踪原

各有关部门、银行、税务的信任和大力支持下，已

产地，这才最远到达了美洲（其实郑和最远到达非

是“2011品牌中国十大年度人物”、“2012年度引

洲）！多大的劲头啊。一支全世界最大的船队（100

领中国服装产业经济发展•年度杰出人物”、“全

只），远涉重洋，死伤大半，为的竟是一只鹿！多么

国纺织系统劳动模范”、“包头市劳动模范”、

不可思议啊！

“2011年度企业文化建设贡献人物”、“2011年度

改制后的鹿王并没有完全摒弃原有的LOCO，

中国企业文化最具影响力人物”的董事长郑浩生为

也没有完全沿用原来的LOCO。而在原有的基础之

首的鹿王新的经营管理团队，有决心有信心带领广

上进行了改动。虽然只是加了两个圆环，改变了一

大员工，将鹿王建成一个具有现代企业制度、拥有

些字体，但是这些看似细微的改变，使鹿王的形象

核心竞争能力、能让客户、员工和投资者满意、真

栩栩如生地出现在公众面前。

正能为地方经济发展、中国羊绒产业发展做出贡献

从形式上讲，旧标与新标的差异在于：新

鹿王纺纱工场

40

的规范的多元化股份公司。

鹿王海外工场——马达加斯加工场套口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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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信羊绒集团
世界羊绒看中国，中国羊绒看内蒙古。在内

善事业捐资、捐助1.5亿元，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蒙古辽阔的大草原上，有一个依托内蒙古资源优势

和社会效益，成为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龙头企业。

打造的具有民族魅力的羊绒品牌“维信”。维信羊

“维信”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

绒集团建立于1992年，是集科研、牧业、制造、贸

名商标”,“维信”牌羊绒制品被国家评定为“中

易为一体的跨国企业集团。维信羊绒集团的维信国

国名牌产品”、“原产地标记注册产品”、“中

际高尔夫度假村，是内蒙古第一家大型综合性的国

国环境标志绿色产品”，“Oeko-Tex Standard 100

际高尔夫度假村，拥有18洞国际标准高尔夫，国家

生态纺织品认证产品”，连续三年在中国国际时装

AAAA级景区，被誉为中国的圣安德鲁斯皇家高尔

周上被评为“中国十大女装品牌”。“维信”牌

夫球场。维信羊绒集团的维信葡萄酒，品质卓越，

KVV01、BBC无毛绒在第六届国际山羊大会暨博览

口感醇厚。维信羊绒集团主要生产和经营羊绒系列

会上荣获金奖。集团被国家八部委评为“农业产业

制品，年生产能力羊绒2000吨，羊绒纱600吨，羊绒

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被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评

衫200万件，羊绒围巾、披肩200万条，羊绒粗纺面

定为“中国羊绒行业十强企业”、被中国畜产品流

料50万米，高档羊绒服装8万件。企业奋斗二十三

通协会和商务部评定为“AAA信用企业”、被国家

年，奉献二十三载。多年来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

质检总局评为“出口纺织品一类企业”，被国家海

农牧民致富做出了突出贡献，累计为社会公益、慈

关总署评为“A类企业”、被国家商务部评为“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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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续宽董事长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一起

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杨晶视察维信羊绒集团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在绿色农产品交易会上视察维信展位

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在绿色农产品交易会上视察维信展位郭
健厅长、段志强市长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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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企业诚信建设先进企业”、被国家工商总局命名为“全国守合同、
重信用先进企业”、被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评为“全国百家明星侨资企
业”、被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评为“全国就业和社会保障先进企
业”、被国家农业部评为“全国诚信守法企业”、被内蒙古自治区人
民政府评为“高新技术企业”、“先进纳税企业”、“改革开放三十
年最具影响力企业”。企业在全国纺织行业首家通过了中国BCC、英
国NQA、美国RAB三国机构的ISO9001、ISO14001、OHSAS18001质
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三位一体”的国际认证。
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当今世界经济
变幻莫测，充满机遇和挑战，对我们来说既是难得的机遇，更是
严峻的挑战。维信羊绒集团将继续秉承“精诚以维 信实发展”的

维信实业“6633”发展规划
六大定位:
构建:三大产业“羊绒、旅游、
金融”。
创立:世界民族品牌“维信”。
建设:国家级内蒙古二狼山白绒
山羊种畜基地。
建立:中国一流的农畜产品交易所。
打造:高新技术羊绒产业园。
实施：科研、牧业、工业、贸
易、品牌、人才、战略。

