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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我国纺织工业企业法人单位32.9万个，占全国制造业的10.1%；从业人数1103.2万人，占全国制造业的10.5%，纺织行业
总从业人数达1612.4万人；总营业收入64060.8亿元，占制造业的6.1%；人均营业收入58.1万元，相当于全国制造业人均水平的
57.5%。

 发展优势持续强化。“十三五”期间，我国纺织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稳步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进一步增强。2020年，我国
纺织纤维加工总量达5800万吨，占世界纤维加工总量的比重保持在50%以上，化纤产量占世界的比重70%以上。2020年，全国纺织
行业规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52万亿元，占全国工业4.3%，利润总额2065亿元，占全国工业3.2%。

 结构调整稳步优化。我国服装、家纺及产业用三大终端产品纤维消耗量比重由2015年的46.4：28.1：25.5调整为2020年的40：27：
33。高性能纤维总产能占世界的比重超过三分之一，产业用行业纤维加工量达1910万吨，较2015年增长40 %以上。

 创新生态不断改善。2019年，规模以上纺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超过1%，较2015年提高0.4个百分点。

 创意力量持续提升。时尚设计原创能力提升明显，国内主要大型商业实体的服装家纺品牌中85%左右为自主品牌。中国品牌的国际
影响力有所提升。

 绿色低碳发展成效显著。纺织行业用能结构持续优化，“十三五”期间，纺织行业废水排放量、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累计下降幅度均超
过10%。循环再利用化学纤维供给能力明显提升。

    截至目前，我国纺织工业大部分指标已达到甚至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建立起全世界最为完备的现代纺织制造产业体系，生产制造能
力与国际贸易规模长期居于世界首位，成为我国制造业进入强国阵列的第一梯队。



 出口规模在国际市场占优势地位。我国纺织服装出口从2001年的527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2962亿美元，累计增长4.6倍。纺织服
装出口企业从2001年的3万家增加到2019年的10万家。2019年，中国占全球纺织服装出口的份额为33.9%，居世界第一位。

 市场多元化稳步推进，抗市场风险能力显著增强。对传统发达地区市场（欧、美加、澳新、日、港等）的依存度不断降低，新兴市
场比重稳步提升。传统市场占出口比重从2001年的75.8%降至2019年的48.4%，已低于新兴市场比重。 10亿美元以上的出口市场从
2001年的7个增长到2019年的47个，1亿美元以上的出口市场从2001年的49个增长到2019年的114个，份额占总出口1%以上的出口
市场从2001年的14个增长到2019年的31个。

 产业链不断完善，产业自主可控能力持续提升。一般贸易比重从2001年的57%提升到2019年的80.5%，加工贸易比重则从2001年的
41.5%降至2019年的8.2%，随着我国纺织服装业制造和研发能力的不断提升，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的纺织服装产业链供应链。

 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本土企业发展壮大。民营企业比重不断提高，出口占比从2001年的10.9%提高到2019年的72.3%，国有企业
出口比重从52.5%降至9.7%，三资企业出口比重从36.6%降到17.7%。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调整，劳动密集型行业比重下降。纺织品占出口比重从2001年的32%增长至2019年的44.2%，服装占出口比重则
从68%降至55.8%。2020年，由于我国口罩出口激增，纺织品出口比重首次超过服装。

 涌现一批龙头企业、“隐形冠军”和外贸基地，成为我国纺织服装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器。行业规模不断扩大，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
产业基础不断夯实，行业韧性持续增强，创新能力逐步提升，持续推动转型升级，融入并引领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调整，
实现高质量发展。2019年，我国纺织服装出口超1亿美元的企业近200家，商务部认定纺织服装行业外贸转型升级基地67个，带动供
应链的整合与优化，形成大量中小企业参与的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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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世界纺织品出口的50.8%                                                   占全球服装出口的44.5%

2019年服装出口

（百万美元）

出口国 2019
全球              493,386 
RCEP 国家合计              219,571 
中国              151,537 
越南                30,888 
印尼                  8,591 
柬埔寨                  8,328 
马来西亚                  5,678 
缅甸                  5,059 
泰国                  3,885 
韩国                  1,932 
新加坡                  1,383 
菲律宾                    939 
日本                    714 
澳大利亚                    263 
老挝                    208 
新西兰                    160 
文莱                        6 

