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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中国常熟男装指数分析
文 / 中国常熟男装指数中心（张

芳，刘体兵，
周英辉）

常熟是中国重要的服装产业集群地，同时拥有中国最大的服装专业市场，
产业链完整。中国常熟男
装指数是以常熟男装企业、
常熟服装城男装商户生产经营数据为基础的数据综合平台。根据中国常熟男装
指数，政府、企业及商户可以及时了解行业趋势，洞察消费需求变化，监测市场动向，定位受众特征，辅佐决
策参考。文章通过对 2014 年常熟男装指数进行详细梳理，分析了常熟服装企业在生产、
销售方面的指数变
化情况，探析了企业在指数变化下反映出来的特征及其原因，助力业内人士把握行业趋势。
价格；
景气
男装；指数；
常熟；

1 2014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概述

平台搭建开始。指数经历了多次专项调研，包

常熟拥有雄厚的服装产业基础，男装更是

括验证样本合理性、产品分类的代表性、指数

常熟的优势产业，尤其羽绒服、棉服在全国市

模型与实际情况的模拟与试运行等工作，
最后

场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羽绒服占全国产量的

在市领导与专家指导下，顺利完成指数建设并

40%以上份额，常熟还拥有全国最大的、首个超

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成功发布。在指数对外发

千亿元的服装专业批发市场——
—常熟服装城。

布的同时，
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网站正式开通运

服装城 35 个专业市场中有 10 多个市场专业

行。

经营男装或辟有男装专区；7 个专业市场与男

常熟男装产品价格波动和市场景气状况

装产业相配套，经营男装的原辅料。常熟形成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全国男装产业的走势。它

了一个规模宏大、配套完善、品类齐全的男装

统计局等单位专
从建设起便受到国家商务部、

产业群。在服装城与产业集群的支撑下，
“中国

家的高度重视与认可。还拥有一批包括国务院

常熟男装指数”顺势而生。

发展研究中心任兴洲在内的权威专家顾问团。

2013 年 6 月，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的建设工

伴随着指数解析在各大媒体的发布，在行业内

作正式启动，常熟市政府成立指数工作领导小

得到了重视，企业主动关注指数变化，研究相

组，并在 11 月成立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编制和

关报告。

发布中心，组建男装指数编制团队。指数课题

2 2014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数据分析

组经历了严格的样本企业甄选，先后在南京、

中国常熟男装指数包括价格指数和景气

北京举办两次新闻发布会和专家举行研讨会，

度指数，
价格指数分为内销价格指数和出口价

为指数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实用性及创造

格指数。景气度指数分为生产景气指数和市场

性进行了论证；同年 12 月指数采集正式启动。

景气指数以及环境（要素流动）指数。这里我们

2014 年 1 月指数计算模型设计完毕，数据分析

生产厂
根据价格指数与景气指数从销售市场、

张芳，硕士，中国常熟男装指数季刊主编；刘体兵，中国常熟男装指数季刊分析师；周英辉，中国常熟男装指数季刊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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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于 50.93 点。但基于全
年男装行业景 气指数 均
在 50 点以下，
11 月达到
峰值后景气回落，其中市
场景气指数回落幅度大于
生产景气指数回落幅度，
反映出市场需求没有明显
回升，男装行业保持持续
的增长动力仍显不足。

图 1:2014 年中国常熟男装行业景气度指数

生产 景 气 指 数 的 采
样单位 以常熟 地区的 男
装生产企业为对象。具体
指标有 行业总 体经营 环
境、行业景气和企业综合
生产经营 状况 3 个 综合
指标。单项指数主要由生
产成本、生产总量、产品
订货、国外订货、现有积
压订单、产品销售量、产
品销售价格、产成品库存
量、产成品库存周期、盈

