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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分析报告
文/张

芳，
张 蓓，周英辉
2015 年中国服装行业出口、
内销两个市场需求较低迷，男装行业运行趋缓，各项指标增速进一步放

缓。根据中国常熟男装指数，
从行业景气度指数、价格指数两大方面，详细分析 2015 年度常熟男装企业在
生产、
内销、
出口方面的变化情况。
常熟；男装；
指数；
景气；
价格

2015 年面对复杂变化的国内外形势，
中国

2014 年相比，一季度男装行业景气同比下降

服装业运行压力仍大，不少企业积极探索转型

0.95 个百分点；二季度同比下降 0.21 个百分

升级，呈现出“总体平稳、调整变革”的主要特

点；三季度同比下降 1 个百分点；四季度同比

服饰
点。1 月 ~12 月，全国规模以上纺织服装、

下降 1.38 个百分点。

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5.6%，利润总
额同比增长 4%。主要盈利指标保持稳定或略有
增长，说明行业转型调整从未停止。常熟作为
中国重要的男装生产基地和最大的男装集散
地，其男装市场景气状况和产品价格波动很大
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男装产业走势。本文依据中
国常熟男装指数，从市场销售、厂家生产等方
面分析 2015 年男装行业生产、销售情况。

1 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男装行业景气
度指数分析
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男装行业景气度指数

图 1:2014 年、2015 年 1 月 ~12 月中国常熟男装指数
男装行业景气度指数

从生产 和销售 情况看：2015 年 1 月 ~12
月常熟服装工业总产值同比下降 6.72%，大型

主要由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生产景气指数、

企 业 同 比 下 降 3.38% ， 中 型 企 业 同 比 下 降

市场景气指数构成。

13.8%，小型企业同比下降 12.97%，微型企业

1.1 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男装行业景气

同比下降 89.54%。2015 年常熟服装工业销售

指数较 2014 年小幅下降，
仍处不景气区间

收 入 同 比 下 降 7.4% ， 大 型 企 业 同 比 下 降

纵观全年，
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男装

3.91%，中型企业同比下降 14.91%，小型企业

行业景气整体呈现弱势（图 1），行业年度平均

同比下降 13.82%，微型企业同比下降 91.99%。

景气指数值 收于 48.25 点，较 2014 年 下降

可见，2015 年服装企业产能减少的同时仍面

0.88 个百分点，行业景气处于不景气区间。与

临较大的销售压力。

张芳，硕士，中国常熟男装指数季刊主编；张蓓，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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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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制造业采购

个百分点；三季度同比下降 1.47 个百分点；

经理人指数分析

四季度同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指数曲线下

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制造业 PMI 与 2014

降趋势明显，12 月全国制造业 PMI 指数小幅

年基本持平，高于全国制造业 0.27 个百分点。

上涨，表明全国制造业收缩之势趋缓，年末略

2015 年 1 月 ~12 月，男装制造业 PMI 指数为

有回暖。

50.18 点，同比微幅下降 0.01 个百分点，与

2 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男装制造业采购

2014 年基本持平，
且高于全国制造业 PMI 指数

经理人指数重点指标分析

0.27个百分点（图 2~ 图 3）。其中，一季度同比

本文从生产、
新订单、从业人员、
原材料库

下降 0.11 个百分点；二季度同比上升 0.28 个

存数量与供应商配送时限 5 个分类指数来分

百分点；三季度同比下降 0.03 个百分点；四季

析采购经理人指数的变化情况。

度同比下降 0.23 个百分点。从曲线走势看，

2.1 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男装制造业、

2015 年 8 月起中国常熟男装制造业 PMI 在景

全国制造业生产总量景气指数同比均降

气区间稳步上升，但 12 月开始急速下跌，
显示

2015 年 1 月 ~12 月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男

年末呈收缩之势。
出男装制造业扩张趋势放缓，

装制造业生产总量景气指数为 50.31 点，同比

2015 年 1 月 ~12 月全国制造业 PMI 收于 49.91

下降 0.54 个百分点，表明常熟男装制造业生

点，
同比下降 0.83 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同

一季度同比下降 0.74
产总量增速放缓。其中，

比下降 0.45 个百分点；二季度同比下降 0.57

个百分点；二季度同比下降 0.4 个百分点；三
季度同比下降 0.25 个百分点；四季度同比下
降 0.85 个百分点。从曲线走势可见，
12 月常熟
男装生产总量大幅下降，指数收于 49.38 点，
降于临界点以下（图 4）。2015 年1 月 ~12 月全
国制造业生产总量景气指数为 52.26 点，同
比下降 0.72 个百分点，仍处临界点以上。其
中，一季度同比下降 0.95 个百分点；二季度
同比上升 0.03 个百分点；三季度同比下降
1.53 个百分点；四季度同比下降 0.5 个百分