2019年纺织品出口

（百万美元）

出口国 2019
全球                305,394 
RCEP 国家合计                154,980 
中国                 119,575 
韩国                     9,135 
越南                     9,073 
日本                     6,585 
印尼                     3,694 
泰国                     3,558 
马来西亚                     1,847 
新加坡                        633 
菲律宾                        225 
澳大利亚                        212 
柬埔寨                        198 
新西兰                        182 
缅甸                           51 
老挝                           11 
文莱                             1 



                       占全球纺织品进口的21.4%                                                 占全球服装进口的12.4%

纺织品进口

（百万美元）

进口国 2019
全球                  335,278 
RCEP 国家合计                    71,793 
越南                     17,284 
中国                     15,712 
日本                       8,830 
印度尼西亚                       6,728 
韩国                       5,324 
柬埔寨                       5,089 
泰国                       3,110 
澳大利亚                       2,734 
缅甸                       1,988 
马来西亚                       1,699 
菲律宾                       1,619 
新加坡                          791 
新西兰                          673 
老挝                          184 
文莱                            28 

服装进口

（百万美元）

进口国 2019
全球       536,394 
RCEP 国家合计         66,734 
日本         29,751 
韩国         11,017 
中国            8,942 
澳大利亚            7,285 
新加坡            2,544 
马来西亚            1,636 
泰国            1,387 
新西兰            1,271 
印尼               995 
越南               932 
菲律宾               707 
柬埔寨               136 
缅甸                 77 
文莱                 33 
老挝                 21 



出口：

 2020年，我国对14个RCEP成员方出
口纺织服装780.6亿美元，同比增长
6.1%，占我纺织服装总出口的26.4%。

东盟十国是我国第三大纺织服装出口
市场、第一大纺织品出口市场。

日本我国第四大纺织服装出口市场。

按单一国别计，我国前十大出口市场
中，RCEP成员占三位，分别为日本、
越南和韩国。

其他合计, 28.0%

美国, 18.7%

欧盟27国, 18.2%

东盟10国, 13.4%

日本, 7.4%

英国, 4.3%

韩国, 3.2%
俄罗斯, 2.6%加拿大, 2.2%澳大利亚, 2.1%

2020年我国纺织服装出口市场



日本,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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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 3.1%
其他合计, 4.2%

2020年我国对RCEP成员国纺织服装出口情况



进口：

 2020年，我国自14个RCEP成员方
进口纺织服装104.3亿美元，同比下
降6.7%，占我纺织服装总进口的
44.1%。

东盟十国是我国第一大纺织服装进
口来源。

日本是我国第三大纺织服装进口来
源。

按单一国别计，我国前十大进口来
源中，RCEP成员占五位，分别为
越南、日本、韩国、印尼、马来西
亚。

东盟10国, 28.9%

欧盟27国, 19.4%

其他合计, 16.5%

日本, 9.0%

中国台湾, 6.6%

韩国, 6.1%

印度, 3.4%

巴基斯坦, 3.1%
美国, 2.8%

孟加拉国, 2.3%土耳其, 2.1%
2020年我国纺织服装进口来源



越南,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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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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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国自RCEP成员国纺织服装进口情况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产能合作的深化，RCEP成员方以中国为
中心形成了优势明显的区域产业合作模式。一方面，中国以其强大的综合竞争实力和稳
定完整的产业链优势，保持着近2800亿美元规模的纺织服装直接出口；另一方面，中
国企业利用东盟国家低成本和劳动力资源优势，将部分原有产能和新增产能“溢出”到这
些国家，为促进东盟国家的纺织服装就业和出口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带动了中国纱
线、面料等中间产品对东盟的出口增长，区域内纺织服装贸易流动性、活跃度和相互依
存度显著提升。

据麦肯锡时尚研究中心估算，2018年，亚太地区市场占全球服装和鞋类销售额的近40
％。以日韩澳新为基础、中国为增长引擎的RCEP区域大市场，在全球时尚业的地位也
越来越重要。







东盟 中国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东盟 - √ √ √ √ √

中国 √ - × √ √ √

日本 √ × - × √ √

韩国 √ √ × - √ √

澳大利亚 √ √ √ √ - √

新西兰 √ √ √ √ √ -



我国已与东盟、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分别达成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我国
对除日本外的其他RCEP成员国的大多
数纺织服装出口均已经享受到关税减让
的优惠。RCEP实施后，有部分纺织服
装产品对相应国家的出口可以享受到超
出原有自贸协定的关税减让，包括：