发展理念，践行“建设幸福中国，创世界民族品牌”的使命。维
信羊绒集团将用勤奋与智慧，责任与追求，诚信与创新，破解发
展中的各种难题。面对未来，我们将把握机遇，勇于拼搏，开拓
创新，不断进取，以发展为主题，实现集团6633战略目标。

企业六高:
高起点、高科技、高标准、高质
量、高效率、高效益。

产品三型:
时尚型、精品型、特色型。

公司三化:
管理科学化、产品名牌化、企业
社会化。

“建设幸福中国，打造美好维
信”；“钻石臻品维信羊绒，创世界
民族品牌，打造百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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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嘉源绒业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嘉源绒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

2008年12月，经自治区经信委联合财政厅、科技

司”）始建于1995年，由宁夏灵武圣雪绒羊绒制品

厅、海关等六大厅局评审，认定为自治区级的企业

有限公司、宁夏立功纺织有限公司、灵武市嘉艺科

技术中心（宁经技术发[2008]455号文件）。2008年

技有限公司、北京绒典服装服饰有限公司、意大利

11月，依托嘉源绒业集团研发中心扩建宁夏回族自

玛克玛莉有限公司五个控股子公司组成，注册资本

治区羊绒制品检测重点实验室。2009年12月，宁夏

33000万元。集团公司位于灵武市羊绒工业园区，

科技厅批准宁夏嘉源绒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宁夏羊

占地330亩，总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集团公司是

绒研究院（宁科政字[2008]244号）。2011年11月集

一家集羊绒收购、检测、分梳、纺纱、精纺、半精

团荣获国家发展和改革创新能力建设授牌表彰，授

纺、绒条、面料、围巾、绒毯、羊绒衫及其他羊绒

予宁夏嘉源集团有限公司“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

服饰产品生产、研发为一体的大型羊绒制品进出口

室”牌匾，标志着嘉源绒业集团在科技创新方面为

贸易、民族用品生产等深加工企业。

宁夏羊绒行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目前集团公司拥有世界先进的联合分梳机30

集团公司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着力提高企

条，年生产无毛绒1500吨，进口精梳绒条设备四

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促进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

套，年生产能力800吨：精纺、半精纺6000锭，生

向导、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先后完

产能力280吨：粗纺设备9梳11纺，年生产羊绒衫

成国家、自治区重大产业技术创新项目7项、产学

150万件：粗纺面料设备36台套，年生产羊绒呢35

研联合开发项目6项，科研成果均达到国内先进水

万米，羊绒围巾100万条。现有员工3600人，工程

平，并全部实现了产业化，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

技术人员260人。

会效益。

集团技术中心是创新体系的核心和支撑集团健

2008年7月，集团公司接受了北京航协认证中

康发展的非盈利性研发结构，成立于2007年7月，

心全面细致的考察审核，顺利通过三个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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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公司还被国家科技部评为“国家级火炬项
目”、“高新技术企业”和全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
“定点生产企业”、国家“AAA级诚信企业”等荣
誉称号。2010年荣获“全国纺织和谐先进企业”，
被认定为自治区50家大型骨干企业之一。自主创新
的“绒典”品牌羊绒衫，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技
术监督局的“新产品批量投产质量鉴定”，被宁
夏回族自治区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评为“宁夏名
牌产品”，被自治区工商局认定为“宁夏著名商
标”，2011年5月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

重点实验室挂牌仪式

名商标”。自“绒典”品牌上市以来，产品销售
如虎添翼，在全国120个大中城市建立了200多个销
售网点，以引领时尚的设计风格、典雅精致的视觉
形象、奢华细腻的穿着体验，深受广大中高端消费
者的亲睐，创造了“中国服饰奢侈品牌营销的奇
迹”。2011年3月公司大力引进的德国一线女装品
牌“CY”隆重进驻北京银泰购物中心，成为嘉源
集团品牌化运作的又一有力支撑。
环保工作是国家造福子孙后代的民心工程，

技术人员正在进行新品研发

所以公司从建厂第一天，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把
环保列为工作的第一要务，每年拿出近有百万的经