图 2：
2014 年、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
男装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图 3：
2014 年、
2015 年全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点。从曲线走势可见，2015 年下半年全国景气

图 4:2014 年、
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
男装制造业生产总量景气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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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下降 1.60 个百分点，指数在临界点附近上
下波动，表明全国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回落，
新订单量较去年增速放缓。其中，一季度同比
下降 0.55 个百分点；二季度同比下降 1.8 个
百分点；三季度同比下降 2.83 个百分点，四
季度同比下降 0.87 个百分点（图 7）。

图 5:2014 年、
2015 年全国制造业生产总量景气指数

值明显低于上半年，可见 2015 年下半年全国
制造 业生产总 量 相对 上 半 年增 速 有 所放 缓
（图 5）。
2.2 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男装制造业新
订单量降速趋缓，全国制造业新订单量增速放
缓
2015 年 1 月 ~12 月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男
装制造业产品订货景气指数为 49.28 点，同

图 7：
2014 年、
2015 年全国制造业产品订货景气指数

比上涨 0.18 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同比上

2.3 2015 年下半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男装制

升 0.48 个百分点；二季度同比上升 0.83 个

造业用工需求较 2014 年有所减少，全国制造

百分点；三季度同比上升 0.16 个百分点；四

业从业人数加速下降

季度同比下降 0.64 个百分点（图 6）。从曲线

2015 年 1 月 ~12 月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男

走势可见，2015 年前三季度景气指数在不景

装制造业从业人员景气指数为 50.47 点，
同比

气区间波动上行，可见常熟男装制造业产品

上涨 0.15 个百分点，且多数月份景气指数处

订货量降速趋缓；四季度景气指数同比下降，

于景气区间，
表明常熟男装制造业对从业人员

表现在 11 月订单量景气指数回到景气区间

的需求增速上升。其中，
一季度同比上升 0.34

后又大幅下跌，表明 12 月常熟男装制造业市

个百分点；二季度同比上升 0.54 个百分点；三

场需求减弱，2015 年冬季旺季持续时间太短，

季度同比下降 0.11 个百分点；四季度同比下

产品订货量大幅减少。2015 年 1 月 ~12 月全

降 0.09 个百分点（图 8）。可见，
2015 年下半年

国制造业产品订货景气指数为 50.13 点，同

常熟男装制造业对从业人员用工需求较 2014

图 6：
2014 年、
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男装制造业产品订货景气指数

图 8:2014 年、
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男装制造业从业人员景气指数

服饰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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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所减少。2015 年 1 月 ~12 月全国制造业
从业人员数量指数收于 47.93 点，同比下降
0.35 个百分点，长期 处在临界点以下，且低
于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男装制造业从业人员景
气指数 2.54 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同比下
降 0.1 个百分点；二季度同比下降 0.27 个百
分点；三季度同比下降 0.3 个百分点；四季度
同比下降 0.63 个百分点（图 9）。从曲线走势
来看，5 月起指数曲线直线下行，表明全国制
造业从业人数加速下降。
图 10:2014 年、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男装制造业
原材料库存景气指数

个百分点。6 月起指数持续下行，
12 月略有回
升，
但仍处不景气区间（图 11），
可见 2015 年下
半年全国制造业原材料库存持续增加，
年末压
力有所缓解。

图 9:2014 年、
2015 年全国制造业从业人员景气指数

2.4 2015 下半年中国常熟男装制造业 库存
压力有所好转；全国制造业库存持续增加，
2015 年年末压力有所缓解
2015 年 1 月 ~12 月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男

