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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佳丽

随着“新制造”浪潮的到来,
服装定制市场迎来了更大的机
遇。那么，传统服装企业要如何
适应定制时代？昨天上午，服装
业创业创新分享会举行，适应定
制时代的两条路子在专家的分享
中豁然开朗。

“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个性
化需求是服装产业发展的趋势。”
在浙江玛尼伯爵实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宁波杭州商会副会长谢国
荣看来，定制时代早已到来，全
国的定制服装行业存在巨大的发
展空间，而宁波作为红帮裁缝的
发源地，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
配套的服装产业基础，宁波服装
企业瓜分定制行业的“蛋糕”，可
谓天时地利人和。

谢国荣认为，红帮裁缝强调
的西服定制的一对一人性化服
务，在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大批量
成衣的今天，尚属凤毛麟角。宁
波服装企业可以传承红帮工艺，
坚守工匠信仰，同时深耕技术，
将科技创新融入西装定制中，用
专业细致的服务打开高端服装定
制市场。

然而，高端服装定制市场只
是个性化定制市场的小部分，宁

波服装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所
能生产的往往是平价的定制服
装，这一市场容量同样不可小
觑，但因为缺乏系统的了解而畏
惧技改投入，宁波中小服装企业
的转型需要一个助力。

“我曾经考察过宁波著名的针
织品集散市场爵溪，不到 32平方
公里的土地上聚集着 400 多家针
织企业，每天有成千上万的成品
滞留当地。这只是服装纺织行业
产能过剩的一个缩影。”宁波服装
协会智能化委员会主任、宁波创
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吕高
云说，泛纺织服装个性化定制受
到越来越多人的偏爱，中小企业
批量代工订单的生存状态会受到
越来越大的挑战。

在他看来，市场细分对于下
游工厂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多
品种、小批量的个性化订单能在
下游工厂生产过程中积累大量数
据，中小企业和订单之间缺的就
是一个“枢纽”，即中间件行业云
平台，实现客户需求到生产制造
的一站式供需对接。于是，宁波
纺织服装云平台应运而生，目前
已有 300 多家企业入驻。中小企
业可以通过“轻资产”模式，在
没有销售收入前零投入、无风险
推进转型升级。

服装企业如何适应定制时代？

记 者 殷 聪
通讯员 郁俏峰 储昭节

金秋十月，一年一度的霓裳盛
宴再次在甬城落下帷幕。短短 4天
内，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265家
企业、300 多个品牌闪亮登场；全
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国 20 多
个省、市、自治区的 1万余名境内
外专业客商和 70 余个重要贸易团
组到会洽谈、采购；500 余位专家

“华山论剑”，交流服装产业发展新
思维；逾 5万名普通市民在互动体
验中品味霓裳盛宴的独特魅力……

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如今的
宁波国际服装节已不再是单一的行
业交流体会、企业寻觅新机遇、市
民感知时尚潮流的舞台。通过这一
个与世界交流的窗口，宁波向世界
宣告着服装名城加速蝶变，迈向高
质量发展的决心与底气。

创新唤醒企业朝气

在市民不断追求个性化的当
下，宁波服装企业在传承与创新发
展中另有一番活力。在保留传统

“红帮裁缝”技艺的基础上，宁波
服装企业不断吸纳现代时尚元素，
逐鹿全球市场。本届服装节期间，
一批宁波服装企业再次亮出“绝
活”，让世界为之惊艳。

作为我市纺织服装行业的巨
头，雅戈尔经过 10 余年的技术研
发，成功实现麻纤维棉性化。用
这种新工艺制作的汉麻纤维，没
有麻制品的粗硬感和刺痒感，却
有着类似于棉的纤维长度和柔软
触感。作为麻类纤维中最柔软的
一 种 ， 它 能 和 棉 、 莫 代 尔 、 天
丝、毛等其他材料混纺，形成高
品质的汉麻混纺纱线。棉花自己
种 ， 汉 麻 自 己 造 ， 面 料 自 己 织