多年来，公司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在企业

费，从职工的环保意识、环保绿化到污水的排放，

走向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同时，综合素质显著，因此

都能做到国家的要求，作为政协委员，董事长建议

先后荣获“优秀企业”、“先进工业企业”、全国

在在灵武羊绒产业园区建造污水处理厂，已被列为

“重合同，守信用”先进单位，被列为自治区重点

政协重要提案，目前园区污水处理厂已开工建设。

保护的30家非公有制骨干企业；2010年被评为“小

公司2008年接受北京航协认证中心评审，顺利通过

巨人企业”、2010年9月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评为

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2009年被自治区环保厅组织

“竞争力500强”企业。2011年被宁夏企业100强审

专家进行考察，通过了环境影响评价。

定发布委员会评为“首届宁夏企业100强”。2012

45

VIP Corner 会员天地

精纺车间

绒条车间

年1月被宁夏轻纺工业局评为“宁夏纺织十强企

论，不断加大与知名院校、科研机构的研发合作，

业”。

稳步推进科学管理、工艺研发、面料创新及生产工

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杨立功先生先后当选

艺标准流程建设进程。经过公司上下全体员工的共

为自治区、银川市、灵武市人大代表，区、市政协

同努力，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也已形成、科技创

委员，自治区工商联常委，灵武市工商联副会长，

新体系日趋完善、各项流程优化升级策略的运用极

被评为“优秀企业家”、“全国乡镇企业家”、全

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公司的盈利能力再上新

国“关爱员工优秀企业家”，宁夏2005年度十大经

台阶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济人物、“改革开放30年行业功勋奖”；2010年11

嘉源集团将坚持走“规模化生产、品牌化运

月被评为中国羊绒行业“十大领军人物”，2011年

作、国际化管理”的发展之路，以科技研发为动

在“消费与民生”3·15消费者权益日被宁夏回族

力，全面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以优化资源配置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

为手段，推进产品结构多元化建设，提升产业综合

八个部门联合评选为“2010年度诚信企业家”。

竞争力；以创建世界羊绒加工中心样板工厂为契

被中共银川市委员会、银川市人民政府评为“银

机，提高全球供应链管理水平；以品牌建设为龙

川市第二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荣

头，凝聚企业精神，促进企业文化发展，激发人才

誉称号”。

扎根企业、投身行业、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集团公司始终坚持科技引领企业发展的创新理

锐意进取的嘉源人，心怀“为世界编织梦想”

念，秉持“引进来、走出去”的发展思路，消化吸

的美好愿景，正在为创建世界一流羊绒企业而努力

收国际国内羊绒纺织行业的先进生产经验与管理理

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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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泓国际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德泓国际绒业股份有限公司雄踞于塞上名城银川

公司采用意大利高端羊绒精纺面料的工艺和技

市金凤区工业园区，系中外合资企业，注册资本2.8亿

术，引进意大利、德国、法国最先进的羊绒生产设

元，总投资7亿元，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现有员工

备466台，常年聘请意大利、韩国羊绒纺织专家常

800多人。主要经营各类绒、条、纱线、精粗纺羊绒

年驻场进行技术指导和品质管控，并结合国际流行

面料、服装及羊绒制品的生产和销售。

趋势进行产品设计和推介。

DEHONG INTERNATIONAL CASHMERE CO.,
LTD is a sino-foreign joint ventures and located in
Jinfeng Industry Garden , Yinchuan , which has a
registered capital of 280 million yuan, with a total
investment of 700 million.It covers an building area
of 120 thousand square meters and has more than
800 employees. The main business is focused on the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various kinds of dehaired
cashmere, tops, yarns, worsted and woolen cashmere
fabrics, clothing and other cashmere products.

DEHONG introduces the world class cashmere
technology and 466 advanced machines of Italy,
German and France. Experts from Italy and Korea also
be invited for technical guidance, products design and
promotion.

德泓高支羊绒精纺面料生产与开发项目2012年

精工细作

品类多样

优质原料

绿色养殖

品尚质优

国际尖端设备

天然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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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全部建成。该项目不仅填补了我国羊绒精纺面料

technology alteration project in 2009.

生产的空白，也标志着我国第一条羊绒从洗绒到梳
绒、染色、纺纱、织造、后整理全流程垂直生产线

德泓始终坚持着“强企富民、回报社会”的经

建成，大大提升了我国羊绒产品的竞争力。目前该

营理念，经过全体员工同心同德的拼搏努力，被商

项目已形成年产羊绒精纺面料120万米、羊绒纱线

务部评为企业诚信AAA和进出口示范单位；连续两

800吨产能。2009年被列入国家发改委重点产业振

年进入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发布的中国纺织服装企业

兴和技术改造支持项目。

竞争力500强；被自治区政府确定为自治区20户工

DEHONG started the project of producing and

业龙头企业之一；被自治区商务厅确定为自治区重

developing high count worsted cashmere fabrics and

点出口创汇企业；

completed it in the end of 2012.This project not only

DEHONG keeps the principle of "Creating powerful

fill the gaps in the production of worsted cashmere

enterprise could rich people and contribute to society",

fabric in China, but mark the first production line of all

through making great efforts with all staff, it identified

technological process with cashmere washing, combing,

as AAA Honest Company and key import and export

dyeing, spinning, weaving and finishing, which

demonstration unit by China Business Department; one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of the top 500 Chinese Textile Clothing Enterprises.