图 11：2014 年、2015 年全国制造业原材料库存景气指数

装制造业原材料库存量景气指数为 50.34 点，

2.5 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制造业供应商配送

同比下降 2.04 个百分点。其中，
一季度同比下

时限较 2014 年加快，
且增速快于全国水平

降 1.32 个百分点；二季度同比下降 2.49 个百

2015 年 1 月 ~12 月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男

分点；三季度同比下降 2.49 个百分点；四季度

装制造业供应商配送时限景气指数为 50.66

同比下降 1.62 个百分点（图 10）。从曲线走势

点，
同比上涨 0.51 个百分点，且高于全国制造

看，
2015 年下半年中国常熟男装制造业库存量

业景气指数 0.15 个百分点，表明 2015 年常熟

指数稳步上升，9 月后库存量景气指数保持在

男装制造业供应商配送时限增速高于全国水

景气区间。2015 年 1 月 ~12 月全国制造业原材

平。其中，一季度同比上升 0.62 个百分点；二

料库存量景气指数为 47.86 点，同比下降 0.29

季度同比上升 0.44 个百分点；三季度同比上

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同比下降 0.15 个百分

升 0.34 个百分点；
四季度同比上升 0.66 个百

点；二季度同比上升 0.33 个百分点；三季度同

分点（图 12，
见下页）。2015 年 1 月 ~12 月全国

比下降 0.73 个百分点；四季度同比下降 0.57

制造业供应商配送时限景气指数为 50.51，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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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原材料购进价格、原材料采购数量、原材料
库存数量、
供应商配送等 20 个指标。
3.1 2015 年 1 月 ~12 月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男
装企业生产景气指数同比下降 0.85 个百分点
2015 年国内外市场需求疲软，
生产景气明
显不如 2014 年同期。2015 年 1 月 ~12 月生产
景气指数为 48.02 点，同比下降 0.85 个百分
点。其中，一季度同比下降 0.58 个百分点；二
季度同比下降 0.51 个百分点；三季度同比下
图 12：2014 年、
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男装制造业
供应商配送时限指数

降 0.6 个百分点；四季度同比下降 1.64 个百
分点（图 14）。

比上涨 0.41 点个百分点。其中，
一季度同比上
升 0.35 个百分点；二季度同比上升 0.23 个百
分点；三季度同比上升 0.5 个百分点；四季度
同比上升 0.53 个百分点（图 13）。从曲线走势
看，2015 年全国制造业供应商配送时限较去年
明显加快。

图 14：
2014 年、
2015 年 1 月 ~6 月中国常熟男装企业生产景气指数

从企业的生产进货成本角度看，
2015 年 1
月 ~12 月 企 业 原 材 料 购 进 价 格 景 气 指 数 为
49.82 点，同比上升 1.99 个百分点；生产成本
景气指数为 48.54 点，同比上升 1.57 个百分
图 13：2014 年、2015 年全国制造业供应商配送时限指数

3 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男装生产景气

点。可见常熟多数企业原材料购进价格及生产
成本压力仍较大，
但同比 2014 年有所好转。

情况
生产景气指数的采样单位以常熟地区的
生产企业为对象，选择覆盖男装以及相关行业

受男装行业整体不景气影响，
2015 年常熟

生产、销售、
效益、成本等方面的指标来完整反

多数企业产品平均销售价格有所下调，但对产

映常熟男装景气情况。具体指标有总体经营环

品销量提升作用有限。2015 年 1 月 ~12 月中国

境、行业景气和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3 个综合指

常熟男装产品销售价格景气指数为 49.33 点，

生产总量、
产品
标。单项指数主要有生产成本、

同比下降 0.48 个百分点；中国常熟男装产品

订货、国外订货、现有积压订单、产品销售量、

销售量景气指数为 50.15 点，同比下降 0.52

产品销售价格、产成品库存量、产成品库存周

个百分点，仍处景气区间，表明产品销售增速

期、盈利（或亏损）、企业融资、流动资金、货款

放缓。2015 年 1 月 ~12 月中国常熟男装产成品

拖欠、生产经营人员、固定资产投资、科技创

库存量及库存周期景气指数均处不景气区间，

服饰与产业：
产业观察

但同比 2014 年分别上涨 0.12 个、0.14 个百分
点，表明库存压力仍大，库存周转时间变长，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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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4 年、2015 年 1 月 ~12 月中国常熟男装指数
男装生产景气二级指标

