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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国内服装企业亏损比例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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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纺织业破产潮看中国涤纶产业发展

中游织造和终端服装制造处于产能迁徙期

中游织造产能正从中国江浙一带往中国中部迁徙，服装制

造企业持续从中国迁徙至东南亚。

两者迁徙的区别在于中游织造产能因中国环保政策加强

而被迫限产甚至倒闭，但织机企业迁徙后，全国产能依旧增

加。2017年起江浙一带针对喷水织机带来的废水污染进行专项

整治。但大量织机淘汰后，相应产品立刻出现销售紧缺。而在

江浙原地新增产能审批艰难，自此，不断有织机企业向华中地

区转移产能，例如安徽、湖南、湖北、江西等地。与此同时，根据

市场人士估算，各地新园区新增织机量可达约20万台，而环保

最严的吴江地区的淘汰指标仅为10万台左右。预计未来1年内，

当目前处于迁徙过程的织机投产后，全国织机数量依然增加。

中国服装制造业产能持续向东南亚地区迁徙，主要原因是

亚洲纺织产业链重新分工，中国服装制造规模萎缩。受国内环

保成本和人工成本提高，以及消费国对中国成衣关税提高影

响，自2012年起，中国服装业就开始逐渐向越南、缅甸、柬埔

寨、印尼等东南亚地区转移。与此同时，2018年发生中美贸易

战，美国恰恰是中国服装出口重要目的地，占中国服装产品总额

的17%，故2018服装行业亏损企业数量增多、企业数量减少，

也是情理之中。

既然中国成衣制造向东南亚转移，为何中国中游织造依

旧扩大产能呢？安迅思认为，这是亚洲纺织产业链再分工的结

果。通过海关数据可以看到，中国服装出口近3年持续减少，而

织物及原料出口却有所增长。由此判断，未来亚洲纺织产业链

将分工于东南亚和中国。最终形成中国生产纺织原料，向国内和

东南亚提供原料生产终端服装的产业格局。预计将来中国虽然

依旧是服装出口大国，但是出口量将持续减少，被东南亚取代，

但中国纺织原料出口将逐年增长。

自2017年起，中国纺织以及纤维产业破产清算、设备拍卖信息不绝于耳，例如“重磅内幕：吴江巨诚系20家纺织企

业破产案”、“大洗牌！萧山6家化纤企业遭破产清算！”等类似新闻都可在网上轻易看到。总体而言，从聚酯、棉花等

原料端到纺线织布、成衣制造中下游端，全产业链都有较多破产消息。此类信息导致市场人士不禁担忧中国纺织产业

链的未来。但是从市场规模来看，服装行业依然处于扩张期。中国人均衣着消费支出在近20年持续增长。义乌小商品

服装服饰景气指数显示，自2014年末起，中国服装业已经走出低谷，近几年一直处于景气周期。在市场规模不断扩张

的情况下，为何还有大量企业不断退出？

人均衣着年消费额（元） 同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人均衣着年消费额逐年上升

0%

4%

8%

12%

16%

20%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2018201720162015201420132012201120102009

服装行业近4年仍处于景气周期

2011年1月 2019年1月
500

800

1,100

1,400

义乌小商品服装景气指数

数据来源：义乌市政府



© 2019 睿也德资讯（上海）有限公司（“睿也德”）。此刊物仅供参考，睿也德不对任何基于本刊物做出的决策承担责任。

棉纺织企业数量逐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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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起棉花与涤纶表需走势背离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2017201620152014201320122011201020092008
0

300

600

900

1,200

1,500

棉花表观需求（万吨）/（右轴）

涤纶表观需求（万吨）

数据来源：安迅思供需数据、国家统计局

中国服装出口从2015年开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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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装原料出口近2年逐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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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对于纺织中下游产业链，中游织造因为环保压力

增加而企业倒闭，并开始产能迁徙，预计迁徙完毕后，全国供应

依然增加；下游服装制造因亚洲产业链再分工，服装制造从中国

转移至东南亚。中国将更多享有原材料利润。

既然中国更多享有原料端利润，原料生产企业频发破产又

是何故？

棉花不断被化纤替代，涤纶产业处于整合期

纺织原料主要分化纤和天然纤维，天然纤维主要是棉花。

目前，棉花持续被化纤替代。根据中国化纤协会数据显示，纺织

原料表需占比中，棉花已从2010年的27%下降至2017年的13%-

14%。而化纤中最重要的产品涤纶（目前占化纤市场比重82%），

其增长势头迅猛，近十年复合增速达7.8%，与棉花的表需逐年降

低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近几年天然纤维织造企业数量大幅降

低，从而看到较多天然纤维织造纤维破产新闻也就不足为奇。

化纤行业既然市场规模增长迅猛，为何也有破产情况？安

迅思认为，化纤行业近3年处于产业整合状态，行业集中度不断

提高。部分化纤厂商在2014年服装行业低景气时经营不善因而

倒闭，2017年部分工厂因为环保成本提高而宣告破产。但是与

棉花行业不同的是，这些厂商并未真正退出市场，而是在之后

1-2年内逐渐被其他大厂收购，并重新投入使用。大厂收购破

产工厂后，市场份额不断提升。

价格信息

使用ICIS定价数据，通过让您访问以下所有内容，帮助您自信地协商合同价格，并快速应对市场变化， 

从而保持竞争力并优化交易利润：

■   活跃贸易商品（如PX、PTA和PET）的当前和历史进口和国内价格

■   最新的热点话题和发展，如白皮书中提到的中国政策变化及其对化学品行业的影响

■   确认的投标和报价清单，让您了解行业参与者愿意进行多少交易

■   主要工厂运营和生产能力

通过安迅思价格和分析获取一个整体的对于中国聚酯行业的观点

获取一份免费报告

https://icisreedbusinessrelx.formstack.com/forms/march_petchem_thought_leadership_pricing_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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涤纶行业部分兼并收购表