cashmere products. Now DEHONG yields 1.2 million

one of the leading industrial enterprise of autonomous

worsted cashmere fabric and 800 tons of cashmere

region by government; key export enterprise by

yarns. And this project also be listed in national key

business office;

公司宣传语：崇尚天然 融于自然
德厚存立身之本 泓深储万物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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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概况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是集原料收购、

保用品生产销售；供暖服务；房屋租赁。公司的经

生产加工、产品研发、国内外市场销售为一体的拥

营战略是做大做强矿业、做精做优纺织业、践行技

有羊绒、羊毛衫自主品牌的知名纺织企业；是我国

术引领、构筑资源优势、提升国内市场竞争力、实

羊绒纺织行业的龙头企业。2013年公司完成了重大

现科学发展。公司的质量方针是顾客第一、诚信为

资产重组，现在公司是一家拥有纺织业和矿业经营

本、持续改进、质量至胜。

的双主业集团化公司。

公司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最早批准的四家中外

公司经营涉及纺织、服装的生产和销售；从事

合资企业，成立于1981年。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

非配额许可证管理、非专营商品的收购出口专业，

限公司（前身为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以

并可以参加自产产品的出口配额招标；矿产品的

下简称“公司”）是1981年1月1日经中华人民共和

加工、销售；地质矿产技术服务咨询；环保技术开

国外资管理委员会外资审字[1980] 第5号文批准成

发；纺织机械及配件、纺织原料及辅料的销售；劳

立的有限责任公司，1994 年改组设立为新疆天山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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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是新疆第一家纺织企业上市公司，1998

优良矿业资产的机会，做大做强矿业产业，提升企
业价值。

年在深交所上市。1998年3月29日，经中国证券监

按照乌鲁木齐市政府“蓝天工程”的要求，

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根据《关于新疆天山毛纺织股

实施退城进园， 2014年公司稳步推进“天山纺织

份有限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发字

工业园”整体搬迁和运行工作，并与“白鲨针布”

[1998]37号），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在“天山纺织工业园”共同组建了“中国纺织工程

4,700万股，并于1998年5月19日在深交所上市。

学会全国纺织针布技术研发中心羊绒分梳技术研究

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2013年重组新建一个

站”。公司在天山纺织工业园实施搬迁改造、技术

矿业。2013年10月17日，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

升级，不仅增加了高效节能新型设备，为公司今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向新疆凯迪矿业投资股份有限

降低生产运行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而且

公司发行的69,359,578股、向青海雪驰科技技术有

为提升公司市场竞争能力奠定了基础。

限公司行的34,679,789股人民币普通A股股票，购买
新疆西拓矿业有限公司75%股权。

2015年公司在“体系整合、转型升级”的指
导思想推动下，成立了天山纺织事业部。在原有

2013年完成资产重组，通过优良资产的注入，

毛纺织业务基础上设立纺织事业部，并注册成立

实现了天山纺织的结构调整、资产调整和主业调

了“新疆天山纺织服装有限公司”承接母公司现

整，由单一的毛纺织业转变为矿业、毛纺织业双主

有纺织类资产、人员和业务，完成了纺织服装公

业模式经营的集团化公司。

司的组织架构调整，对职能和生产经营组织构架

重组后，公司按照“新规划、新战略、新目标

进行了整合。2015年5月4日，公司股票停牌，全

和新要求”做精做优毛纺织业，巩固现有国际国内

面启动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本次重组是公司深化

市场，扩大市场份额，使公司毛纺织业又快又好地

改革和转型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还在重大

发展。同时公司将积极获取新的探矿权，抓住收购

资产重组进行中。

品牌介绍
公司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中外合资企业，

量管理体系和ISO14000环境体系等国内认证工作，

天山品牌被评为“中国名牌”、“中国免检产品”

多次荣获国内外大奖及荣誉称号，是我国羊绒、羊

和“中国驰名商标”称号，先后通过了ISO9001质

毛行业的领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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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纺织业拥有内外销两个市场，现有三个自

