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涌：穿上牛仔服华丽转身
文/吴森林

西江河畔，卓旗山下。肥沃的土地，勤劳的人民，不断演绎的传奇使当年的
传统农业小镇——大涌，一跃成为中国专业镇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凭借牛仔服装
产业，大涌早已摘下“中国牛仔服装生产专业镇”“中国牛仔服装名镇”等金字招
牌。2016 年，大涌镇纺织服装产业生产总值达 70.52 亿元，占全镇总产值一大
半以上。尽管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大环境复杂多变，但大涌牛仔服装产业在不断自
我创新、转型升级中稳步发展，从劳动密集型向科技创新型产业转变，逐渐摆脱
一味重产量、轻价值的生产模式，迈向高端服装、精品服装、特色服装、品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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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步：买一把电剪试制牛仔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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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产业之路。

走进大涌，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行内人十分清楚，这里除了是全国闻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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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木家具生产基地外，还是全国牛仔服装生产重镇。每年，上千万件产自大涌的
牛仔服装畅销海内外；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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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镜头拉回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的大涌是一个纯农业的南方小镇，
农业生产以传统的水稻种植为主，并在粮食机械加工方面领先于周边镇区。由于
历史原因，大涌和绝大部分镇区一样，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业企业，各个行
业规模小、产值低，发展得较为缓慢。
20 世纪 50 年代，经过私营缝纫店坊合作化运动，大涌镇成立车衣社。1958
年车衣社从业人员 10 人，年产值 9340 元。在较为贫穷的 20 世纪 50、60 年代，
进裁缝店做衣服的人还是少数，多数老百姓都勤俭持家买布回来自己做，一部缝
纫机就能解决全家的衣着问题。进缝纫店做衣服，那是日子稍稍宽裕的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风尚。20 世纪 60 年代起，车衣社从车、补衣服转为代县百货批发
部、广州百货批发部、广东省纺织公司生产西裤、中山装、军干装、牛仔裤、棉
被、蚊帐等。1968 年、1969 年的年产值分别为 3.12 万元和 4.89 万元。1977 年 4
月，大涌镇成立大涌公社服装厂，1979 年生产布服装 4.92 万件、的确良服装 0.4
万件，产值 9.97 万元，从业人员 36 人。

20 世纪 70 年代末，大涌工艺厂办起中山县乡镇工业首家“三来一补”外向型
企业，加工各类塑料花环。一石激起千层浪，商业意识较强的大涌人发现了致富
的光明大道。很快大涌就与前来投资的海外乡亲签订“三来一补”合约并开办制衣
厂，引进服装加工先进设备 63 台，价值 23 万港元。1980 年，新村引进制衣和
针织设备，这是中山最早的一批村办“三来一补”企业。
业内人士回忆，20 世纪 70、80 年代，T 恤衫和喇叭裤从港澳进入内地，“蹬
脚裤”、超短裙等也很快出现在街头，给群众的衣着和观念带来了革命性的冲击。
正是有了这样的社会基础，大涌开始兴办的服装企业承接了大量的来料加工订
单。1983 年，大涌工交办的服装厂购进 10 寸电剪一把、三线车 2 台、平车 10
台，试制牛仔裤，开创了大涌牛仔服装业的历史，初步形成了独立生产牛仔裤的
能力。随后，镇办企业国兴制衣公司投资 70 万元与香港安迪利贸易发展公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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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兴办国昌制衣有限公司，成为大涌镇第一家合资企业，总投资人民币 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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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家集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牛仔服装生产企业，大涌方负责生产，
港方负责海外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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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从那时候开始，服装产业就与大涌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萧志豪是土生土长的大涌人，也是大涌商界的知名企业家，2017 年他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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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有：中山市人大代表、大涌镇工商联主席、大涌镇商会会长、大涌镇制衣纺织
洗衣协会会长。萧志豪从开办制衣厂开始，在大涌商界已经摸爬滚打了几十年，
见证了大涌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牛仔服装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惑、从惑
到变的全过程。2017 年 2 月，萧志豪在办公室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尽管改革
开放后大涌陆陆续续开办了一些服装企业，但大涌人真正有意识地经营服装产
业，却是源于西郊小商品市场。当时该市场在珠江三角洲比较出名，甚至早成名
于虎门服装批发市场，每天全国各地的客商来来往往。嗅到商机的大涌人开始尝
到了服装批发的头啖汤。虽然当时铺位简陋，很多是地摊式销售，但恰恰就是这
种起步低端的经营模式，逐渐强化了大涌人生产销售牛仔服装的商业意识。随着
小商品批发市场的繁荣，一些大涌人开始从全国各地购进不同款式和质地的布料
进行批发，后来有大涌人尝试直接设厂生产服装，不出三五年时间，全镇各种服
装生产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是大涌牛仔服装的起步阶段，随后十几年时间