图 2:2014 年中国常熟男装企业生产景气指数

利（或亏损）、企 业融资、

家与其他相关因素等角度解析男装行业景气

流动资金、
货款拖欠、
生产经营人员、固定资产

情况。

原材料采购
投资、
科技创新、
原材料购进价格、

2.1 中国常熟男装景气度指数分析

数量、原材料库存数量、供应商配送等指标对

男装行业景气度指数主要由生产景气度

应的分项指标构成。

指数和市场景气度指数以及采购经理人指数

据 2014 年中国常熟男装企业生产景气度

（PMI）、电商景气指数、环境（要素流动）景气指

指数（图 2）显示，
2014 年上半年男装生产景气

数组成。

指数低位运行，第三季度景气开始呈上升走
势，
其中 11、
12 月连续两月突破 50 点，
景气保
从 7 月起，
持高位运行。从整体来看，
生产景气

据 2014 年中国常熟男装行业景气度指数

回暖，
多项二级指标景气指数开始上升。8 月，

（图 1）显示，2014 年男装行业景气度指数上半

生产、盈利、货物配送等相关二级指标均突破

年走势平稳，稳中微降。下半年在波动中呈上

临界点，位于 50 点以上；进入三季度后，男装

升走势，表现出行业景气在下半年开始全面回

制造业景气明显好转。但 2014 年冬季整体气

突破 50 点，
升。并于 11 月达到行业景气高峰，

温暖多寒少，各企业有节奏性地调整生产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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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4 年中国常熟男装生产二级景气指数的涨跌变化
指标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生产成本