真价实的产品品质和大众、亲和、典雅的形象气质。

主品牌 “SS” “GTS”、“天山”，分别定位于

“天山”品牌以二级市场商场、一二级市场店中店、

高中档市场以及大众消费群体，系列产品遍布国内

专卖店销售，终端遍布全国，现有200多家店铺。

20多个省市，销售终端及专柜200多个。

外销客户主要分布在美国、德国、瑞士、意大

“SS”天山时尚羊绒追求强烈的品牌个性，把

利、法国、日本、韩国及港澳地区。先后荣获西班

羊绒的经典、高贵与时尚、浪漫用独特和创新的方

牙国际纺织品与成衣质量金奖、国际贸易最佳称号

式融合并诠释出来，充分展示SS消费群的个性、价

奖、巴黎第十五届质量技术奖、瑞士国内羊绒衫产

值观和自信。“SS”品牌以一级市场A类终端分销

品质量评选第一名等荣誉称号，在行业中具有一定

为主，先后在乌鲁木齐、北京、哈尔滨、大连等地

的技术和质量优势。荣获“第十六届中国乌鲁木齐

开设店铺。

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最具竞争力商品奖”、“新疆

GTS天山羊绒，定位于高档次、高品味的羊绒

外商投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先进奖”、以及新疆维

服饰，把握经典与流行的结合，强调时尚元素与人

吾尔自治区“优秀外商投资企业”等荣誉，获得外

文环境的融合。选用优质百分之百纯正山羊绒，秉

商一致好评。公司每年对外出口各类羊绒衫、混纺

承简约时尚、含蓄经典的设计风格与纯真、卓越的

衫平均50万件。

品牌精髓。“GTS”品牌以一二级市场A、B类商场

公司从在国内最早引入粗纺羊绒针织产品，

专柜、购物中心店、专卖店销售为主，全国有100

到倡领中国羊绒新形象；从中国羊绒制造专家，到

多家店铺。

“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公司建立了系

“天山”以优雅、时尚、经典，突出针织工艺的
特点，以纯新羊毛为主要原料，体现自然、纯正、货

统的品牌管理体系，走出了一条由外延式发展向内
涵式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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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圣雪绒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圣雪绒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制品行销国内外两个市场，多年来产品出口到

1988年，注册资本5499.73万元，法定地址：宁

美国、日本和欧盟诸国等，并在缅甸设公司建

夏银川市金凤区新昌东路187号圣雪绒大厦十七

厂上羊绒针织衫实业项目，在法国、日本、加

层，法定代表人：侯羽乾。圣雪绒集团是一家

拿大设公司开圣雪绒品牌羊绒服饰连锁专卖

股份制企业，是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的工

店，产品内销在国内以直销和经销形式设立

贸一体化的企业集团，其主业为羊绒业，羊绒

了200多个网点。圣雪绒集团已通过ISO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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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14001和OHSAS18001体系认证，并拥有“圣

巾、羊绒大衣等。

雪绒”商标，圣雪绒品牌已获得“中国驰名

圣雪绒集团通过经营战略调整，主业更加

商标”、“中国名牌产品”、“中国出口名

突出，产权更加明晰，机制更加灵活，产品更

牌”、“宁夏著名商标”和“宁夏名牌产品”

具竞争力，企业组织结构更趋合理，资产质量得

等称号。

到大幅提升，有形资产得到了优化配置，无形资

圣雪绒集团拥有最先进的纺纱、电脑制衣

产得到不断提升，为企业持续、稳定、发展夯实

设备，已在银川、上海、西安、保定、缅甸建

了基础。公司竭诚为顾客和消费者提供满意产品

设生产加工基地，主要产品有“圣雪绒”品牌

和优质服务。

羊绒纱、羊绒衫、羊绒毯、羊绒披肩、羊绒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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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珍贝 缔造经典
湖州珍贝羊绒制品有限公