库存压力较 2014 年有所缓解。盈利能力景气

生产分项指标

2015 年
1-12 月

2014 年
1-12 月

同比涨跌

指数为 49.95 点，同比上升 0.23 个百分点，表

原材料购进价格

49.82

47.83

1.99

设备能力利用

52.90

51.20

1.70

生产成本

48.54

46.97

1.57

供应商配送

50.66

50.15

0.51

企业融资

49.65

49.34

0.31

固定资产投资

49.32

49.04

0.28

定资产投资比例有所减小，2015 年 1 月 ~12 月

货款拖欠

48.99

48.74

0.25

盈利（或亏损）

49.95

49.72

0.23

中 国常熟男 装 固 定资 产 投 资景 气 指数 收 于

产品订货

49.28

49.10

0.18

明盈利虽未达预期，但较 2014 年降速趋缓。

随着生产总量的收缩，常熟男装企业对固

49.32 点，同比上升 0.28 个百分点，降速趋缓。
企业科技创新指数虽收于 50.94 点，处于景气

生产经营人员

50.47

50.32

0.15

产成品库存周期

49.47

49.33

0.14

产成品库存量

49.70

49.58

0.12

区间，但同比仍下降 0.28 个百分点，增速减

流动资金

48.78

48.66

0.12

缓。2015 年 1 月 ~12 月，男装生产企业设备利

原材料采购数量

52.18

52.44

-0.26

用率有较大的提高，设备能力利用景气指数为

科技创新

50.94

51.22

-0.28

产品销售价格

49.33

49.81

-0.48

产品销售量

50.15

50.67

-0.52

生产总量

50.31

50.85

-0.54

原材料库存数量

50.34

52.38

-2.04

52.9 点，同比上升 1.7 个百分点。

难、
原料价格波动风险、人工成本走高、资金短
2015 年 1 月 ~12 月中国常熟男装企业资
金压力略有好转，企业融资、货款拖欠、流动资

缺等问题长期困扰常熟服装企业的发展，
2016
年常熟服装市场行情或将继续下行。

金指数虽仍处 50 点临界点以下，但较 2014 年
均有所增长，表明资金压力较去年有所缓解。
其中，融资情况景气指数同比上涨 0.31 个百
分点；流动资金景气指数同比上涨 0.12 个百
分点；货款拖欠景气指数同比上涨 0.25 个百
分点（表 1）。
3.2 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 50 厂家生产
景气指数同比下降 0.86 个百分点
2015 年 1 月 ~12 月中国常熟男装指数 50
厂家景气指数为 49.51 点，同比下降 0.86 个

图 15：
2014 年、
2015 年 1 月 ~12 月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男装 50 厂家指数

3.3 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男装市场景气
情况

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同比下降 0.91 个百分
点；二季度同比下降 0.5 个百分点；三季度同
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四季度同比下降 1.34
个百分点 （图 15）。据常熟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5 年 1 月 ~12 月，
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男

2015 年 1 月 ~12 月，
常熟市规上服装企业产销

装市场景气指数为 48.47 点，同比下降 0.91

率 99.1%，同比下降 0.74%。可见，在产能过剩

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市场景气同比下降

的大背景下，终端需求依旧不旺，工厂经营困

1.33 个百分点；二季度同比上升 0.08 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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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三季度同比下降 1.4 个百分点；四季度同

分点。从生产与市场两方面看，电商生产企业

比下降 1.12 个百分点（图 16）。从曲线走势可

景气指数收于 48.41 点，同比下降 0.06 个百

见，市场景气长期在 50 点以下运行，仅在 11

分点，但电商贸易商户景气指数收于 49.76

月短暂回归景气区间，12 月市场景气大幅回

点，
同比 2014 年上涨 2.71 个百分点。2015 年

落，
环比下降 2.49 个百分点。

顾客人数及主要货源供应同比去年增速放缓。
为促进业绩提升，电商企业下调商品销售价
格，平均销售价格景气指数同比下降 0.13 个
百分点，但对销量提升作用有限，销售总量景
气指数同比下降 0.35 个百分点（图 18）。

图 16:2014 年、2015 年 1 月 ~12 月中国常熟男装指数
男装市场景气指数

2015 年 1 月 ~12 月中国常熟男装指数实

图 18:2014 年、
2015 年 1 月 ~12 月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电商景气指数

体商户景气指数为 48.45 点，同比下降 0.85

4 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男装价格指数

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景气指数同比下降

走势分析

0.47 个百分点；二季度同比上升 0.09 个百分

男装价格指数是用来度量男装价格波动

点；三季度同比下降 1.74 个百分点；四季度

的主要方法，
男装价格指数的变动背后反映了

同比下降 1.16 个百分点（图 17）。指数曲线走

男装市场供求关系的实际变化，即影响男装价

势与中国男装市场景气同步，但 2015 年下半

格及其变动的影响因素，譬如效用 （品质）因

年景气指数明显低于 2014 年同期，可见 2015

素、
需求因素、
供给因素等的变化情况。价格指

年中国男装行业整体低迷，秋冬装市场需求

数采用环比和链式两种价格指数，
环比指数可

疲软。

以清晰表现前后两期的变化；
链式指数可以很
好地反映市场上价格的实际变动情况。
4.1 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男装内销价格
指数走势
内销价格指数的采样单位为常熟服装城
主营男装的商户。男装内销价格指数对男士羽
风衣、
全棉休闲衬衫、T
绒服、棉服、
茄克、
西服、

