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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校服，你的第

一印象是什么？绝大多
数的80后、90后首先想
到的是“丑”——宽松、
肥大、毫无美感的运动
衫，伴随着这代人度过
花季雨季；而 60后、70
后，作为学生的家长，更
多考虑的是“安全”。

把 “ 安 全 ” 与

“美”相结合，宁波金
鸟服饰抓住中国校服痛
点，在服装款式设计方
面，坚持独特的版式风
格，造型线条贴合人体
曲线设计，大大提升穿
着舒适度，2015年获得

“2015年最美校服”称
号，实现了传统服饰到
特定制服行业的转型。

“金鸟服饰不像传
统服装企业，我们没有
实体店，在宁波只有一
家线下体验店，家长带
着孩子试完大小，扫一
扫二维码，线上下单，
第二天快递就送到家
了。”金鸟服饰的总经
理屠友明介绍道。

互联网时代，是指

尖上的生活，这并不意
味着完全取代线下。屠
友明说：“线下店，主
要用来体验。这体验并
不是简单地试试衣服，
孩子试衣服时，家长可
在一旁喝个咖啡、小憩
一会，将体验服务做到
极致，也可为品牌加分
不少。”

宁波大榭开发区天山缸
套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化
制造企业。创建于1992年，
注册资金500万元。公司占
地面积12000平方米，现有
各种先进机械设备 100 余
台，是专业生产缸体的企
业。公司以专业化程度较
高，技术力量雄厚，制造工艺
先进，质量上乘而驰名市场，
产品畅销全国各地。

天山缸套公司从最初艰
难的条件下走到今天，能够
取得这样的成绩得益于在发
展过程中，始终坚持了诚信、
依法、规范经营。公司秉承

“质量第一、诚信至上”的原
则，以持续发展为主题，以提
高效益为核心，以安全生产
为基础，主动适应市场的变
化，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
绩。多次被北仑区政府及大
榭管委会评为骨干企业。
2003年及2007年被开发区
党委群工作部及宁波工商局
大榭分局评为诚信私营企
业，2007年被宁波资信评估
委员会评为企业资信等级
AAA 级。2010 年及 2013
年被浙江工商行政管理局评
为守合同重信用单位。这一
个个荣誉都是对天山人不断
努力进取、诚实守信最好的
表彰。

诚信为本 注重创新

1、公司注重科学管理，
严格按照现代化制度规范公
司经营。不断改进生产工
艺，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
质量，建立了严格的产品检
验制度，并于2004年通过了
ISO9001质量认证体系。2、
严格履行合作单位的合同。
不管与配套单位还是供应
商，天山公司都严格按照合
同来办事。宁愿自己吃亏，
也不愿让公司在诚信上蒙受
损失。曾经受顾客委托整体
采购配件，由于前期和供应
商是口头约定价格，所以按
照约定价格报价给客户，但
是下订单的时候由于对方领
导以外贸内贸客户价格有别
为由坚决提价，造成了一定
程度的亏损，但是为了履行
和客户原有的约定，公司毅
然承担了这一批的损失，也
赢得了客户的信任，该客户
也成了公司长期的一个合作
伙伴。

以人为本 积极创新

1、公司有健全的用人

规章制度，新招员工必须签
订劳动合同，公司为其缴纳
社保。安排或者协助员工
安家落户，并给予适当补
贴，使其能够安心工作。前
几年由于四川、安徽籍员工
返乡潮，造成了一段时间工
人紧缺，而很多云南籍员工
大多是第一次出来打工，人
生地不熟，公司领导、车间
主任等在下班或者休息时
间积极帮他们寻找合适的
房源，有些甚至主动帮困难
员工垫付房费，解除了员工
的后顾之忧，公司也得到了
员工的首肯，所以几年来除
了员工因为工作原因离职
的较少。2、积极鼓励员工
创新，对于有效建议，如若
被公司采纳给予一定的奖
励，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员工对于创新的积极性，也
为公司创造了经济效益。
3、发挥工会作用，关怀企业
员工，尤其是困难员工，在
生活上公司会给予适当照
顾。每年过年过节，公司都
会对困难员工发放生活物
资及困难慰问金。工会还
开展结对帮扶活动，对困难
员工进行帮扶。这些活动
的开展也使员工心怀感恩，
在工作上更加努力上进。

履行社会责任

公司社会责任是公司品
牌的一部分。公司只有对自
身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有清
醒、客观、全面的认识，并切
实地去履行和承担才能够实
现良性的发展。1、公司坚持
依法足额纳税。2、高度关注
节约资源，坚持可持续发展，
积极开展清洁生产。公司在
去年积极开展清洁生活，请
来专家指导，对公司某些不
合理的安排进行了纠正改
进，例如，镗床单轴改双轴，
压铸机的伺服改造，化铝炉
的改造，中频炉的改造以及
全面推行LED，一系列的改
造使能源使用效率能到了
极大的提供，生产环境也得
到了改善。3、积极承担保
护职工健康和确保职工待
遇的责任。定期为员工安
排免费体检。