开始就十分注重产品的质量，身

的基础。珍贝坚持采用进口高价

司坐落于纺织业极其发达的江南

为董事长的邱金元先生更是身先

格、天然环保染料进行染色；并

名 镇 —— 织 里 ， 是 在 杭 嘉 湖 平

士卒，远赴新疆、内蒙古，坚持

设计、建立严格的废水处理设备

原一带投资较大、规模健全的民

亲自到牧民家中收购原料。收购

程序，进行严格的无公害处理，

营企业，公司产品以无毛绒、羊

的羊绒轻盈保暖、柔顺光滑，从

使得珍贝产品具备了“绿色、环

绒纱、羊绒衫、丝绒衫、真丝衫

而在源头上保证了珍贝产品的卓

保、健康”的高品质。

为主，是一家集洗绒、分梳、染

越品质。

色、纺纱、针织、销售为一体的

原绒清洗困难，对洗涤剂

珍贝的创新优势

要求极高。珍贝公司坚持使用进

公司先后被评为 “浙江省

口的天然植物洗涤剂，确保了原

百强科技企业”、“中国民营企

料健康，并引进高标准的设备好

业品牌最具竞争潜力100家”、

珍贝在开发羊绒衫时，有着

而技术进行原绒分梳，去除陈

“世界生产率自主创新中国百

无可比拟的产业链优势，从源头

杂，为生产优质产品打下了坚实

强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全能型毛纺织联合企业。

珍贝的品质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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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拥有“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丙烯腈合成纤维及喷丝原液制作

不但加强了品牌的终端管理，更

研发中心”，产品先后通过“中

方法”、“可机洗绢丝针织物及

有效激活了珍贝的品牌效应。

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ISO9001

其生产工艺”、“绢丝白厂丝复

迄今为止，珍贝的营销网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

合纱线及其针织物和其生产工

络已经有效地覆盖了北京、上海

理体系、GB/T28001职业健康安

艺”、“高伸长率羊绒纱线及其

等全国30多个省和直辖市，进驻

全管理体系认证，“珍贝”牌商

生产工艺”等6项国家发明专利

数百家大型商场。在国内市场占

标也被国家工商总局评为“驰名

及10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还积极

有率领先的基础上，珍贝将产品

商标”称号。

参与了相关行业标准（山羊绒分

远销美国、日本等国际，坚定不

级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针织

移地走上了国际化的品牌发展道

拼接服装）的起草修订工作。珍

路。科学的市场策略令产品的市

公司以高新技术为依托，

贝人深知，只有永不停步，才能

场份额与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不断开发羊绒生产新技术、新工

与时俱进，攀登新的高度。我们

风帆扬起，号角吹响。目

艺，持续推出新品种、新款式占

将不断努力，以过硬的质量和良

前，公司正处在转型与发展的

领市场，以满足各类消费者的个

好的售后服务，去占领更大的市

关键时期，一方面致力于打造国

性化需求。先后承担了省级优秀

场。

际化的珍贝品牌，一方面致力于

2014年珍贝牌羊绒上占同类
产品市场综合占有率第二位。

工业新产品、重点技术创新项目
和技改项目，主要有抗静电羊绒

珍贝的营销优势

公司发展的紧迫性越来越强。所
以，珍贝人深知：只有永不停

衫、粗梳可机洗羊绒衫、抗起球

在市场开拓方面，珍贝采取

步，才能与时俱进，攀登新的高

羊绒衫、负离子羊绒衫、牛奶蛋

一系列人性化措施，与各级经销

峰；只有依靠科技、依靠创新，

白纤维羊绒衫、新型高弹羊绒衫

商形成了良性的利益共同体，在

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把握主

等新型功能性羊绒织物及可机

事无巨细的支持和交流中，珍贝

动，处于领先地位。

洗羊绒衬衣、可机洗绢丝针织
衫、竹纤维T恤衫等10余种新产
品。其中开发的粗梳可机洗羊绒
衫，通过技术创新，成功取代
了传统可机洗羊绒衫所采用的
防缩处理工艺。经检测，其主要
技术指标均达到了日本同类产品
的标准。在新产品、新技术的开
发、研制中，公司重视知识产权
的开发和保护，对多项拥有自主
技术的主导产品进行专利申报，
现已获得“粗梳可机洗羊绒衫制
作工艺”、“一种负离子毛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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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市圣雪海羊绒有限公司
邯郸市圣雪海羊绒有限公司前身为1993年成