43.8

46.9

46.5

47.7

46.8

48.1

47.5

46.9

46.9

47.3

47.9

47.4

生产总量

48.5

45.9

50.7

51.4

50.9

50.9

50.0

50.8

52.1

51.1

52.1

51.0

产品订货

48.2

47.3

48.2

48.3

48.4

48.3

47.9

49.8

50.5

49.0

50.9

50.6

产品销售量

48.8

46.1

49.0

49.6

49.7

49.9

50.1

51.9

52.4

51.4

52.8

51.9

产品销售价格

50.2

47.9

47.9

48.7

48.8

48.7

48.9

50.6

51.3

51.0

51.2

50.7

产成品库存量

48.2

48.8

49.7

49.6

49.4

49.5

49.1

50.2

49.9

49.0

50.8

50.3

产成品库存周期

48.0

47.9

48.8

48.5

48.1

49.3

48.8

49.5

50.2

49.8

50.9

50.8

盈利（或亏损）

48.2

46.8

48.2

48.8

48.7

49.0

48.7

50.0

51.6

50.2

51.7

52.0

企业融资

49.2

49.2

50.2

49.6

49.4

49.2

49.3

49.4

49.3

49.0

49.2

48.9

设备能力利用

50.0

48.6

49.6

50.6

51.1

51.3

50.7

51.4

52.6

51.8

52.1

52.0

生产经营人员

49.4

49.9

50.6

50.3

49.9

50.0

50.0

50.8

50.9

50.6

50.9

50.3

固定资产投资

49.4

48.6

49.0

49.6

49.6

48.6

48.6

49.2

49.2

49.1

48.8

48.3

科技创新

50.3

49.9

51.0

51.6

51.5

50.9

50.8

51.5

51.6

51.5

51.4

51.3

原材料购进价格

45.4

46.8

47.6

48.6

48.1

48.1

47.9

47.5

47.6

48.6

48.3

48.4

原材料采购数量

52.5

51.9

52.3

52.2

52.1

52.5

52.8

52.7

52.9

52.2

52.5

52.1

原材料库存数量

51.9

50.9

52.4

52.4

52.1

52.9

52.3

52.3

52.8

52.3

52.5

52.1

供应商配送

49.9

50.6

50.3

50.4

50.1

50.2

50.1

50.3

50.4

50.0

50.0

50.0

略，按需生产冬装，
避免了大量积压库存。继而

冬装普遍销售价格偏
及库存周期都相应减少，

12 月生产景气指数虽有下降，但降幅相对较

高，
盈利水平较好，
男装生产达到高峰。12 月份

小。年末部分厂家开始下年春装的设计生产，

产品订货量、
产品销量及销售价格景气值同步

保证生产线的正常运行。

下滑，生产景气指数略有回落反映出企业为避

第一，生产景气二级指标多数在秋冬季呈

免大量积压库存，
有节奏地控制生产总量。

上升趋势。据生产景气的二级指标数据显示

第二，
50 厂家景气指（图 3，见下页）数领

（表 1），7 月份起，男装进入生产佳期，二级指

先于行业整体景气水平。50 厂家指数反映常熟

标的景气指数开始上扬。原材料采购数量和原

地区具有较大影响力男装企业的景气情况。据

材料库存数量景气指数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

50 厂家指数显示，
50 厂家景气情况好于整体

表现为企业原材料准备充足。8 月份进入生产

生产景气，
在生产景气指数徘徊在微不景气区

增速期，11 项二级指标进入景气区，产品销售

间时，
50 厂家指数多数月份位于 50 点以上。6、

价格有所提高，产成品库存量减少，厂商盈利

7 月为传统淡季，从 6 月起，
50 厂家指数开始

情况普遍较好，生产经营人员增加，生产总量

回落，
7 月继续下行走势，
达到最低点。8 月止

景气度值突破 50 点。9 月份进入生产高峰期，

跌回升后持续上行，回到景气区间。后期虽有

产品订货量增加显著，男装生产达到一个小高

波动，但仍在景气枯荣线以上，且 11、
12 月在

终端商
峰。10 月份，市场上冬装开始大量销售，

景气区间保持平稳，体现出实力较强的前 50

需要一段时间消耗已备库存，产品订货量有所

运营平稳。
家企业的生产制造整体向好，

回落，产成品库存量及库存周期增加，盈利水

另外，从 50 厂家景气度指数普遍高于生

平微幅下降，生产景气指数出现暂时性回落。

产景气度指数可见，目前生产企业呈现出两

11 月份，产品订货量达到最高，产成品库存量

极分化的情况，企业大则越强，企业小则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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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9 点，
第四季度的 PMI 平均值为 50.67 点。
2014 年采购经理人后三个季度均位于景气区。
由此可见，采购经理人指数呈平稳上行走势，
男装制造业景气回升。

据中国常熟男装市场景气度指数（图 5）显
示，
2014 年度上半年男装市场一直处于微不景
气区，
7 月后市场景气回升并于 9 月突破景气
图 3：2014 年中国常熟男装 50 厂家指数

临界点 50 点，
再波动中上行，
于 11 月后，市场

弱。大中型生产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中已

景气回落，表现出市场景气受季节影响大，秋

具备相对纯熟的生产技术及销售渠道，有一

冬装对于市场景气的带动作用明显。

定的品牌拥护者及相对稳定的客户源，与其
他规模较小企业相比，具有一定的领先优势，
整体销售情况受大环境影响的波动较小，继
而景气状况较好。而规模较小的生产企业经
营情况则受经济大环境影响较大，景气普遍
在微不景气区。
第三，
采购经理人指数（图 4）平稳上行。采
购经理人指数（PMI）是一个综合指数，由 5 个
扩散指数加权构成，即产品订货、生产量、生产
经营人员、供应商配送时间、主要原材料库存。

图 5：2014 年中国常熟男装市场景气指数

据 PMI 指数显示，第二季度开始，PMI 指数在临
界点附近微幅波动。7 月景气下行，进入微不景

据电商与实体商户景气指数对比图（图 6）

气区。结合构成 PMI 的二级指标可见，7 月指数

显示，在 5~7 月，
电商景气高于市场景气，这个

下降主要是由于企业的男装生产量较前期有

时间段以春夏装销售为主。批发市场春夏装批

所减少所致。综合 PMI 整体走势来看，第一季

发多在 3~4 月完成，
较零售时间提前。电子商

度的 PMI 平均值为 49.04 点，第二季度的 PMI

务针对的主要客户群体仍然以零售客户居多，

平均值为 50.02 点，第三季度的 PMI 平均值为

表现出批发淡季电商景气好于市场景气。而进

图 4：2014 年中国常熟男装采购经理人指数

图 6：2014 年中国常熟男装电商与商户市场景气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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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秋冬装销售季以后，不论市场景气还是电商