……除了养羊，雅戈尔已打通上
游原材料的多个重要环节，既确
保了成衣的品质，也为面料的研
发创新打下了坚实基础。

作为宁波纺织服装的后起之
秀，马威近年来对于面料的创新同
样惊艳。自去年推出的咖啡碳系列
服装以及凉感玉系列服装大卖后，
马威今年又推出了芳香系列以及茶
叶炭系列。利用茶叶的特性，制成
的服装不但透气、蓄热，还能促进
血液循环；利用从水果、鲜花中提
炼的香氛植物精油制成的服装在运
动或受热时能释放出淡淡的香气，
舒缓消费者的情绪……虽然明年才
能实现量产，但科技感满满的两款
服装已有不少拥趸。

慈星利用一体针织成型的飞织
技术，推出的袜子鞋实现了“智
造”与潮流 IP 的结合，首创的鞋
类无人F2C （厂商到消费者） 新零
售模式，为产品加速融入市场奠定
基础；苹果的智能服饰通过手机终
端即可控制衣服的温度，在面料中
加入石墨烯成分，还可确保实现恒
温……借力科技创新与材料创新，
一批高质量发展的服装企业在服装
节的舞台上振翅高飞，翱翔天际。

数字化改造再出效益

在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的当下，走在“智造”前沿的宁波
纺 织 服 装 企 业 也 变 得 越 来 越

“潮”。一批宁波服装企业巧用大数
据与智能制造，加速融入服装产业
发展新时代。

今年上半年，雅戈尔智能工厂
实现了“规模化”与“个性化”的
兼容，不仅大单生产周期从 45 天
缩短到 32 天，量体定制周期也由
原先的15个工作日缩短到5个工作
日，特殊情况下单件定制周期甚至

可缩短至2天。
在康赛妮，年产 1000 吨精品

羊绒纱线，总投资 5000 万美元，
建筑面积约 4.2 万平方米，计划全
新引进 10 条全自动化流水生产线
的羊绒纱线智能工厂项目正如火如
荼地建设中。按照计划，该项目将
在康赛妮现有高档毛纺纱线生产的
基础上，建设智能化生产线，并借
助互联网，实现全流程的个性化定
制。

借助智能制造加速转型的不只
有大型服装企业，在宁波，一批中
小型服装企业借力自动化改造，实
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小体量做出大
文章。进入 2018 年后，坐落于海
曙区石碶街道的伟楷服饰投入约
40 万元引进了两条代表行业最高
水平的吊挂生产流水线，进一步加
快了设备更新换代的步伐。虽然占
地面积只有 2.4 亩，但伟楷服饰的
厂房已成功“吃下”6 条流水线，
每天创造产值约60万元。

“如今，智能制造成为服装生
产企业转型升级必须面对的课题。
加快推广智能制造模式，是服装产
业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
要求。”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说，
去年以来，我市以规上企业为重
点，实施了智能制造基础诊断和智
能化改造两个全覆盖。按照计划，
我市将继续引导、鼓励企业加快升
级改造，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
高质量发展。

“互联网+定制”引领
行业风口

点击按钮，“私人裁缝”第一
时间上门量体；上传信息，专属衬
衫几个工作日后就能送到你的身
边。技术进步和消费升级正推动服

装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时代的加快到
来。预计到 2020 年，我国私人定
制服装市场规模将达2000亿元。

面对巨大的市场蛋糕，勇立潮
头的宁波企业早已洞察先机，率先
起步，掘进“互联网+定制”新蓝
海 。 自 2016 年 推 出 “MAYOR”
品牌以来，雅戈尔个性化定制品牌
已在业内风生水起。统计数据显
示，去年，“MAYOR”的销售额
突破2.5亿元，预计今年至少有4.5
亿元。近期，雅戈尔又一定制品牌