先后完成了原绒自动筛土机、自动喷水接绒装置、

立的肥乡县绒毛厂，从事山羊绒生产经营销售，

自动扒除毛渣梳绒机等6项实用新型专利。不断的

产品主要为出口，经过12年的积累与发展，公司

技术创新，使企业在羊绒加工技术方面，达到国际

由过去的小工厂变为有相当实力的中型企业。于

领先水平，羊绒纯度达97%以上，质量深得国际认

2006年2月成立邯郸市圣雪海羊绒有限公司，注册

可，产品畅销欧亚。

地为河北省肥乡县，固定资产3.6亿元，员工480
多人。占地155亩。主要业务由过去的山羊绒加
工、出口，扩展到集山羊绒、羊绒纱线及羊绒制
品的生产和销售的综合型上下游生产线。20多年
来，公司秉承“诚信为本，客户至上”的经营理
念，2010年被评为“中国羊绒行业百强企业十强
企业”，在2012年山羊绒出口额达到全国羊绒行
业第三名的佳绩，于2013年西藏羊绒原料资源加
工出口达到全区产量的70%。羊绒制品销售网点
不仅遍布国内50多个大中城市，而且远销欧美等
国，赢得了国内、国际市场的青睐，创造了良好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注重品牌建设，无形资产快速提升
品牌是企业招牌，品牌建设是企业由产品盈利
向价值盈利模式转型的必由之路。为实现“追求卓
越，品牌报国”之夙愿，公司于建厂伊始即开始自
主品牌建设之路，先后创立“圣雪海羊绒”、“圣
奈薇”及“水墨藏绒”等品牌。经过几年的持续耕
耘，各品牌知名度及价值快速提升。
2012年，公司与清华大学合作，特别研发了
文化创意品牌：“水墨藏绒”，这是圣雪海集团实
施“文化兴邦”品牌战略的核心战略品牌，她是把
经典的中国水墨画艺术与藏羊绒结合而形成的独具
风采的羊绒艺术精品。产品包括羊绒围巾、羊绒披

一、注重技术创新，以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发

肩、羊绒毯、羊绒内衣以及羊绒风衣等，取材于生

展的原动力

长在青藏高原的山羊绒，13世纪以来，虔诚的藏传

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圣雪海公

佛教信众视藏山羊为释迦摩尼佛的化身，且其材质

司采取各种激励措施，对机器设备不断进行技术改

轻盈剔透，柔顺光滑，每一根羊绒皆为空心，被称

造，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提高了成品率，使每吨

为会呼吸的羊绒，是世界公认的羊绒极品。水墨画

羊绒减少损失3--4万元。在羊绒分梳领域，阿富

与中国人的信念息息相关，融合的是东方美学与中

汗原绒销售不畅，因其麸皮难以清除，研究人员经

华文化的传统精神，“水墨藏绒”是把吴冠中和蔡

过反复试验，改良洗涤方法、改造机器设备，成功

志忠等大师的作品以水墨画的意境，以藏羊绒为载

解决这一国际羊绒分梳难题。科研人员潜心研究，

体制作而成的顶级艺术衍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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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志忠先生以通俗的语言和漫画的

很多的社会机构以及高等院校都表示欣赏

方式，巧妙地给予现代诠释，让当代人在

水墨藏绒产品，希望以多种多样的合作形

完全没有理解障碍的情境下，学习经典，

式参与到水墨藏绒的故事中来。

吸收智慧。吴冠中大师的画融会东西方文

2012年，“圣雪海羊绒”品牌获评河

化之美，是当代具有国际声誉的杰出中国

北省著名商标。2014年经权威机构评价，

绘画大师，是现代中国画的代表性画家。

“圣雪海羊绒”品牌价值2.14亿元 ，而

“水墨藏绒”，把藏绒产品做成了文化创

“水墨藏绒”品牌价值达7亿元。

意产业，开创了羊绒业的全新领域。“水
墨藏绒”把中国文化的水墨气质嫁接到了
世界极品藏绒之中， 是极具东方魅力的国
际尚品，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顶级羊
绒艺术品。