其进入历史最辉煌阶段。

二、发展：成为全国第二牛仔服装生产基地
历史的车轮快速驶进 20 世纪 90 年代，这个年代巨大的市场需求让大涌迎来
了牛仔服装产业发展的黄金期。据《大涌镇志》记载，1997 年，全镇的制衣企
业已有 135 家，从业人员有 5000 多人，年产牛仔服装 903.5 万件，产值 2.26 亿
元，占全镇工业总产值的 20.9%。
大涌牛仔服装产业经过了转机换制后，企业类型主要以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为主，其中民营企业占 90%。从 1994 年起，经历了 3 年的体制改革后，民营企
业像雨后春笋般诞生。1999 年镇政府及有关部门引导企业树品牌、创名牌，该
年有金霸特、吕力、丹奴、旗龙、占士豪、杰仕等牛仔服装品牌；2001 年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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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特、金叶、吕力、显威、喜禄、祐迪、法丹奴、雄枭、旗麦王、旗龙、积世客、

南国小镇，沧海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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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景、梦小孩、创裕、古捷、百变小子等比较有名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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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大涌镇牛仔服装产业从单一加工生产为主转向品牌经
营发展，已注册的品牌有 350 多个，其中国内外知名度较高的品牌有海狼、丹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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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士豪、歌德利、法丹奴、积世客、浪兴、飞凡、胜米兰、易来、巨浪、千姿梦、
欧斯迪克、亚卡路等，同时还承接一些国际知名品牌的加工。大涌牛仔服装产业
从单一牛仔裤造型款式发展形成与时装、休闲、时尚融为一体的“大涌牛仔文化”。
据统计，大涌到 2003 年制衣、纺织、洗水从业人员已有 2 万多人，其中技术人
员占从业人员的 3.5%；具有实力的、上规模的制衣纺织、洗水企业有 22 家，整
个产业在大涌镇工业和中山市制衣行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2003 年，丹尼思、
万成、金霸特、胜米兰、浪兴、恒达、文田、利兴强、利丰等 30 多家企业加入
了广东省服饰协会，丹尼思、利威被评为 2003 年广东十大牛仔品牌之一。
进入 21 世纪，大涌的牛仔服装产业已经取得长足发展，如何顺势而上再创
辉煌？大涌镇党委、镇政府经过缜密的思考，于 2001 年实施“工业强镇”战略，
意在引导企业创新思维，以营销促生产，发挥网络优势，追求一流市场，促进产
品创新，全面开发“名、优、新、特、精”产品，以名牌打入市场。该战略效应明
显，当年全镇拥有“奴多姿”丝袜、牛仔服装、休闲服装等一大批在全国各地畅销