价格指数持续下降并于 7 月份达到最低点，

景气指数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并且市场景气

82.35 点；
下半年内销链式价格指数于 8 月明显

上升幅度较大，景气指数高于电商景气。批发

上升，
收于 90.48 点。8 月起，
冬装产品上市，
季

业务与电子商务景气成互补状态。

节交替，
产品结构变化，
价格指数现拐点。
据采样

随着网络购物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接
纳，电商整体景气度指数较去年呈增长趋势。

产品销售额（图 8）可见，
8 月起男装销售额持续
增长，
市场需求上升，
后期价格走势相对平稳。

12 月电商景气指数达到 50.43 点，比去年同期
上升 2.93 个百分点，预计后期电商景气指数
依然呈稳定上升趋势。许多生产销售企业开始
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O2O”销售模式，实现“线
上线下，高效结合”的购物模式。做强电商，
使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选
择。基于电子商务备受重视，并且也有相应的
项目落实提升企业业务进一步良性发展。近年
来，江苏常熟也在加快平台建设步伐，以平台
建设促市场转型发展。重点推进线上线下载体
建设，探索适合市场发展的电子商务应用模
式，并在前不久推出常熟服装在线和常熟服装
城智能物流系统。
2.2 中国常熟男装内销价格指数分析
中国常熟男装内销价格指数主要有链式
价格指数与环比价格指数两种，链式价格指
数反映着市场产品价格的整体变化趋势；环
比价格指数反映的是本期与上一期价格变动
情况。
据中国常熟男装内销价格指数（图 7）显示
（2014 年 3 月为基期 100 点），上半年内销链式

图 7：
2014 年中国常熟男装 3~12 月内销价格指数

图 8：
2014 年常熟男装 3~12 月销售额及环比增长情况

每个季度男装销售的主要类别及销售规
模也各不相同，所以不同季度内，销售占比较
大的产品品类其价格与市场走势对内销价格
影响作用就相对其他品类大。下面我们重点从
每个季度来看相应季度内指数变化及对应的
市场情况。
第一，
第一季度茄克为主销品(图 9)。第一
季度男装销量占全年比例最低，为 13.78%；销
售额占全年 14.50%；平均销售单价为 136.87
元 / 件。3 月份为一季度主要销售月并以春装
的批发销售为主；茄克销售额占比最大，占第

图 9：
2014 年常熟男装第一季度各大类采样销售额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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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销售总额的 46.67%，价格指数受其影响
大。茄克主要以棉混纺材质销售较好，采用立
领设计；款式细节方面集中在纯色和肩部拼布
较受市场欢迎。第一季度主要有春节因素，
批
发市场普遍休市放假；且春装销售周期较其他
季节服装稍短。
第二，
第二季度全棉长裤销售领先（图 10）。
第二季度男装销量占全年 24.42%；销售额占全
年 13.84%，销售额占比最低；平均销售单价为
73.69 元 / 件。全棉长裤销售额占比最大，
占第
二季度销售总额的 43.56%；全棉长裤对于本季

图 11：2014 年常熟男装第三季度各大类采样销售额占比

度价格指数走势影响较为关键。市场休闲裤销

衣销售规模提升明显，
男装整体销售单价有所

售要好于牛仔裤，主材质面料以涤纶和棉混纺

提高；第三季度销量虽涨幅不大，但销售额环

材质为主，面料类型则集中在平绒布；棉混纺

比提升较高，
内销价格指数反弹回升明显。

材质的长裤具有更好的舒适度，市场欢迎度普

第四，羽绒服、棉服为第四季度市场销售

受气候因素影响，第二季度市
遍高。4~6 月份，

主 流 （图 12）。 第 四 季 度 男 装 销 量 占 全 年

场主流的销售产品转换，春装市场份额逐渐缩

42.87%；销售占全年 54.83%；平均销售单价为

小，夏款服装的销售逐渐走俏，夏装单品价值

166.37 元 / 件。羽绒服销售额占比最大，
占第

低，虽然销量较多，但总体销售额不敌其他季

四 季 度 销 售 总 额 36.1% ； 其 次 为 棉 服 占 比

度，内销价格指数整体出现下行。

20.0%；羽绒服决定了第四季度内销价格指数
的走向。羽绒服以辑行与纯色款式销售走强，
面料以稳定性较高的涤纶居多；纯色棉服较拼
色棉服销售好，
面料中以色牢度高的涤纶与手
感好的棉混纺销售占比大。第四季度以冬装销
男装
售为主，
市场对于羽绒服、棉服需求旺盛，
冬装单品价值高，
价格
销售额增加明显。此外，
明显高于其他季节产品，
在高销量和高单价的
作用下，
内销价格指数运行稳定。

