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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中国服装行业
百强榜公布
宁波 9 家服装企业上榜
雅戈尔位列
“亚军”

“产品销售收入”
上榜门槛是 6.5 亿元

前 10 名企业的产品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保持增
长，同比分别增长 14.56%和 14.24%；第 11 名至
第 50 名企业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35%，而
利润总额增速达 21.42%，高于产品销售收入增
速 11.06 个百分点；第 51 名至第 100 名企业产品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8%，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4.49%，
高于产品销售收入增速 7.61 个百分点。

前十中宁波企业占三席
在最具重量级的“产品销售收入”榜单中，宁
波有 3 家服装企业位列前十强。其中雅戈尔集
团位列“榜眼”，杉杉控股和太平鸟集团则分列第
四和第八位。
此外，上榜“产品销售收入”百强榜的宁波企
业还包括：罗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列第 17
位；狮丹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列第 22 位；宁
波博洋服饰集团有限公司，位列第 36 位；宁波培
罗成集团有限公司，位列第 54 位；洛兹集团有限

公司位列第 57 位；浙江爱伊美服装有限公司，位
列第 81 位。
在“利润总额”和“销售利润率”这两个服装
百强企业榜单上，宁波企业的排名位次各有变
化。如在“利润总额”百强企业榜单上，雅戈尔仍
位居第二位，杉杉控股位列第五，之后就是罗蒙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列第 16 位，太平鸟集团在
这个榜单上位列第 22 位。其他几家企业也都上
榜，不过位次有所变化。

榜单凸显宁波服装企业后继乏力的隐忧
一年一度的中国服装行业百强榜单，是行业
发展的“年度成绩单”，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宁波
服装企业发展的“晴雨表”。此次榜单透露出什
么信息？
“从 2017 年的百强榜单看，上榜的宁波企业
没有太大变化，一些知名的品牌表现相对稳健。”
宁波市服装协会秘书长毛屹华介绍，除了雅戈尔
牢牢占据榜单前三位置外，宁波的太平鸟、博洋
这两家企业也表现不错，近年来排位有所攀升。
太平鸟一直注重自主品牌的培育，走品牌多元化
发展之路，企业上市之后则表现得更加抢眼。
此次百强榜单上，浙江有 30 家企业上榜，宁
波作为服装大市数量在省内没有超过 1/3，这是
为什么？毛秘书长分析，由于服装企业百强榜是
根据服装自有品牌的销售额和利润率来排行的，
而宁波有不少服装企业虽然产值和规模在全国

国家统计局发布
6 月份 70 城房价指数
宁波房价同比环比均有所上涨

本报讯(首席记者 孙美星) 昨天，国家统计局发
布了 6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
况。数据显示，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方面，有
63 座城市环比上涨，其中宁波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
上涨 4.2%、环比上涨 0.3%。
数据显示，从同比看，6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中，4
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持平，二手住宅销
售价格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 0.1%。31 个二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分别上涨 6.3%和
4.6%，涨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0.9 和 0.2 个百分点。35 个
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分别上
涨 6.0%和 4.3%，
涨幅均与上月相同。
从环比看，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上涨
0.6%，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
商 品 住 宅 和 二 手 住 宅 销 售 价 格 分 别 上 涨 1.2% 和
0.7%。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分别上涨 0.7%和 0.6%。
6 月，宁波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的环比和同比均有
所上涨，不过涨幅比 5 月有所收窄，环比和同比涨幅分
别为 0.3%和 4.2%。从新建商品住宅的面积来看，90
平方米及以下的住宅价格指数环比和 5 月相比持平，
同比涨幅为 5.4%；90-144 平方米的住宅价格环比上
涨 0.3%，同比上涨 4.3%；144 平方米以上的新建商品
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7%。
统计数据显示，上月宁波二手住宅价格涨幅超过
了新建商品住宅，环比上涨 0.4%，同比上涨达 5.8%。
其中，面积在 90 平方米及以下的二手房源价格，环比
上涨 0.4%、同比上涨 6.1%；面积在 90-144 平方米的，
环比上涨 0.4%、同比上涨 6.0%；面积超过 144 平方米
的，
环比上涨 0.5%、同比上涨 5.2%。

中国服装协会近日发布“2017 年服装
行业百强企业”名单。该名单针对企业“产
品销售收入”
“ 利润总额”和“销售利润率”
三项指标进行排序，宁波共有 9 家服装企业
上榜。其中雅戈尔在“产品销售收入”和
“利润总额”两项指标的百强榜单上，都位
列第二位。