的名牌产品。很快，大涌镇被授予“中国牛仔服装名镇”和“中国牛仔服装生产专
业镇”称号，成为广东第二大牛仔服装生产基地，大涌也被评为中山市工业强镇。
金字招牌光鲜闪耀，牛仔产业蓄势待发。
可以说，20 世纪 90 年代至 2007 年，大涌人把牛仔服装这个蛋糕做得越来
越大，质量也稳步提升。这个时代的商海，诞生了一大批有远见、有知识的服装
企业家，他们把大涌的牛仔服装卖到了全世界，把这个产业再次推向了历史顶峰。
据统计，2003 年全镇的牛仔服装企业发展到 264 家，从业人员接近 2 万人，
注册牛仔服装品牌 350 多个。大涌牛仔服装在总量、品牌、设计、加工、时尚、
技术等方面有着巨大的产业优势，尤其是洗水技术，居国内先进水平。2003 年
大涌牛仔服装产量达 6012.23 万件，产值 23.45 亿元，占全镇工业总产值 42.82
亿元的 54.8%，成为大涌一大特色经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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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涌镇党委、镇政府的规划引导下，2004 年大涌牛仔服装产业的三大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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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已初具规模：沿着中新公路有“岚田制衣工业城”，占地 280 亩，引进项目 14
个，主要以布业、制衣两大行业为主；“安堂洗水工业园区”引进项目 25 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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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建有目标为日处理污水 11 万吨的综合污水处理厂。2005 年该园区的设计方
案完成，并由专家、镇内各洗水企业家共同评审，当年 6 月第一期工程动工；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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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路有“青岗纺织工业园区”，该园区被中山市政府确定为市立项建设项目开发
的工业区，计划建成集织布、漂染和棉纱加工等工艺于一体的纺织工业区。2005
年，大涌镇的牛仔服装企业发展到 468 家，从业人员 2 万多人，年产牛仔服装
1.1806 亿件（套），产值 44.62 亿元，占全镇工业总产值的 59.79%。大涌牛仔制
衣产品占有全国市场超过 30%，其生产规模仅次于全国最大的牛仔服装生产基地
增城新塘镇。
进入 21 世纪，拥有标准厂房面积达 40 多万平方米、制衣设备近 2.8 万台（套）、
国际最先进的剑杆织布机 850 台、先进的联合浆染生产线 12 条、洗水企业 16
家、洗水设备 720 多台等生产资料的大涌镇，在继续做大做强牛仔服装产业的同
时，积极引导企业大力塑造“大涌牛仔服装”品牌形象，促进企业注重“牛仔文化”，
全面提升“牛仔服装在大涌”的知名度。
2005 年，大涌镇出台鼓励扶持政策，重点发展纺织业和装备制造业，投资
3680 万元，引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纺织设备 92 台，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成立

12 家市级企业工程技术中心。全镇牛仔服装产业从捻线、纺纱、浆染、织布、
辅料、洗水、电脑绣花、印花、制衣、销售形成一条龙的完整产业体系。
随着中国加入 WTO，大涌牛仔服装企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企业大力引进
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加大科技投入，聘请优秀管理与设计人才，建立现代企
业管理制度，努力探求先进的营销方式，提升企业设计、生产、管理和营销能力，
以大涌牛仔服装的整体形象，参加各地的服装节或博览会，宣传大涌牛仔服装品
牌。

三、困惑：2000 年后难以做得更大更强更响
经过 20 多年的高速发展，大涌牛仔服装产业走向了一个行业的发展顶峰，
但也意味着牛仔产业遇到了巨大的发展瓶颈：企业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面临