三、业绩荣誉
目前，公司年加工无毛山羊绒400吨，
生产羊绒纱线1000吨，羊绒制品50万件，
年产值4.8亿元，利税4000万元，年出口创
汇4000万美元。

水墨藏绒一直以来被视为邯郸市的

公司连续获得“中国羊绒行业百强

城市名片，在邯郸全市举行的外宣品大赛

企业十强企业” “中国羊绒行业综合实

上一举夺得一等奖，成为了邯郸市代表性

力二十强企业”、“中国羊绒行业最具市

的外宣品。在品牌的启发地西藏拉萨，打

场价值产品”殊荣，被评为中国羊绒行

造的品鉴会至今仍被拉萨工商界成功人士

业“AAA级信用企业”、 “AA+级信用

津津乐道。水墨藏绒在每年的行业会议上

客户”、“信用优良企业”、“纳税先

都被邀请做品牌示范发言，是行业推荐的

进单位”、“邯郸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品牌战略实施典范，也是清华大学的品牌

企业”、“河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创意和营销教学案例。2014年在香港开幕

业”、“河北省质量效益型企业”、“中

的世界羊绒峰会上，水墨藏绒作为中国唯

国纺织服装行业品牌价值50强企业”等光

一一家受邀参加演讲的企业，在全世界的

荣称号。多款产品被中国毛纺织协会评为

羊绒企业面前展现了中国民族品牌的风范

“精品”，被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评为“名

和品牌兴邦的理念，众多国际羊绒巨头对

牌产品”，2件商标被评为河北省著名商

水墨藏绒这一个新兴的中国羊绒品牌表示

标。2015年度，公司被评为全国工业品牌

出了浓厚的兴趣。水墨藏绒还和敦煌莫高

培育示范企业。总经理张帅奇被授予“中

窟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出品了世界上独一

国羊绒行业突出人物”、“河北省十大经

无二的高端旅游纪念羊绒披肩：飞天系

济人物”等称号，并当选为河北省第十二

列、千佛系列、佛禅系列，用中国独有的

届人大代表。

羊绒和水墨的符号还原了莫高窟内飞天的

“打造世界品牌，成就产业梦想”，

女神，佛经的深邃和佛光的普照，产品一

圣雪海正在为实现民族羊绒企业进入国际

上市就在佛禅文化圈内产生了轰动效应。

高端行列之路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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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和善羊绒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和善羊绒制品有限公司隶属于圣雪海

纺织纤维混纺纱线，适纺支数15NM-120NM。设

羊绒集团，位于河北省邯郸市肥乡经济开发区，

计年生产散纤维染色1000吨以上，生产纯绒及含

10公里交通圈内，涵盖邯郸机场、京珠高速、京

绒高档纱线1000吨以上。同时，通过检验检测中

广铁路、青兰高速、邯济铁路、309国道等，距

心的高水平配置及专业化、高素质实验室管理人

北京、郑州仅一个多小时高铁车程，交通十分便

员、专业检测技术队伍的打造，不断提升产品的

利。近年来公司致力于为全球服装品牌提供花式

科技含量，持续研发新产品，引导企业采用先进

纱线研发生产，在行业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赢

的标准组织生产，保证出厂成品符合国际标准，

得客户的广泛赞誉，曾先后荣获中国羊绒行业综

让客户对产品质量无后顾之忧，建立诚信经营、

合实力二十强企业，十二五期间最具市场价值产

满意服务的信任体系，积极促进产品升级和品牌

品等光荣称号。

价值的提升。

公司以诚信求发展，以品质求生存，以实

本公司将继续以团结合作、责任共担的团队精

力赢口碑。依靠Schlafhorst自动络筒机，Savio倍

神，珍惜机遇，谋求未来，勇于开拓，创新发展，

捻机，SSM并纱机等国内外先进设备，生产出羊

稳固开拓与国内外各大厂商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

毛、羊绒、棉、绢丝、麻、粘胶、莫代尔等各种

并在互惠互利中赢得信赖，共建品牌，携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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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精神：团结、进取、开拓、创新、求实、奉献。
企业战略：产品多元化，营销差异化，管理现代化。
经营理念：诚信立市，质量求生，顾客至上，管理出效。
管理理念：以人为本，科技创新，民主决策。
人才理念：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
团队理念：有团队的成功，才有个人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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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紫玉皮草制品制造有限公司
保定紫玉皮草制品制造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玉安

汇5000万美元，实现利税1.5亿元。

坐落于素有“中国皮毛之都”的河北

公司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规模不

省蠡县经济开发区，位于京、津、石

断壮大，多次被县、市、省评为农业

三角地带，大广高速留史出口附近，

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公司产品不断

交通便捷，物流畅达。公司成立于

更新，在追赶世界潮流同时，形成了

1998年，是以养殖、皮毛加工、服装

自己的以“紫玉”（PURPLE JADE）

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综合型企

为代表品牌的特色产品，通过了ISO

业，注册资金1亿元，占地面积2.8万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迅速占领国内市

平方米，现有总资产5.5亿元，固定资

场，远销欧美、中东、港澳台等国家

产9800万元，年生产水貂皮服装6万

和地区，深受客户青睐。公司现有员

件，销售收入6.5亿元，为国家出口创

工600余人，其中高技术工作人员150
名，引进了世界最先进的生产流水线
和技术，聘请了国内最优秀的人才。
公司以严谨科学的管理，优秀敬业的
员工队伍，世界一流的技术和设备，
不断积极进取，开拓创新。
公司将一如既往的坚持“以质量
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经营理念，
坚持“自强不息，永不言止”奋斗精
神，坚持与客户“精诚合作，互惠双
赢“的经营宗旨，不断为社会提供更
优秀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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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名门种貂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