图 10：2014 年常熟男装第二季度各大类采样销售额占比

第三，全棉长裤、茄克主导第三季度市场
（图 11）。第三季度男装销量占全年 18.94%；
销
售额占全年 16.83%；平均销售单价为 115.61
元 / 件。市场仍以全棉长裤销售额占比最大，
为 37.53%，
其次为茄克销售额占比 33.79%。此
时处于夏秋服装交替阶段，陆续有长款服装代
替夏季短款服装，终端客商开始对秋款风衣、
茄克开始备货，9、10 月份的秋款茄克、长裤、
风

图 12：2014 年常熟男装第四季度各大类采样销售额占比

服饰与产业：产业观察

主持：刘岳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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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场需求稳定，
价格运行较为平稳。据监测，
2014 年上半年茄克衫、风衣、长裤、衬衫、

以纯色款的风衣销售为主，外加毛领逐渐流

西服、T 恤六大类指数均现下降，其中衬衫、
T

行；
毛混纺面料垂感好，保暖效果佳，进而在风

恤降势较为明显。下半年风衣、
西服、T 恤内销

衣销售中占比最大。

价格指数与男装整体价格走势相同，而长裤、
衬衫内销价格指数出现涨势。

第二，
全棉休闲衬衫与长裤价格指数均呈
先降后升态势。全棉休闲衬衫与长裤内销链式

第一，下半年风衣价格指数运行平稳，
茄

价格指数（图 15）在 8 月后继续保持温和上升

克价格指数降势明显。2014 年茄克衫内销价格

走势，不同于夹克与风衣以 8 月为拐点的价格

指数（图 13）整体波动较大。上半年价格指数在

指数走势。全棉休闲衬衫内销链式价格指数呈

波动中持续下降，结合采样销售额 （图 14）可

先降后升态势，休闲衬衫全年采样销售额占男

见，春款夹克价格内需支撑力度不足。内销链

装销售总额 7.7%。上半年衬衫价格指数高点出

式价格指数由 3 月份的 100 点降至 6 月 90.53

现在 4 月，与其上半年销量高峰月相吻合，但

点。8 月起，秋冬款夹克上市，销量回升，8、
9

维持时间较短，4 月后开始回落。8 月起指数上

两月茄克销售迎来热潮，两月累计销售额占全

升并呈呈稳中微升走势，
表现为，
8 月秋冬衬衫

年总额 31.3%，
指数值一度达到 102.71 的最高

上市，
市场销量稳定，
价格走势梯度上行。长裤

点。后期随着需求回落，
价格指数下行。风衣价

内销价格指数显示，裤装价格指数运行平稳，

格指数（图 13）全年除 8 月指数上升，其余时间

只在 7 月春夏裤装尾货清仓，降价处理阶段，

段基本保持平稳的指数走势。8 月秋冬款风衣

指数下行。进入秋冬裤装销售季节，价格指数

上市，新款上市价格位于最高点，随着后期市

上升，
保持稳中微升的走势。2014 年裤装市场

图 13：2014 年中国常熟男装茄克衫与风衣内销链式价格指数

图 15：
2014 年中国常熟男装长裤与全棉休闲衬衫内销链式价格指数

图 14：
2014 年中国常熟男装茄克衫与风衣采样销售额（单位：万元）

（单位：
万元）
图 16：
2014 年中国常熟男装长裤与全棉休闲衬衫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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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图 16，
见上页)较为走俏。2014 年长裤采