“CEO”投入试运营。按照计划，
主打衬衫线上定制的“CEO”将
于今年“双十一”期间在天猫、京
东等平台上推广。

从事羊绒衫私人定制 20 余年
的旦可韵，在新环境下同样动作频
频。今年 7月，随着企业智能化生
产线的投用，旦可韵成功实现了

“互联网+服装定制”。用大数据、
智能制造打通生产、销售的旦可
韵，定制一件羊绒衫的时间已从原
先的一周缩短至8小时。

如今，旦可韵实现了柔性生产
线与大数据的融合，产能与以往相
比提高了50%以上。在满足消费者
个性化需求的同时，通过大数据积
累下来的消费者资料，也将为企业
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打下基础。今
年 6 月，旦可韵还成功牵手台湾

“针织女王”潘怡良，逐步从传统
的羊绒衫向礼服等个性化定制加速
转变。

“除了雅戈尔与旦可韵，慈
星、法涵诗、爱伊美、拇指衣橱等
宁波企业也在个性化定制的道路
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路。
一批中小服装制造业企业同样凭借
着各类‘互联网+服装定制’平
台，闯出了一片新的天地。”宁波
服装协会会长胡纲高说，通过革故
鼎新，一批甬企已站在行业风口，
抢占“互联网+”发展新蓝海。

自主研发更新 智能改造更广 转型步伐更快

宁波服装产业加速蝶变
——写在第二十二届宁波国际服装节闭幕之际

记者 张昊

小窗口展示大文明。一句问
候、一个笑脸、一杯热水，亲切的
态度、高效的服务，让宁波的窗口
服务单位真正“亮”起来，处处洋
溢时代的文明新风。

去年以来，宁波市以公共服务
窗口文明创建活动为着力点，推进
政务服务窗口文明单位“最多跑一
次”改革再深化，政府职能转变和
精神文明建设同步发力、同频共
振，打造“审批事项更少、服务环
境更优、服务效率更高”的服务环
境，推动文明单位创建水平与服务
群众水平相辅相成、同步提升。

标准争“先”：改革基
础更实了

通过视频进行电子化网上申报，
远距离事前咨询沟通并审核材料。只
需携带资料原件到窗口，当天即可办
完手续——宁海行政服务中心今年
创新推出的视频工作站远程审批模
式，让俄罗斯商人谢苗连连点赞。

“得知企业商事登记只用了一
天，很多俄罗斯企业觉得宁波办事
效率高，投资环境好，都想过来看
看。”这家俄资企业中方负责人
说。“最多跑一次”走出国门，赢
得国际上的好口碑。

围绕为民惠民，我市政务服务
窗口单位率先在全省推行行政审批
标准化改革，依法编制发布多批次
单个事项行政审批标准，累计 564
个事项、1028个子项。同时以整体
角度，将多部门、多环节的事项依
法梳理、整合、再造，率先编制

“一事联办”标准111个。
出生、就学、就业、退休、去

世……围绕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
我市贴心地为市民编制了 《民生事
务一本通》，将分散在人社、民
政、公安、不动产等 10 余个部门
的 259 项审批服务事项进行整合，
让每个人明明白白。

办事争“通”：办事效
率更高了

在余姚子陵路警医邮服务站，

市民闻女士通过警医邮系统，录入
身高、视力等信息，经医疗机构远
程审核，交警部门为她办结了换领
驾驶证的全部手续。“从子陵路驱
车去余姚车管所要 20 多分钟，现
在家门口就能办理，方便多了。”

政务服务改进一小步，便民惠
民迈出一大步。我市政务服务窗口
单位充分利用银行、邮政、4S汽车
销售等各类商业网点和社会力量，
采取委托办理的方式，代办营业执
照、汽车号牌登记、驾驶证、公积
金等民生热点事项。同时在全市各
级行政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等布
局 200 个自助服务点近 500 台自助
服务终端机，力争明年底形成市、
区县 （市）、乡镇 （街道）、村 （社
区） 四级自助服务体系，打造 24
小时不打烊的政务服务窗口。