• 对印尼：部分服装和床上织物

• 对马来西亚：部分棉纱、织物和化纤

• 对菲律宾：部分化纤及织物、服装和
纺织品



 RCEP是中日之间首个自由贸易协定，RCEP实施后，
受到最直接和最显著影响的是我对日纺织服装出口。
2019年，中国对日本纺织服装出口199亿美元，占我
纺织服装总出口的7.3%。中国在日本纺织服装市场
份额从2010年的80%左右降到2019年的55%，中国
减少的份额主要被东盟和孟加拉等低成本国家所填补。
总体说来，RCEP生效后，日本最终将在15年内对绝
大多数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实现零关税，这为中日纺织
服装贸易的长期发展构建了积极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将稳定日本企业与中国出口企业长期合作的信心，并
有助于减缓中国在日本市场份额的下滑速度。

日本在RCEP作出的关税承诺中，针对中国纺织服装
产品的减让期限普遍较长。日本纺织品最惠国贸易加
权平均关税为5.2%，服装加权平均关税为9.3%。在
RCEP下，针对中国产品的年均关税减让幅度仅为
0.5%-0.8%，因此，预计在协定生效初期，对中国对
日出口的直接促进作用有限，但长期看将稳定中日企
业对相互合作的长远承诺，对中日双边纺织服装贸易
合作的长远发展和稳定有极其重要的积极意义。

HS税则 商品
算数平均
进口税率

贸易加权平
均进口税率

第50-63
章

纺织原料及制品 6.66 6.6

第50章 蚕丝 8.31 7.46
第51章 羊毛等 2.83 2.31
第52章 棉花 5.81 5.57
第53章 其他植物纤维等 4 3.88
第54章 化学纤维长丝 6.06 5.97
第55章 化学纤维短纤 6.64 6.3
第56章 无纺织物等 3.7 3.7
第57章 地毯等 7.44 7.33
第58章 特种机织物等 5.96 6.54
第59章 工业用纺织品等 3.98 3.9
第60章 针织布等 7.07 7.61
第61章 针织服装等 8.64 8.98
第62章 梭织服装等 9.43 9.38
第63章 纺织制成品等 5.73 5.66

日本纺织原料及制品最惠国税率统计



 RCEP是中日之间首个自由贸易协定，RCEP实施后，
受到最直接和最显著影响的是我对日纺织服装出口。
2019年，中国对日本纺织服装出口199亿美元，占我
纺织服装总出口的7.3%。中国在日本纺织服装市场
份额从2010年的80%左右降到2019年的55%，中国
减少的份额主要被东盟和孟加拉等低成本国家所填补。
总体说来，RCEP生效后，日本最终将在15年内对绝
大多数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实现零关税，这为中日纺织
服装贸易的长期发展构建了积极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将稳定日本企业与中国出口企业长期合作的信心，并
有助于减缓中国在日本市场份额的下滑速度。

日本在RCEP作出的关税承诺中，针对中国纺织服装
产品的减让期限普遍较长。日本纺织品最惠国贸易加
权平均关税为5.2%，服装加权平均关税为9.3%。在
RCEP下，针对中国产品的年均关税减让幅度仅为
0.5%-0.8%，因此，预计在协定生效初期，对中国对
日出口的直接促进作用有限，但长期看将稳定中日企
业对相互合作的长远承诺，对中日双边纺织服装贸易
合作的长远发展和稳定有极其重要的积极意义。

HS税则 商品
算数平均
进口税率

贸易加权平
均进口税率

第50-63
章

纺织原料及制品 6.66 6.6

第50章 蚕丝 8.31 7.46
第51章 羊毛等 2.83 2.31
第52章 棉花 5.81 5.57
第53章 其他植物纤维等 4 3.88
第54章 化学纤维长丝 6.06 5.97
第55章 化学纤维短纤 6.64 6.3
第56章 无纺织物等 3.7 3.7
第57章 地毯等 7.44 7.33
第58章 特种机织物等 5.96 6.54
第59章 工业用纺织品等 3.98 3.9
第60章 针织布等 7.07 7.61
第61章 针织服装等 8.64 8.98
第62章 梭织服装等 9.43 9.38
第63章 纺织制成品等 5.73 5.66

日本纺织原料及制品最惠国税率统计





                                          
                                                日本关税减让承诺表解读
案例一：合成纤维面料

案例二：棉制针织衬衫



案例三：第61章（针织服装）

案例四：第62章（梭织服装）

第10年：21个税号的税率将被降为0，占本章全部税号的10%以下。
第16年：266个税号的税率将被降为0，占本章全部税号的90%以上。

第10年：本章30%的税号商品将被降为0。
第16年：本章70%的税号商品将被降为0。

                                          