史

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面临着品牌营销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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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涌牛仔确实不怎么“牛”了，业内人士甚至认为大涌牛仔正在走下坡路。20
世纪 90 年代初，还有不少牛仔企业做出自己的牌子，但后来越来越少，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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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代工。和红木产业只与国内同行竞争所不同的是，牛仔服装必须参与国际市场
的竞争，如果还只是跟着订单走，就会难以适应市场竞争形势。业内人士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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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无道理，人才缺失、劳动力不足、环境影响较大等，对于服装产业来说都是瓶
颈。很多服装企业虽然有设计人员，但高层次、高素质的人才却不多，这不仅制
约产品创新，更影响品牌塑造。还有服装企业产生的废水、废气等，也是必须解
决的问题。
“2008 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可以说是给大涌牛仔服装产业当头一棒，随
后的六七年间，牛仔服装产业发展缓慢，开始进入自我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阵痛
期。”萧志豪回忆起当年产业发展的艰难期，至今仍感慨不已。他分析，金融风
暴前，中国内地已经拥有巨大的服装生产能力，也就是所谓的行业产能过剩，很
多城市都聚集了大量的服装生产企业和从业人员，当时的服装产品除了一部分内
销外，绝大部分都是出口到世界各地。
“以量取胜几乎是当时绝大部分服装企业的唯一生产模式，每件衣服赚取一
两块钱甚至几毛钱的微薄利润，没有任何竞争力，更不用说打造品牌了。”在萧
志豪看来，正是由于当时国内大部分服装生产企业没有足够长远的目光、不注重

树立自己的品牌，热衷于做一些代工产品，再加上政府规划引导等问题，注定了
服装行业的脆弱性，只要碰上市场变化，整个服装产业必将不堪一击。虽然早在
1997 年大涌镇就成立了民营经济管理办公室和制衣纺织同业会，加强对行业的
引导和管理；1999 年镇政府及有关部门开始引导企业树品牌、创名牌，形成了
金霸特、吕力、旗龙等比较有名的品牌，但这对于瞬息万变的市场是远远不够的，
中山的服装产业依然存在规模小、产值低、层次低、竞争力低的状况。
“外地服装企业的发展轨迹和不足，在大涌牛仔服装发展过程中也同样存在，
这让大涌错过了很多发展壮大提升的机会，也直接导致了大涌牛仔服装产业在
2000 年后做不大、做不强、打不响以及在市场占不了主导地位的尴尬。”
不过萧志豪对前景依然充满信心。他认为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管理
和技术。衣食住行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而“衣”相当重要，所以服装行业虽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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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朝阳产业，但也不是夕阳产业，其市场需求仍然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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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涌牛仔产业如何在新形势下转型升级再前进？
面对新一轮改革发展浪潮，大涌镇党委、镇政府意识到必须与时俱进，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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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和机遇意识，加强战略谋划，提高应对能力，积极主动
作为，脚踏实地地走出一条具有大涌特色的、充满活力的科学发展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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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涌镇发挥政府职能，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学习班和专家论坛，提高企业管
理水平，加大科技投入。2002 年 8 月，“中山市牛仔服装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和“牛仔服装企业技术中心”在大涌正式成立。“中心”与北京服装学院、东华大学、
广州服装学院、五邑大学等高等院校建立长期的“产、学、研”合作关系，研讨解
决大涌牛仔服装的“设计开发、电子信息化推广、产品质量检测、人力资源开发、
知识产权服务”等问题。通过技术开发、品牌宣传、技改攻关、技术推广和知识
产权服务等，帮助企业有效利用信息资源和科技资源，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促进
产业的升级发展。2002 年，大涌镇投资 1000 多万元建设科工贸中心，用于牛仔
服装企业产品的展示和科技人员的培训。同年，6 家服装企业获得中山市政府的
技改贴息，技改工程投资总额达 1.3 亿元，技改贴息拉动的产值为 1:50。
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品牌营销时代的到来，大涌服装企业开始树立现
代企业经营管理意识和模式，积极推介和宣传自己的企业和品牌。2002 年 4 月，
大涌服装企业丹奴、丹尼、积世客、金霸特、易来、飞凡、杰仕、船皇、绿之城、

