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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紡織及成衣業

中國乃世界最大紡織品製造商之一。二零零零年之紡織產品之總生產量概述於下表：

由一九九九年至

二零零零年之

種類 單位（約） 增長率（約）

化學纖維 6,900,000噸 16.3%
紗 6,600,000噸 16.2%
棉布 19,100,000,000米 10.0%以上
絲織物 77,000噸 15.6%
成衣 7,200,000,000件 13.4%

資料來源：中國紡織工業發展報告

除製造紡織品外，中國亦為全球約25%之布料產品加工，並於二零零零年佔全球出
口量約12.5%。

布料之生產及加工成為中國之主要業務之一，約有850間公司從事漂白與印染業務；
該等公司總共聘用了約271,000員工。於二零零零年，中國之漂白與印染業之工業產量總
共約為55,000,000,000元人民幣，其中約44％為出口。

中國於二零零零年之紡織品及成衣產品總出口額超過52,000,000,000美元，即比上一
年度增加約21%。雖然海外需求量減弱，該類出口仍然於二零零一年之首十一個月上升
約2.6%。

下表概述中國於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之紡織品及成衣產品出口數字。

二零零一年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零年 一月至十一月

（百萬美元）（百萬美元） （增長）（百萬美元） （增長）

紡織紗、布料及
　製成品　 13,058 16,152 23.7% 15,416 4.2%

成衣及衣服配件 30,066 36,020 19.8% 33,554 1.8%

資料來源：中國海關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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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二零零一年中國紡織業概況」顯示，中國之工業貿易商相信出口紡織及成衣原
料主要屬中等級數，只有小部份屬高附加值。大部份出口成衣並沒有獨立品牌，而大部
份服裝出口使用入口原料在中國再作加工並製成衣服。

根據涵蓋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五年之第十個五年計劃，中國當局打算進一步擴展中
國之紡織業之生產水平，並提升其生產標準。第十個五年計劃所訂下之目標，包括達到
加工布料量每年平均約3.3%之增長，由二零零零年之12,100,000噸，於二零零五年增至
14,250,000噸；以及達到出口成衣產品每年平均約5.4%之增長，於二零零五年前由二零零
零年之約50,000,000,000美元增至約65,000,000,000美元。

中國加入世貿的影響

中國加入世貿，將為香港紡織業造就大量機會，同時，紡織品及服裝協定下對源自
中國服飾進口的全球限額將於二零零五年前全面撤銷，這將鼓勵香港製造商繼續將生產
遷往中國內地，並進而加強港商的成本競爭力；另外，中國承諾世貿開放其本土紡織品
市場，亦將惠及香港的紡織品製造商及貿易商。

中國環境保護法律及規例

中國之環境保護事宜主要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規管，此乃由全國人大常
委會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所制定。根據此保護法，國務院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
門將負責中國環境保護之整體規管，而各省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則獲授權規管有關省
份之環境保護。

中國福建省之環境保護事宜，乃由《福建省環境保護條例》所規管，此乃由福建省人
大常委會於一九九五年七月五日制定，於一九九五年十月一日起生效。根據此條例，所
有排放及／或產生污染廢物的企業，必須向有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註冊，並支付適用之
排污費。根據條例規定，違反條例之企業，須付不同程度之罰金及／或接受懲罰。倘企
業遭受懲罰但未能按規定履行責任，可能遭受額外罰款及／或者責令停業及／或關閉。

此外，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八日通過的《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規管排放
及／或產生污染的設施建設。據此條例，排放及／或產生污染的設施建設必須符合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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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及有關當地政府所訂標準。尤其有可能影響環境的設施建設，必須提交一份報告，
當中須包括該設施對環境帶來的影響分析及估計。而對環境影響不大的設施工程，則只
需提交環境影響註冊表，而無須就該設施對環境的估計影響作出分析。違反此條例可招
致懲罰，包括不同程度的罰金及／或終止工程。

香港紡織業

香港的紡織業為香港出口業的主要部分，佔二零零零年香港出口額約104,700,000,000
港元。紡織業尤為香港賺取收益之主要出口工業之一，佔二零零零年本地總出口的6.7%。
作為全球第二大服裝出口者，香港服裝業的出口額僅亞於中國，而紡織業作為服裝業的
供應商正正提供了有力支援。

為保持成本競爭力，香港的紡織製造商已將其製造工序轉移至其他低成本生產地區
（尤其中國及其他東南亞國家），惟不少較高級產品仍於香港本地生產。香港紡織製造商
的製造工序集中於精密及高附加值項目，包括高質素之環錠紗、空氣紡紗、幼針織布以
及精密漂染布料。本港紡織業擅於短短訂貨期限內生產大量高質素產品或特別商品，其
競爭優勢在於產品質素高，而且緊貼時裝潮流與市場需求。

