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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纤行业产业集群情况

改革开放后，化纤行业与我国整体经济一样

开始了快速的发展，2009年我国化纤产量2726万

吨，接近世界总量60%；我国化纤加工总量占纺

织纤维加工总量的70%，有力地推动和支撑了我

国纺织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这其中也包含着纺

织产业集群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我国化纤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化纤在广东开平、新

会，在华东的萧、绍、桐地区分别展现了集聚的

规模，之后吴江、江阴、福建等地纷纷崛起了大

化纤企业，而且集聚的态势非常明显，化纤产业

集群经历了集聚、形成、发展、提高的过程。

1、化纤产业集群的基本情况

自2002年起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开始进行纺织

产业集群的试点工作，到目前，在164个纺织产

业基地市（县）试点地区中，有7个化纤名城名

镇：它们是浙江省的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桐乡

市洲泉镇、绍兴县马鞍镇，江苏省的江阴市周庄

镇、宜兴市新建镇、太仓市璜泾镇，还有广东省

的江门市新会区。

7个集群规模以上企业796家，主营业务收

入1382亿元，占2009年化纤行业合计超过40%，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超亿元的企业120家。仅此7地

的化纤产量已近800万吨，占全国化纤总量的近

30%。产品除在国内市场畅销外，还远销欧美、

东南亚、中东、中南美洲、非洲等地区。在我国

化纤于“十一五”期间由净进口国转为净出口国

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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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09 年各集群纺织产业主要经济指标（全社会口径） 

 

项目 工业总产值（亿元）主营业务收入（亿元）出口交货值（亿元） 利润总额（万元）

萧山衙前镇 328.33 320.89 11.05 85049 

绍兴马鞍镇 286.22 279.96 4.47 62856 

桐乡洲泉镇 214.92 142.76 7.79 63252 

太仓璜泾镇 204.85 200.75 6.08 27768 

宜兴新建镇 60.00 58.60 1.10 22400 

江阴周庄镇 377.95 364.13 99.62 198339 

广东新会区 134.06 124.39 3.04 21714 

以上合计占化纤全行业 45% 43% 57% 42% 

按照 2009 年二月纺织协会组织的产业集群专项调查显示，纺织化纤产业占当地工业总

产值的 70%-90%，个别达到 100%。是各集群地区的支柱产业。

2、化纤产业集群在技术创新、品牌建设方面更走在行业前列

化纤产业集群汇集了世界最大的长丝企业桐昆集团、最大的短纤企业江苏三房巷集团、

最大的聚酯薄膜企业赐富集团、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 PTA 企业远东石化、国内最大的锦纶

生产基地之一新会美达、国内最大的纤维母粒企业新会彩艳。化纤产业集群企业不分企业

大小，注重应用先进技术。其中有璜泾镇的小加弹企业应用新的加弹设备，提高效率，降

低消耗；也有大企业如：新建镇华亚坚持装备逐步升级，保证了企业在涤纶细旦丝方面的

领先地位。

在化纤产业集群企业中科技创新、品牌建设已经成为产业提升的主要因素：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及市级、县级高新技术企业梯队建设已经形成；集群企业

获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并在行业标准化工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产

业集群企业注重品牌建设，在多家企业通过 ISO9000 系列标准认证的基础上，多家企业获

得国家级、省级、市级等名牌与免检产品和驰名（著名）商标的称号。以家庭小作坊式加

弹发展起来的化纤加弹名镇璜泾镇还注册了“璜泾加弹”集体商标。

重品牌、创名牌、保护知识产权、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产业集群提升的不二选择。获民

用涤纶长丝中国名牌的企业“恒逸、荣盛、桐昆、恒力”全部都是纺织产业集群试点地区

的企业，在今年发布的化纤竞争力十强企业中，纺织产业集群的试点企业由 2004 年的 3 个

发展到现在的 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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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2009年二月纺织协会组织的产业集群专

项调查显示，纺织化纤产业占当地工业总产值的

70%-90%，个别达到100%。是各集群地区的支

柱产业。

2、化纤产业集群在技术创新、品牌建设方

面更走在行业前列

化纤产业集群汇集了世界最大的长丝企业

桐昆集团、最大的短纤企业江苏三房巷集团、最

大的聚酯薄膜企业赐富集团、世界第二亚洲第一

的PTA企业远东石化、国内最大的锦纶生产基

地之一新会美达、国内最大的纤维母粒企业新会

彩艳。化纤产业集群企业不分企业大小，注重应

用先进技术。其中有璜泾镇的小加弹企业应用新

的加弹设备，提高效率，降低消耗；也有大企业

如：新建镇华亚坚持装备逐步升级，保证了企业

在涤纶细旦丝方面的领先地位。

在化纤产业集群企业中科技创新、品牌建设

已经成为产业提升的主要因素：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及市级、县级高新技术

企业梯队建设已经形成；集群企业获多项国家发

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并在行业标准化工作中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产业集群企业注重品牌