日本纺织品最惠国贸易加权平均关税为5.2%，服装加权平均关税为9.3%。
在RCEP下，日本针对中国产品的年均关税减让幅度为0.5%-0.8%，预计RCEP实施后第一年，我对
日出口服装即可少缴关税8300万-1.25亿美元，之后每年递增，直至实现零关税后，我对日出口服
装可少缴关税12.5亿美元左右。
也就是说，如一家企业对日出口服装100万美元，RCEP实施的第一年，即可享受5万人民币左右的
关税减让，在实现零关税后，出口100万美元可享受60万元人民币左右的关税减让。





     RCEP项下主要纺织服装产品的原产地规则

产品 原产地规则

纤维：棉、毛、麻、长丝、短纤
一些人造纤维纱线

章改变 （CC）
(HS码前两位改变)

大多数纱线和面料 品目改变 （CTH）
(HS码前四位改变)

制成品 章改变（CC）
(HS码前两位改变)

服装 章改变（CC）
(HS码前两位改变)



在东盟-日本自贸协定项下，东盟向日本出口服装产品时，一些特定的面料必须在自贸区内生产，才可以
享受免税待遇。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中国针织企业在东盟国家投资针织服装制造厂的同时，必须同时投资生
产针织面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被视为原产于东盟而享受到日本的免关税待遇。而RCEP实施后，从中国
进口面料，在东盟加工成服装，再出口到日本，都可以享受免税待遇，没有例外。



• 巩固和整合亚洲区域供应链
• 促进区域内投资
• 原产地规则和海关程序的统一

来自中国、日本、
韩国的中间产品
+澳新原料产品

在中国和东盟进
行服装加工

出口到日本、韩
国、中国、东盟、
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



纺织服装产业的产业链较长，从纤维种植或制造-纺纱-织布-印染及后整理-服装制造，中间涉及大量
环节。长期以来，受劳动力成本及供给、贸易优惠安排、棉花配额、采购战略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中国与东盟国家形成了既竞争又合作的供应链布局和贸易投资模式。原产地规则对于中国纺织服装
企业在东盟的贸易、投资和供应链布局具有非常显著的引导作用。由于RCEP国家之间两两实施双边
自贸协定的情况非常复杂，因此要判断RCEP原产地规则对我国纺织服装出口的影响，不仅要了解
RCEP规则本身，也要了解其他现有相关自贸协定的规则，例如中国-韩国、东盟-日本、越南-日本自
贸协定等，进行比对、研判，才能选取对企业最有利的规则标准，从而做出贸易和投资决策。

RCEP实施后，原来受制于东盟-日本、东盟-越南自贸协定原产地规则，不得不进行本地生产、或者
由于东盟无法生产而享受不到免关税待遇的产品，将能够享受到日本的免关税待遇，这将有助于东
盟国家充分利用中国纱线、面料等中间产品的生产优势扩大对日出口，从而也利好中国中间产品对
东盟国家的出口。



 

RCEP的实施，将有助于中国和东盟这两个全球最
重要的纺织服装生产中心实现生产的一体化和进
一步整合，尤其是对日本的出口贸易中，无需再
为了规避原产地规则方面的限制而进行不必要的
资源浪费和低效配置，从而更能发挥中国纺织服
装产业、尤其是中间产品的高端制造优势，减缓
全产业链转移，保持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中心
地位，从而保持和大幅提升我国纺织服装优势产
业和优秀企业的全球竞争力，通过区域经济一体
化推动更多有实力的中资企业“走出去”。



• RCEP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打造统一的大市场，有利于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在区域内进行资源最优配置，实
现国际化布局。通过强化成员伙伴间的产业分工合作，推动形成更加合理并惠及域内各方的区域产业链、供
应链和价值链闭环，整体提升东亚在全球纺织服装产业竞争中的地位。

• 在制造和贸易方面，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将更有效地利用东盟国家的低成本优势，实现优势互补，构建稳定的
产业链和高效的供应链。在产品设计研发、国际营销网络、品牌出海和跨境电商等方面，中国纺织服装企业
将有机会发挥自身优势，充分发掘区域市场潜力，实现价值链的提升。



中国纺织服装业内销和出口比例

• 麦肯锡：中国于2019年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服装市场

• 中国服装针纺零售总额（规上）：1.24万亿元 (2020年)