总之，一直以来公司在
对外经济活动中坚持诚信不
欺、言而有信、以诚待客、兑
现承诺的市场经营准则。公
司在经济低潮期采取稳固市
场份额，降低产品成本，提升
产品品质的方针，为顾客提
供更优质的服务。另外，公
司将在“质量第一、诚信至
上”经营理念的指引下，稳步
发展壮大公司，承担更多社
会责任，为社会做出更多贡
献。

通讯员 陈琼梅

互联网时代传统服装企业转型出路在哪？

线下定制+极致体验
红帮裁缝的底蕴，让“服装”成为宁波的一张城市名片。但随着人工成本、原材料价格等因素的上涨，薄

利多销的红利消退，传统服装贴牌、代加工企业如履薄冰，如何转型成了各大服装企业的重要课题。
3月7日，由市市场监管局、市教育局支持，市民企协会、市校企合作平台发起组织的《周二沙龙》

组织宁波市服装企业负责人、银行业界人士、猎头公司代表等考察了宁波服装企业——宁波金鸟服饰，共
同探讨“传统服饰到特定行业制服转型”。

线下体验线上下单 做中国“最美校服”

目前，无论服装企
业大小都面临着转型之
痛。“我们公司规模比
较小，主要为团队及个
人进行量身定制，但现
在也要转型。”宁波中
正服饰总经理章海尧介
绍说。

转型的方式有多
种 ， 比 如 建 立 “ 品
牌”。相比传统服装企
业，“品牌”服装一个
很大的区别就是人员。
沙龙上宁波领袖服饰董
事长王明芳问起金鸟的
员工人数，屠友明说：

“我们应该比在座各位
企业的员工都少。”金鸟
董事长詹行锋把企业定
位为“只做品牌，不抓生
产”，也就是说金鸟服饰
推行人才高效能路线，
借助系统提升人均产
能，而不是简单的人海
密集战术。

“品牌与生产是两
条完全不同的线：做品
牌，讲究的是设计，需
要及时顺应时尚潮流，
首先要求的是快、跳
跃；其次，对资金、服
务也都要求极高。相

反，抓生产则需要在这
行不断做精、做深。”
屠友明解释说，“这个
世上只有极少数的人能
同时做好品牌与生产。
我觉得企业如果要转
型，在了解自身优势以
后，要壮士断腕，才能
轻装上阵。”

对企业来说，“做
减法”是个痛苦的过
程，“我们有自己的加
工厂，这两年为了转型
也是痛苦的——老客户
比较稳定，每年利润虽
少但也可观；现在行情

逼着要转型，可做品牌
也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成
的。”宁波冰水服饰的
总经理李燕感慨道。

“我们参考的重要
指标是‘人均产能’。
50个人产出2个亿，与
2000个人产出2个亿，
价值完全不一样。”屠
友明是位职业经理人，
在出任金鸟服饰总经理
前也为多家企业担任过
顾问，他深知“断腕”
之痛，但是很多企业在
断腕之后，“一身轻
松”，从而更好地成长。

做品牌，还是抓生产？服装企业需做取舍

做服装，传统思维
认识里，最常挂在嘴边
的就是“质量”。但此
次在金鸟，听到最多的
却是“文化”一词。“大家
不要觉得谈‘文化’很
虚，文化能很好地体现
在产品质量上。有的企
业为了争取订单，在样
品上花了大力气，但真
正生产时偷工减料，这
也是种‘文化’。”诚如
屠友明所言，一家时

刻提醒自己“诚信”
“良知”的企业，产品
质量也不会差，见微
知著。

随着95后开始步入
职场，企业文化对吸引
人才同样越来越重要。

“70后关注工资，80后
注重工资、上升空间，
现在90后面试首先问：
有没有Wi-Fi，公司好
不好玩…”屠友明说，

“90 后更注重归属感，

包容的文化才能发挥他
们的才能。”

给年轻人更多的机
会，企业或许会得到更
多的活力。作为宁波服
装业的代表之一，太平
鸟董事长张江平用人就
十分“大胆”，就拿他
们的“风尚男装”来
说，据悉该负责人1982
年出生，如今已执掌8
年之久，也就是说在他
28岁左右就成了“一把

手”。“对企业来说能力
比资历更重要，管理岗
位竞聘，用更开放的态
度为年轻人创造更多的
机会。”屠友明说。

长江后浪推前浪，
每家企业都卧虎藏龙，
用公司的格局、文化吸
引优秀人才、用好他们
的才能，为公司创造更
大的价值。

通讯员 陈微
叶建平 文/摄

好的文化不仅能留住人才，更能保证产品质量

《周二沙龙》结束后，大家在金鸟服饰样品陈列室参观并合影。

诚信为本 以人为本
——天山缸套有限公司发展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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