图 17:2014 年、
2015 年 1 月 ~12 月中国常熟男装指数
实体商户景气指数

还根
恤、
全棉长裤等八类产品进行监测。此外，
据季节、原料、工艺等分别对这八类产品的款
式特点进行监测。

2015 年 1 月 ~12 月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电
商景气指数收于 48.57点，同比下降 0.21 个百

2015 年 1 月 ~12 月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男

服饰与产业：
产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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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内销平均环比价格指数 99.50 点，2014 年 1

3.56%，其他各大类销售额占比同比均降。其

月 ~12 月平均环比价格指数 98.82 点（图 19）。

中，夹克销售额占比降幅最大，达 6.25%；全棉

价格指数均低于 100 点，表明价格均降，且

休闲衬衫销售额占比微幅下降 0.01%，销售较

2015 年男装内销市场的平均价格降价幅度低

为平稳（图 20）。

于 2014 年。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男装内

4.2 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全棉长裤平均

销 平 均 链 式 价 格 指 数 73.65 点 ， 同 比 下 降

价格上涨幅度不及 2014 年

17.33 个百分点。其中，
二季度同比下降 25.26

2015 年 1 月 ~12 月，
中国常熟男装指数全

个百分点，三季度同比下降 15.3 个百分点，四

棉 长 裤 内 销 平 均 环 比 价 格 指 数 100.37 点 ，

季度同比下降 15.3 个百分点。

2014 年 1 月 ~12 月平均环比价格指数 100.73
点（图 21）。价格指数均高于 100 点，
表明价格
上涨，但 2015 年全棉长裤平均价格上涨幅度
不及 2014 年。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全棉
长裤内销平均链式价格指数 102.17点，
同比上
涨 0.97 个百分点。其中，
二季度同比上涨 2.35
个百分点，
三季度同比上涨 1.81 个百分点，四
季度同比上涨 2.01 个百分点。

图 19：2014 年、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内销环比价格指数

从各大类平均环比价格指数看，中国常熟
男装指数夹克、全棉长裤、T 恤的价格指数高于
100 点，
表明价格上涨，且 T 恤价格上涨幅度最
大；其他各大类价格指数均低于 100 点，表明
价格下降，但全棉休闲衬衫的价格下降幅度低
于去年，缓解了男装价格指数下行幅度。

图 21:2014 年、2015 年 1 月 ~12 月中国常熟男装指数
全棉长裤内销价格指数

4.3 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全棉休闲衬衫
从各大类销售额占比情况看，2015 年 1 月
~12 月全棉长裤、休闲羽绒服销售额占比最

平均价格下降，
幅度低于 2014 年
2015 年 1 月 ~12 月，
中国常熟男装指数全

高，销售额占比分别为 29%、25.8%。与 2014 年

棉休闲衬衫内销平均环比价格指数 99.95 点，

相比，全棉长裤、休闲羽绒服、风衣的销售额

2014 年 1 月 ~12 月平均环比价格指数 99.54

占比有所增长 ，涨幅分别为：5.97%、
3.97%、

点（图 22）。价格指数均低于 100 点，
表明价格

图 20：2014 年、2015 年 1 月 ~12 月中国常熟男装指数各大类男
装采样销售额占比情况

图 22:2014 年、2015 年 1 月 ~12 月中国常熟男装指数
全棉休闲衬衫内销环比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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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且 2015 年全棉休闲衬衫的平均价格降

比下降 2.02 个百分点，三季度同比上涨 0.38

价幅度低于 2014 年。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

个百分点，
四季度同比上涨 4 个百分点。

数全棉休闲衬衫内销平均链式价格指数 83.26
点，同比下降 6.96 个百分点。其中，二季度同
比下降 12.02 个百分点，三季度同比下降 2.36
个百分点，
四季度同比下降 6.96 个百分点。
4.4 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 8 月夹克平均
价格的大幅上涨，带动了整体价格的涨幅高于
2014 年
中国常熟男装指数夹
2015 年 1 月 ~12 月，