月份的 68.21 点，
平均单月降幅超过 5 个百分

样销售额占男装销售总额 23.2%，居于八大类

点。T 恤主要季节在上半年。T 恤价格指数平滑

之首。长裤为男装重要的下装，市场总需求较

下降的走势显示，
2014 年 T 恤批发旺季持续时

为强劲。进入秋冬季，加厚长裤市场销售热度

间短，其中棉混纺材质与无领条纹设计销售较

增加，销售规模长期处于高位，也为价格指数

好。2014 年 T 恤采样销售额（图 18）占男装销

上行提供动力。

售总额比例最低，
仅有 4.6%。

第三，
2014 年下半年西服、T 恤内销价格

第四，
2014 年 11 月羽绒服价格指数回升，

指数（图 17）趋于平缓，两类全年销售额占比

棉服价格指数稳中微降。据羽绒服与棉服内销

低。西服内销价格指数梯度缓慢下行，7 月为价

链式价格指数（图 19，
见下页）显示（2014 年 10

格指数拐点，但 7 月升幅较小，整体表现出西

月为基期），
羽绒服 11 月内销价格指数开始上

服正装类男装价格上升动力不足。西服属于正

行，
12 月中旬后大幅下降，表现出羽绒服内销

装产品，上半年，尤其在 5、6 月份市场销量低。

市场 11 月为批发旺季，需求提振，价格坚挺。

7 月以后，西服销售（图 18）形势逐渐转好，终

12 月中旬羽绒服销售额（图 20，见下页）达到

端零售商进行采购铺货，其中以毛混纺材质与

年内峰值之后略有回落，
羽绒服是季节性非常

单排扣设计销售热度较高。T 恤内销价格指数

明显的产品，
为了避免积压库存，在 12 月下旬

在上半年大幅下滑，由 3 月份的 100 点，降至 8

多数商家开始折价清货。棉服内销价格指数
（图 19，见下页）10 月中
旬达到峰值后，开始回
落，
12 月 月底指 数 有较
表现出棉
大幅度的下降，
服销售（图 20，见下 页）
高峰持续时间相对较短，
后期随着批发量的回落，
价 格逐步 下调 ，
12 月 末
开始尾货清仓。休闲羽绒
服、棉服的上货时间较

图 17：
2014 年 3~12 月中国常熟男装西服与 T 恤内销链式价格指数

晚，常熟地区主要在 10
月份开始销售。虽然羽绒
服、棉服销售周期短，一
般在 4 个月左右，但其销
售额 为男装销 售总额 的
重要组成部分。据采样数
据（图 20，见下页）显示，
2014 年羽绒服销售额占
男装销售总额的 21.66%；
棉服销 售额占 男装 销 售
总额 11.72%；
两大类销售

万元）
图 18：2014 年 3~12 月中国常熟男装 T 恤与西服销售额（单位：

额累计占比 33.39%。常熟

服饰与产业：产业观察

主持：刘岳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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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的男装行业指数，不
仅包括贸易环节，还包括
生产环节。它的推出，将
进一步充实中国纺织服
装指数体系内涵，在推动
中国纺织服装行业转型
升级、转变中国纺织服装
业发展方式，推动行业影
响力方面具有深远的意
义。
图 19：2014 年 10~12 月中国常熟男装羽绒服与棉服内销链式价格指数

中国常熟男装指数为
了能更深入的反映指数背
后的行业联动因素以及更
准确的做趋势预测，后期
中国常熟男装指数将在现
有基础上细化男装产品特
征数据，找到衔接男装成
品与上游面料及纱线的关
联点，从而连接男装上下
游产业状况。建立高效的

图 20:2014 年 10~12 月中国常熟男装羽绒服与棉服采样销售额（单位：万元）

数据关联，并且有完善数

地区主要以秋冬装生产为主，当前的制作工

据的推送功能，实现快速发现指数背后表现出

艺、质量、款式已达国内前列，市场认可度较

能更准确的做出趋势
的男装产业链变动因素，

高。厂商普遍将秋冬装销售作为年度盈利的关

预测，更好地为国内服装产业、
企业、市场和商

键。

户提供更为精确的市场环境变化、价格以及景

3 中国常熟男装指数未来预测

气状况走势。

中国常熟男装指数是中国服装行业首次

（收稿日期：2015 年 2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