建设，在多家企业通过ISO9000系列标准认证的

基础上，多家企业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等名

牌与免检产品和驰名（著名）商标的称号。以家

庭小作坊式加弹发展起来的化纤加弹名镇璜泾镇

还注册了“璜泾加弹”集体商标。

重品牌、创名牌、保护知识产权、科技创

新已经成为产业集群提升的不二选择。获民用涤

纶长丝中国名牌的企业“恒逸、荣盛、桐昆、恒

力”全部都是纺织产业集群试点地区的企业，在

今年发布的化纤竞争力十强企业中，纺织产业集

群的试点企业由2004年的3个发展到现在的7个。

3、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产业集群把节能

减排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作为发展中的重要任务

各化纤产业集群在自身获得良好发展的同

时，不忘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任务，对节能减

排在政策上给与鼓励，组织上予以落实，在技

术上积极采用。到09年底，仅7个化纤集群就有

20家企业已经通过清洁生产审核，10多家通过

ISO14000认证，还有的企业成为循环经济试点

或通过了能源审计。各集群企业以人为本，保障

好职工利益。各产业集群企业在国家遭受自然灾

害的情况下，积极伸出援手；资助特困学生、职

工；出资道路建设、危房改造、文化设施建设等

公益事业，仅近3年合计累计出资金额上亿元。

二、我国化纤产业集群发展特点分析

化纤产业既是纺织产业的原材料产业，也是

纺织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化纤产业集群的发展

得利于地方政府的有力支持、得利于纺织协会的

正确引导。

目前化纤的集群主要还是以大企业密集聚

集为主，也有小企业形成规模的，如璜泾镇的模

式。璜泾镇的化纤行业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从小

加弹逐步发展起来，到90年代中期进入快速发展

期，到去年底已有1061家化纤加弹企业，使化纤

加弹业成为该镇的支柱产业。

我国的大型化纤产业集聚目前处于集聚和集

群之间，在作为纺织协会试点单位后，大部分正

在形成真正的产业集群。

7个产业集群试点地区虽然各具特色，但又

都具备共同点：它们都在市场的推动下，在各地

方政府的支持下，在试点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和

提升。“十一五”期间,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

额、税金等都有较大的增长。化纤工业基本都是

当地的支柱产业。

化纤产业集群的试点地区化纤发展得到地方

政府的全力支持，7个产业集群地区都将化纤的

发展作为支柱产业列入地方发展规划，大部分地

区都提供了基础设施的建设支持，环境集中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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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支持；搭建了公共服务平台推进产业配套、

构建特色产业技术升级平台、促进产学研发展的

平台；还在物流、会展以及资金、产品检测方面

提供服务；一些地区协会、商会都已建立，在化

纤产业集群地区既有产业链的协调配套又有产业

园区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更有同行间的相互协调

相互促进，使化纤企业在集群地区不仅是集聚，

而更成为真正的集群。

纺织协会开展试点工作后，通过各种方式提

高了政府支持力度，促进了产学研的结合，加快

了服务平台的建设，进一步提高了集群企业在发

展中以科技贡献率和品牌贡献率为主导的思想意

识。化纤产业集群试点地区的水平得到了大幅提

升。

三、我国化纤产业集群的发展所面临

的形势及建议

“十二五”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化纤行业的发展也将

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化纤产业集群的发展面

临新的课题。

1、化纤产业集群在提升中转型升级

首先化纤产业集群必须依据各个集群的自身

特点制定自身的发展转型提升的方向，认清我国

所面对的基本形势才能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化纤产业集群中的领头企业，产量规模上

都是国际性大企业，一个企业的产量甚至超过大

多数国家全国产量的总和。因此，我国的化纤发

展一方面是扩大内需，另一方面是属于全世界。

仪征化纤当年提出的“与世界共经纬”的壮语，

已经现实地摆在各个化纤大企业也摆在化纤产业

集群的面前，必须站在全球的高度规划集群的发

展。

应该看到，化纤产业集群取得了巨大成绩，

化纤产业集群的发展是在我国改革开放高速发展

过程中，承接世界纺织产业链转移，由比较地区

地理优势、比较人才优势和比较政策优势形成

的。在新一轮的发展中，在转变发展方式的攻坚

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制约、环境制

约、人材制约因素也同样影响着化纤产业集群的

发展，而且有些问题还更加突出。

首先是资源问题。这个问题在江浙产业集群

中更加明显。第一表现在化纤原料对国际的高依

存度；其次是能源的限制，虽然化纤生产，特别

是江浙产业集群主要生产的涤纶本身用能不高，

但是高度的产业集中，同样造成了用能集中，使

这些化纤企业都成为耗能大户，对于地区无疑是

巨大压力；同时还存在发展用地资源和劳动力资

源的问题。

再则是创新发展问题。近年来，产业集群

试点单位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距离

转变发展方式的客观要求还有非常大的差距。例

如：化纤名镇马鞍镇总结的情况，2009年该镇规

模以上化纤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占销售收入远高

于全国0.21的平均水平，但与国际5%的先进水平

比存在很大差距。

1、关注纺织产业的发展和向中西部转移的

趋势

纺织产业集群的发展带动了化纤集群的发

展，化纤大企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纺织集群。在新

一轮企业结构调整，区域结构调整中，纺织行业

已经出现了向中西部转移的明显趋向，各集群要

充分分析自身的情况抓住机遇找准发展方向，借

鉴世界上包括我国其他行业的经验，在化纤行业

需要适度转移的大环境下找好自己的定位。

2、积极参加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产业集群试

点

纺织工业协会产业集群试点的实践证明，在

市场的需求推动下，市场配置资源，产生了产业

集群，集群的进一步提升靠行业引领。纺织产业

集群在行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协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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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行业发展的详实情况，为行业向国家提出建议

提供了基础。纺织行业“十一五”规划，纺织行

业调整振兴规划等纺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又促

进了整个纺织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纺织产业

集群的发展。

化纤行业作为占世界化纤近60%、化纤占纺

织加工总量2/3的产业，对于纺织产业的调整升

级、提升产业竞争力，增强国际集中优势以及打

造世界纺织强国具有十分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

用。化纤产业集群作为当今工业发展的主要模

式，也必将起到重要的引领发展、推动升级的关

键作用，必将在“十二五”期间的纺织工业发展

中谱写出新的壮丽的篇章。

                                      

           （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