千姿梦 10 家企业，代表大涌牛仔服装参加广州春交会的首届广东时装周，完美
展示了大涌牛仔大众着装艺术和服装精品的时尚潮流，受到中外客商的青睐。来
自英国“WARZSCHILD”公司的罗·亚历山大看完展示后连声赞好，会后与企业洽
谈，把原来在浙江温州下单的 1 万件牛仔服装订单转下大涌。同年 11 月，大涌
镇举办了“大涌镇首届牛仔服装设计大赛”，36 家企业、371 套设计作品参与了这
次大赛，展示了大涌牛仔服装别具一格、风格各异的风采，提升了大涌牛仔的服
装品位。
此外，大涌镇党委、镇政府强化本土企业品牌建设，充分发挥牛仔服装便捷、
舒适、时尚的功能特点，抢抓互联网时代市场发展新机遇，利用网络众包、众筹
等创新发展方式，促进企业按需设计、按单生产、灵活销售，促进市场供需平衡；
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和清洁生产，优化生产流程，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益，擦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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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牛仔”的服装名片，希望以此克服瓶颈，重振大涌牛仔服装产业的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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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府和企业千方百计推动牛仔服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但受整个经济大
环境的影响，大涌牛仔服装依然走了一段很长的艰辛路，大家都在思考着如何走

山

上一条阳光大道。按照萧志豪的思路，就是以前生产 100 件赚 100 元，现在要生

中

产 10 件就赚 100 元，说到底就是打造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

四、蜕变：实现纺织服装产业华丽转身
不可否认，专业镇一直是支撑中山经济发展的最大特色和优势，牛仔服装更
是大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然而，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由于缺乏有序规
划和引导等原因，专业镇仍处在低水平的产业聚集形态，专业镇经济开始疲软已
经成为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其中，缺乏有序的规划、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的主体
科研能力欠缺、产业链条断裂等问题，成为专业镇经济当前亟须突围的掣肘。
2016 年大涌《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及，大涌服装传统行业仍处于依赖规模
和外延扩张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土地资源紧缺，石油、煤炭、原材料、劳动力
等各种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已使大涌面临着发展的瓶颈性制约。
那么，在金融危机倒逼、经济发展秩序调整甚至重新洗牌的大环境下，面临
发展瓶颈，大涌如何进行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突围，完成经济转型升级的华丽转
身，闯出一条新型专业镇发展之路？

2013 年 12 月 13 日，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好日子。
中山市政府在大涌镇召开大涌镇产业转型升级现场动员会，对加快实施《中
山市大涌镇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规划纲要（2013—2020 年）》发起总动员。《规划
纲要》直面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首次以镇区试点的形式，首次引入产城融合概念，
首次提出一揽子转型方案，提出技术、平台、业态、金融、观念、制度等一系列
创新举措。
中山市领导寄语大涌，转型升级意味着要改革，意味着要付出代价，特别是
速度上的代价，要“沉得住气”“耐得住寂寞”“忍得住阵痛”，来换取转型升级的新
成果。
至 2016 年年底，中山市拥有 27 个国家级产业基地，15 个省级科技创新专
业镇。此次为何选择大涌镇作为转型升级的“试验田”“先行地”，而且举全市之力

史

为一个镇的转型升级作动员，并制定专门的行动纲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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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认为，中山市政府之所以这么部署，是因为大涌镇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在全市具有普遍意义。比如大涌特别是牛仔服装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偏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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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路径依赖、公共平台缺乏、行业竞争等问题，大多数专业镇企业在成长过
程中面临着同样的烦恼，对牛仔服装产业的深入解剖，有助于其他镇区举一反三，

中

以点带面，推动全市产业的转型升级。
时任大涌镇主要负责人认为，大涌两大传统行业的优化升级，在于自主品牌
的创建和经营，在于行业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在于市场的不断扩大和拓
展，在于把大涌从生产制造基地转变为研发销售基地。《规划纲要》正好为大涌
镇的产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给大涌镇带来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大涌镇将按
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在转出好的环境、转出好的发展势头方面有所作为。
转型升级的主体是企业，系列改革关乎他们的切身利益，《规划纲要》亦突
出强调企业要加快自主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品牌建设、质量提升、研发服务等
步伐。动员会当天，商会和行业代表表示，将全力支持改革。
《规划纲要》要求在治理大气污染方面，全镇工业锅炉在 2015 年春节前完
成清洁能源改造和治污设施整治工作，不完成整改的不准启用，坚决禁止黑烟排
放，否则将从重进行处罚，直至关停；要求红木家具企业喷漆房必须在 2014 年
6 月底前全部安装有效的废气治理设施，在 2014 年年底前办理相关的环保手续，