围绕信息通、事项通、网点
通、终端通，我市积极推进数据全

市共享，打通系统、部门、层级间
审批数据流，促进部门间信息共
享。目前，已实现与 27 个省级部
门 47 套自建系统、19 个市级部门
30套自建系统的对接。

服务争“质”：群众体
验更好了

“ 我 要 把 档 案 从 杭 州 迁 到 鄞
州，在哪里下载专业及管理人员流
动登记表”“嵩江路上一个窨井盖
缺失，哪个部门来修理一下”……
如今，上到政府政策、公共事务，
下到家长里短、民生百事，鄞州区
公共事务受理中心接线员人均即问
即答率高达 92%，单个进线的平均
接线 5分钟即可完成答复，群众问
政得到回应的速度大大提升。

服务周到细致、优质高效是推
进文明单位创建的重要考量。宁波

政务服务窗口单位强化事前咨询服
务、事中特色服务、事后保障服
务，实现文明政务全过程、全环
节、全方位覆盖。宁波政务服务窗
口单位构建以 12345 热线和浙江政
务服务网为主体，各中心各部门现
场、视频、电话、书面为补充的网
上网下、综合和专业相结合的政务
咨询服务体系，力争实现办事咨询

“最多问一次”。
我市还健全重大项目联审联办

代办制度，巩固午间服务、节假日
预约服务、绿色通道服务制度，累
计服务重大项目 1826 个，为近万
人次提供午间服务和节假日预约服
务，最大限度利企便民。

管理争“强”：平台现
场更美了

电话、电脑、印章等摆放要有

固定位置，确保办公用品、私人物
品摆放有序；会议室管理标准、物
品领用流程标准制成图片作为标准
对照样本，使物品空间状态、操作
流程一目了然……

今年 7 月，由宁波市行政服务
中心牵头起草的 《政务服务中心服
务现场管理规范》国家标准正式实
施，宁波政务服务现场管理经验由
此推向全国。该标准吸收和借鉴了
企业 6S 的现场管理制度、标准与
方法，对人员服务、空间、秩序、
物品、设施设备、文档及监督考核
评价等面向公众的各个要素进行了

全面规范。
用文明初心勾线，管理匠心

施彩，宁波全力打造“最多跑一
次”改革主阵地、主平台，彰显
新时代文明窗口之美。宁波政务
服 务 窗 口 单 位 不 断 完 善 日 常 取
号、等候和办理秩序制度办法，
切实增强企业群众文明等候、文
明排队意识，推动文明有序办事
秩序的形成。同时通过加强空间
功能、区域管理，加强空间清洁
管理，不断提升政务服务环境的
整洁度、美观度和办事群众的舒
适感和安全感。

素质争“优”：窗口服
务更好了

如何在接待群众时说好第一句
话、做好第一个仪态举止？今年10
月，北仑区行政服务中心利用午休
时间持续对窗口人员开展“小班
化”服务礼仪培训，由具备礼仪讲
师资质的工作人员深入浅出地讲解
文明礼仪规范，使窗口工作人员养
成举止文雅、知礼重仪、尊重他人
的文明服务习惯。

提升服务人员的素质是创建文
明单位的重中之重，也是深化“最
多跑一次”改革的保障。宁波政务
服务窗口单位坚持把服务人员文明
素质提升与“最多跑一次”改革相
结合，不断彰显新时代窗口政务服
务文明。

我市修订了全市窗口工作人员
管理标准，重点规范工作人员的仪
容仪表、行为举止、服务用语等，
特别是抓好窗口空闲时起立迎候服
务对象、来有迎声去有送声、亮牌
上岗等点滴文明行为。此外还扎实
开展“十佳标兵”“示范窗口”等
评选活动，进一步巩固壮大志愿者
队伍，积极开展“温暖中心”“文
明中心”志愿者品牌服务活动，传
递人文温度，传播文明风尚。

文明窗口：串起“最多跑一次”最美风景

在江北区行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为市民服务。 （崔引 摄）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学院在本届服装节期间带来服装
走秀——“近距离”作品秀。 （徐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