•  人均衣着类支出：1238元（2020年）

• 服装进口额占纺织服装总进口比重: 9% (2001年)--40% (2020年)

 2019年产量
（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9年出口
（中国海关数据）

纱线 2892.1万吨 488.8 万吨

布 456.9 亿米 482.8 亿米

服装 国内规上零售额：
9778.1亿元人民币

1513.5 亿美元



在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开设旗舰店

在泰国、新加坡等11个国家开设70家零售店

进驻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越南、日本
等国开设29家专卖店

深耕Lazada平台，在印尼、老挝开设实体店



人口：9600万
纺织服装就业：人口280万
 2018年纺织服装出口：362.6亿美元

 16个自贸协定：对欧盟、日本、加拿大、俄罗

斯等市场享有或即将享有分阶段取消关税的待

遇

到2025年：就业人口达350万人，出口额达

600亿美元，面料自给率达65%
地价：70-90美元/M2
厂房租金：2-7美元/M2/月（视地域不同）

最低工资：125-180美元/月
平均工资：350美元/月，年均增幅8-16%
工人效率：平均为中国的80%
电价：0.5元人民币/度



贸易优惠：缅甸享有欧盟、日本及部分发达国

家关税优惠政策。

免税：外商投资可以获得3-7年免税待遇。

人口：全国约6000万人口，18-35岁人口占

60%。

就业：纺织服装就业50万人，600家企业。

出口：2018年出口46亿美元。

最低工资：95美元/月，平均工资为1200—
1500元人民币/月。

电力：相对便宜，电费原为0.7元人民币，近期

涨到0.9元/度。

货币：汇率不稳定，经常贬值，可以部分抵消

工资上涨的成本。

工厂：集中在仰光，离港口和机场较近。

工人食宿：不用提供，减少了管理成本。

社会治安：情况较好。

中缅铁路：正在勘探阶段，届时曼德勒-中国边

境仅3-4小时。

中缅双边关系：发展势头良好。



劳动力优势：人口1600万，平均年龄20多岁，

且每年新增劳动力30-50万，由于柬埔寨缺少其

他产业来消化这些劳动力，所以纺织服装业的

劳动力供给比较充足。

享有贸易优惠：作为最不发达国家，柬埔寨目

前享受对欧盟、加拿大、中日韩、东盟等国家

和地区的免关税待遇。

就业人口：纺织服装鞋类箱包行业100万人。

出口规模：2018年，柬埔寨纺织服装箱包鞋类

出口总额约为100亿美元左右。尤其是箱包企

业发展很快，目前有约30家箱包工厂。

  厂房租金成本较低：约为1.5美元/M2，缴纳方

式为月交，降低了成本。外国人如购买永久性

土地，可委托基金进行操作、购买。

物流：和缅甸相比，物流成本较低。

社会比较稳定：中柬政治关系良好，被誉为“柬
钢”。





1. 要认真研究、读懂并运用关税减让表。

结合RCEP的关税减让安排，一方面参考减让进度有序扩大
相关产品进出口贸易，另一方面根据RCEP各成员国适用不
同关税减让幅度的特点，在区域内建立精细完善的分工体系，
以充分利用RCEP区域原产地规则获取最大的关税优惠。当
同时适用多个自贸协定原产地标准时，企业可从降税产品范
围、规则宽严程度、关税减让幅度、操作程序便利程度等多
方面进行综合评估，选择最适合自身需求的原产地规则，以
降低最终产品的成本。



2. 要重视分析研判RCEP协定规则，优化区域产业链和供应
链安排。

在进行国际产能合作和投资布局时，要充分评估RCEP和区
域内其他两两自贸协定的原产地、投资等相关规则，择优、
择宜使用，在生产成本、原料、产业上下游和市场方面进行
更加完善的产业链和价值链调整与布局。



3. 关注并研究RCEP各成员国的海关程序、检验检疫、技术
标准的规则落地。

评估现有进出口环节和物流安排，优化申报模式，缩短贸易
时间，简化贸易流程，充分降低贸易成本。



4. 积极申请RCEP各成员国针对企业采取的便利措施和优惠
政策。

利用好贸易便利化、自然人流动、投资等与企业经营管理和
贸易投资密切相关的优惠规则。



5. 行业层面要形成国际化、区域化的全局思维，要用构建国内外双循环格局的思维来安排
产业和市场布局。

积极开展转型升级，加强科技和模式创新，优化供应链，整合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实行绿
色可持续的行业高标准，在区域内建立行业命运共同体，实现高质量发展。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