2017 年中国服装行业百强企业榜单上，全
国共有 131 家企业榜上有名，其中浙江有 30 家
企业上榜，成为百强企业上榜数排第二的省份，
仅次于江苏的 35 家。
从整体来看，2017 年中国服装行业“产品销
售 收 入 ”百 强 企 业 合 计 实 现 产 品 销 售 收 入
6572.93 亿元，同比增长 12.53%，占规模以上企
业产品销售收入的 30.01%，比 2016 年提高 5.26
个百分点；
“利润总额”百强企业合计实现利润总
额 517.90 亿元，同比增长 16.71%，占规模以上企
业利润总额的 40.98%，比 2016 年提高 8.46 个百
分点；
“销售利润率”百强企业平均销售利润率达
11.16%，比 2016 年提高 0.02 个百分点，比规模
以上企业平均销售利润率高出 5.39 个百分点。
从具体指标来看，2017 年“产品销售收入”
百强企业指标全部超过 6.5 亿元，比 2016 年提高
8.2%；
“ 利润总额”百强企业指标全部超过 3000
万元，比 2016 年提高 12.16%。与此同时，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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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列前茅，但因为是以做外贸出口为主，所以此
次没有上榜。
如宁波的申洲集团，虽然申洲近年来推出
了自主品牌马威，但百强榜的统计不是以企业
的总销售额，而是以品牌的总销售额来算的，
因此没能上榜。此外，宁波还有不少只做外贸
的服装企业，因为没有自主品牌，因此同样没
有纳入榜单。
“从百强榜榜单看，近年来宁波上榜企业虽
然名次上有所升降，但上榜企业数量总体变化不
大。从 2010 年以来，连续多年宁波都没有新品
牌上榜。”毛屹华认为，宁波服装新品牌崛起得太
少，这也反映出宁波服装企业发展后继乏力的隐
忧，要想擦亮“服装之都”这块金字招牌，未来还
要在服装人才培养和品牌培育方面下功夫。
首席记者 孙美星

6000 多艘渔船安装了
船舶动态监管系统
本报讯（记者 毛雷君 实习生 余快 通讯员 侯
馨雯）“目前正处于台风高发期和休渔期，用了这个
系统，可以更好地监管渔船的动态，更好地保障渔民
的安全。”昨天，中电科（宁波）海洋电子研究院有限公
司的市场营销总将陈江平告诉记者。
“我们新开发的船舶动态监管系统主要包括船载
监管终端、船员电子省份证读取系统和系统控制软件
三大部分。”陈江平告诉记者，他们的监管终端采用太
阳能板光伏自供电系统，独立于船舶的电路系统，并
且采用远程电子锁的方式锁定，具有防拆功能，在全
国属于首创。据悉，该系统自从 2016 年研发以来，每
年进行更新换代，目前已经到了第三代。
“现在我们国
家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导航系统，这个系统都采
用了 GPS 和北斗的双系统导航。”据了解，之前渔船
上也会安装类似的海上定位系统，但是之前的系统都
是和船体的总体供电系统相连接，一旦关闭就会无法
定位和跟踪。
陈江平表示，这套系统在全国首次把海上定位和
船员进出港电子登记系统结合起来，一方面地能够更
好地确认船上实际的作业人员，另一方面在伏季休渔
期间能够防止偷开渔船出去作业。休渔期间，一旦渔
船有移动，超过一定速度后台就会自动报警。这个系
统还有个自动报警功能，一旦发生渔船倾覆或者沉没
的情况，装载桅杆上的传感器会通过进水压力释放器
自动脱离船体，上浮到海面上，通过光电方式进行自
动报警。之前的系统，数据只能通过公网进行传送，
如果网络信号不好，只能先储存，等到信号条件好了
再发送。而现在新的系统可以通过北斗系统和光伏
自供电系统，进行全天候的实时信号传输，大大增强
了渔船定位的精确性和及时性。
记者了解到，目前这套系统采用是政府采购的方
式，免费发放和安装，并不会增加渔民的经济负担。
而且所有后台信息都集中在浙江省海洋渔业局的中
心平台上，可以对所有装有该系统的渔船实行 24 小时
的不间断监控。目前，宁波、舟山、嘉兴、台州、温州等
地已经有 6000 多艘渔船安装了该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