破产企业 破产时间 涉及产能 产品 收购企业 收购时间

浙江赐富集团 2014 70万吨/年 涤纶、聚酯薄膜 荣盛石化 2016

华特斯纺织公司 2014 20万吨/年 涤纶 浙江宝信化纤 2015

浙江红剑集团 2015 24万吨/年 涤纶 恒逸石化 2017

浙江龙腾化纤 2015 20万吨/年 涤纶 恒逸石化 2017

江苏明辉化纤 2015 25万吨/年 涤纶 恒逸石化 2017

南方集团 2017 40万吨/年 涤纶 浙江天圣 2017

根据安迅思供需数据，目前国内涤纶产能主要集中于桐昆股

份、恒逸石化、新凤鸣、江苏盛虹、江苏恒力、荣盛石化、福建百

宏、三房巷以及浙江天圣。以上9家企业目前合计占国内涤纶总

产能38.3%。而在2014年，该数字仅为27.3%。近4年行业集中度

显著提升。不仅如此，未来主要扩建依然集中在以上公司。由此

可见，涤纶行业马太效应显现，龙头企业话语权不断增强。

且随着日益增长的需求和化纤对棉花替代程度提高，以涤

纶为首的化纤市场空间将不断扩大，这将给中国PET行业扩能

做好充分准备。

涤纶产业链中，未来5年全球涤纶、精对苯二甲酸（PTA）和

对二甲苯（PX）的扩能主要将集中在中国。

涤纶产业链扩能集中在中国

此轮扩能潮和过去不同的是，此次扩能不仅满足日益增长

的终端需求，同时加强上下游一体化程度。

过去10年中，上游PX因为装置投资额大且受迫于舆论压

力，扩能缓慢，PX一直存在40%-60%的进口依存度，也因此长

期占有行业链上的多数利润。相对PX，PTA 和聚酯建设投资额

少，建设周期短，所以经常是哪一端赚钱，就扩张哪一头。尤其

是PTA，因为在2011年-2015年期间的疯狂扩张，导致行业长期

亏损经营。

未来5年，根据安迅思供需数据，中国涤纶产能复合增速约

为2%，PTA为7%，PX产能增速高达22%。在下一轮扩能潮中，

是否会再次出现某一端利润被严重侵占的情形？安迅思认为未

来产业链利润会重分配，PX、PTA和PET逐渐趋于平均分摊整

体利润。原因在于此次扩能潮中，三个产品的扩能主要集中在

恒力石化、荣盛石化、桐昆股份、恒逸石化等龙头公司，上述公

司目前已经是PTA和PET的龙头企业，所以垄断竞争特征在整

个涤纶产业链中不断显现。与此同时，随着上述公司PX产能投

放，将实现PX-PTA-PET一体化生产，故上下游没有必要再次出

现抢占利润情况，从而使得行业长期良性发展。

涤纶产业链扩能集中在中国

来源：安迅思供需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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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通过深入分析纺织产业链各节点破产原因，安

迅思认为，近几年企业破产并非行业衰退导致。织造产业因为

环保而产能迁徙，未来产能依旧扩大。服装制造因成本和关税

问题，逐渐向东南亚转移，未来中国更多享有原料市场份额。原

料方面化纤市场份额增长，有利于未来涤纶产业链扩能。与此

同时，涤纶产业链处于产业整合期，随着兼并收购和扩能进行，

产业链间利润合理分配，行业长期良性发展。

安迅思现在与每个定价订阅一起提供以下诊断和说明性解决方案，以帮助您做出关键业务决策并为未来制定计划：

■   实时供应中断追踪工具- 未来12个月国内与全球供应，工厂关停和开工的实时观点，已经这些变化带来的影响

■   价格驱动分析- 核心绩效考核，例如进出口平价、原料和下游利差、替代趋势和套利/回网数据

■   供需展望- 针对核心价值链和地区的季度性全球供应和需求回顾和展望

■   实时供应影响追踪工具- 一个工具可以使用实时数据来进行查阅供应中断。经ICIS验证，具有影响视图的生产新闻将下游停

机连接起来，以实时显示消耗能力损失。

■   价格优化分析-一张互动地图，确定运费和关税成本中各区域之间的净价差异，以丰富跨区域竞争和进出口机会的 

全球图景。

■   利润分析-显示了原料和其他关键可变制造成本以及副产品数量和销售额的明细。

石化分析解决方案

获取您的免费试阅

张 稷 明 是 安 迅 思 产 品 与 分 析 团 队 的 一 位 分 析

师，常驻办公地点在上海。曾在证券公司研究

所研究基础化工行业和石油化工行业。自2017

年加入安迅思，他专注于苯乙烯及下游产业链

（ABS、PS、EPS等）的跟踪与研究，包括市场

供需分析及中长期预测。也为客户提供苯乙烯供

需、价格分析及预测等。在安迅思，聚酯产业链

也是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上游PX、PTA，以及下

游PET、涤纶长丝等产品。为客户提供聚酯产业

链供需、价格及市场预测分析。

张稷明
安迅思产品与分析

https://icisreedbusinessrelx.formstack.com/forms/march_petchem_thought_leadership_petchem_analytics_solu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