实现规范管理，达标排放，否则坚决关停。2014 年，该镇还正式启动天然气热
电联产项目。建成后，除使用天然气及电能的锅炉外，其余锅炉将全部关停。为
了更好地治理污水，大涌镇除积极推进雨污分流工程，还推动洗水企业兼并重组，
最终组建一个洗水集团，走集中治污道路，并研究制定技术改造贴息、差别价格
整治、产业重组兼并、人才引进培养等配套政策。
据统计，专业镇转型升级工作开展一年，大涌共关闭 4 家洗水厂，搬迁 1
家洗水厂，淘汰 270 台洗水机，关停 6 条浆染线。2014 年，大涌积极推进落后
产能淘汰工作，共关停了落后的洗水设备 400 多台、浆染线 4 条、锅炉 60 多个，
牛仔服装生产质量和效率全面提高。同年，大涌积极推进牛仔服装行业技术革新，
引进了冷转移印花和无水洗水等环保节能技术，联成、汇达、昊新易等服装企业
引进智能吊挂系统、镭射激光洗水、双工位单边干冰清洗、ERP 管理系统等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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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恒辉印花公司还荣获节能和清洁生产企业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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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巧明对大涌镇如何扶持牛仔服装行业发展、促进牛仔服装产业转型升级具
有发言权，他曾经是负责分管这块的镇党委委员。他坦言，大涌的牛仔服装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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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但总体实力还不够强。“主要体现在品牌的影响力不够大，
不管是大涌牛仔服装这个区域品牌也好，还是企业品牌也好，都不够强。”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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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历经 30 多年的发展历程，大涌纺织服装产业已荣获“中国牛仔服装名镇”等
称号，在全国纺织服装产业中占据重要席位。但面对日益剧烈的行业竞争，传统
模式下“大涌制造”的纺织服装产业在转型升级的浪潮中已显得前行乏力。大涌镇
应通过奖励机制、引进先进生产工艺和探索“大涌牛仔”品牌建设之路，不断为传
统服装产业注入新的活力。大涌未来应继续发挥牛仔服装转型升级示范工程的带
动作用，协助企业引进新兴材料及工艺技术，不断提升大涌牛仔服装行业的科技
含量；协助企业开展品牌发展之路，并开展争创省级名牌名标工作；同时根据新
形势发展的要求，协助牛仔服装行业开创电子商务。
萧志豪认为，实现“大涌制造”向“大涌智造”的转变，就要以生产技术革新为
驱动，以品牌带动战略为牵引，以创新营销方式为支撑，助力大涌纺织服装产业
实现华丽蜕变。“金融危机后，经过六七年的阵痛期，至 2015 年前后整个服装产
业已经看到了转机。”萧志豪再一次看到了一个行业的复苏，他赶紧召集镇里相
关服装产业的老板们，分析形势、提振信心、谋划未来，还积极与政府相关部门

沟通，希望政府能够出台激励扶持政策，带动大涌服装企业发展，为大涌牛仔服
装产业再一次腾飞加油鼓劲。为突破发展瓶颈，萧志豪认为要在技术革新、品牌
战略、营销创新等方面发力，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抢占“时尚话语权”、拓展
市场份额。萧志豪甚至提出应该规划打造一条牛仔风情街，把大涌的牛仔产业融
入到工业旅游中；风情街既是全镇牛仔服装的展示区，又能够挖掘世界牛仔服装
的发展史，进而提升牛仔产业层次。
30 年风云变幻，30 年沧海桑田。过去的 30 年为大涌牛仔服装产业发展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大涌这艘牛仔服装产业巨轮将再次从西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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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汇入伶仃洋，驶向浩瀚的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