下列圖表列舉香港紡織業的主要出口界別，以產品及主要市場分類。香港的大部份
出口均源自主要市場如台灣、韓國、日本及意大利，再轉口至中國，供中國作服裝生產
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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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零年香港紡織製品出口

主要出口市場 出口製品類別

中國
67%

美國
4%

其他
29%

特種紗及

布料
6.7%

整理配料
4.2%

紡織製成品
4.2

鋪地製品
0.3%

紡織紗布
22.5%

機織物
44.4%

針織物或

鉤織物
17.6%

其他
0.1%

資料來源：香港貿易發展局

經二零零零年大幅反彈後，香港的紡織出口總額於二零零一年上半年較去年同期下
跌了7%。除紡織紗布及鋪地製品外，所有類別的紡織製品在二零零一年首六個月均出現
下跌。

香港服裝業

香港作為主要服裝出口商，是全球第二大出口商，排名僅次於中國，二零零零年總
出口（包括源自中國大陸的再轉口）約為188,700,000,000港元。香港依然為中國大部份服
裝產品提供通往全球的出口渠道；事實上，香港服裝及服裝配件入口的91%均來自中國，
各國主要服裝零售商亦於香港駐有採購辦公室或中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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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圖表列舉香港服裝業的主要出口界別，以製品及市場分類。

二零零零年出口市場分類 二零零零年出口製品分類

美國
35%

中國
11%

英國
9%

日本
8%

德國
7%

其他
30%

針織服裝
16%

服裝配料
11%

其他製品
35%

機織服裝
38%

資料來源：貿易發展局

菲律賓之成衣業

成衣業乃菲律賓第三大出口收益工業（僅次於電子設備及零件以及機械及交通設備），
於二零零零年之出口額約為3,000,000,000美元。在菲律賓，成衣業聘用超過500,000員工。
於二零零一年，成衣出口維持穩定，只錄得0.5%之實質下降，並佔總出口商品之約
10.9%，其時其他主要出口類別均出現明顯下降。

根據《外貿統計表－二零零二年三月》，菲律賓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止年度之總出
口商品分類如下：

二零零二年三月

（百萬美元） %

製成品 2,562.1 90.0
所有農業有關產品 128.7 4.5
特別交易 97.0 3.4
礦物產品 39.9 1.4
石油產品 20.3 0.7
林業產品 0.5 0.0

總計 2,848.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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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值2,562,000,000美元製成品出口之詳細分析如下：

二零零二年三月

（百萬美元） %

電子設備及零件 1,534.6 59.9
機械及交通設備 596.6 23.3
成衣、紡紗／布料、鞋類、
　旅遊用品及手袋 188.6 7.3
木製品、傢俱及裝置 38.6 1.5
加工食品及飲品 38.4 1.5
其他 35.1 1.4

130.2 5.1

2,562.1 100.0

下表概述菲律賓於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一年之成衣產品出口數字。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百萬披索）（百萬披索） （增長）（百萬披索） （增長）

成衣 37,474 41,292 10.2% 40,843 -0.5%

資料來源：菲律賓國家統計統籌會

影響紡織／服裝業之外來因素

由於中國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加入世貿，進口紡織品之平均關稅率將由未加入世貿
前之約22%－25%，於二零零五年前減至14%－16%。加上中國之生活水平之平穩增長，
預料中國市場對服裝之需求無論在數量或質素上均有所提昇。

根據世貿所實施之紡織品及服裝協定，二零零五年之前，以往其他國家對入口中國
紡織製品所實施之限額制度預期會逐步撤銷。預料這將促進中國之紡織品加工及製造量
以及中國製服裝之出口量。

環保意識對全球紡織業及成衣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下列乃其中數項已知原因：

‧ 大部份由美國及歐洲聯盟（「歐盟」）領導之已發展國家，已就本地生產產品發展
出多項最低生產環保標準，範圍包括化學品用量、空氣污染及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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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已就含有某些化學品的入口紡織品及成衣採取行動 — 於二零零二年五
月，歐洲理事會發表官方立場表明限制推銷及使用偶氮染料（Azodye），預料歐
盟下一步行動為採取全面限制偶氮染料（Azodye）。目前，德國、荷蘭及瑞典經
已全國禁止多項化學品，牽涉範圍廣泛；

‧ 美國環境保護處根據一九七六年之美國毒性物質管理法，禁止含有有毒化學物
質的入口；

‧ 多項志願性標榜生態保護的計劃正進行中，反映消費者對愛護環境產品的需求；

‧ 多間大型零售連鎖店及服飾品牌已訂下內部標準，包括對其供應商之生產環保
標準要求；及

‧ 國際標準組織設立了ISO14000標準系列，目的是為公司提供一個環境管理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