图 24：2014 年、
2015 年 1 月 ~12 月中国常熟男装指数
风衣内销环比价格指数

克内销平均环比价格指数 101.36 点，
高于 100

4.6 2015 年中国常熟指数西服平均价格下降

点，表明价格上涨；2014 年 1 月 ~12 月平均环

幅度略高于 2014 年

比价格指数 99.26 点，低于 100 点，表明价格

中国常熟男装指数西
2015 年 1 月 ~12 月，

下降（图 23）。从各月环比价格指数看，
2015 年

服内销平均环比价格指数 98.28 点，
2014 年 1

8 月夹克平均价格的大幅上涨，带动了整体价

月 ~12 月平均环比价格指数 98.88 点（图 25）。

格的涨幅高于 2014 年。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

价格指数均低于 100 点，表明价格下降。从各

指数夹克内销平均链式价格指数 86.32 点，同

月环比价格指数看，
2015 年西服的平均价格涨

比下降 9.31 个百分点。其中，二季度同比下降

跌幅度波动较大，价格下降幅度略高于 2014

18.25 个百分点，三季度同比下降 10.97 个百

年。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西服内销平均链

分点，
四季度同比下降 0.51 个百分点。

式价格指数 79.45 点，
同比下降 13.25 个百分
点。其中，
二季度同比下降 9.35 个百分点，三
季度同比下降 14.79 个百分点，四季度同比下
降 17.62 个百分点。

图 23:2014 年、2015 年 1 月 ~12 月中国常熟男装指数
夹克内销环比价格指数

4.5 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风衣平均价格
下降幅度较小
中国常熟男装指数风
2015 年 1 月 ~12 月，

图 25：2014 年、
2015 年 1 月 ~12 月中国常熟男装指数
西服内销环比价格指数

衣内销平均环比价格指数 99.34 点，低于 100

4.7 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 3 月 T 恤平均

点，表明价格下降；2014 年 1 月 ~12 月平均环

价格大幅上涨，但后期价格的普遍下降，抑制

比价格指数 100.16 点，高于 100 点，表明价格

了环比价格指数的上行幅度

上涨（图 24）。从各月环比价格指数看，
2015 年

2015 年 1 月 ~12 月，
中国常熟男装指数 T

风衣的平均价格下降幅度较小。2015 年中国常

恤内销平均环比价格指数 103.35 点，
高于 100

熟男装指数风衣内销平均链式价格指数 99.67

点，表明价格上涨；
2014 年 1 月 ~12 月中国常

点，同比下降 0.46 个百分点。其中，二季度同

熟男装指数平均环比价格指数 96.4 点，低于

服饰与产业：
产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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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点，表明价格下降（图 26）。从各月环比价

5 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男装出口价格

格指数看，2015 年 3 月中国常熟男装指数 T 恤

指数走势分析

平均价格虽有大幅上涨，但后期价格普遍呈下

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男装出口价格指数包

降趋势，从而抑制了 T 恤内销环比价格指数的

含八大类即西服套装、便服套装、
大衣或风衣、

上行幅度。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 T 恤内销

防寒服、上衣外套、针织衫、衬衫和长裤和 30

链平均式价格指数 76.59 点，同比下降 0.7 个

个中类的出口价格指数。数据来源：
中国海关。

百分点。其中，二季度同比上涨 4.95 个百分

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男装出口价格指数主要监

点，三季度同比上涨 8.57 个百分点，四季度同

测了男正装和休闲装的出口数据，而男运动

比下降 2.8 个百分点。

服、
内衣、
职业工装及手工制品与童装、短裤不
包含在内（注：本文男装出口价格指数分析均
选用链式出口价格指数）。
5.1 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男装出口概况

据全国和中国常熟男装指数男装出口链式
图 26：2014 年、
2015 年 1 月 ~12 月中国常熟男装指数
T 恤内销环比价格指数

价格指数显示，
2015 年 1 月 ~12 月全国和中国
常熟男装指数男装出口链式价格指数均低于

4.8 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 9、
10 月休闲

2014 年同期水平(图 28)。2015 年中国常熟男

羽绒服、棉服大量上新，对价格指数上行有较

装指数男装平均链式出口价格指数为 67.05

大提升作用

点，
同比下降 14.24 个百分点。其中仅 2 月同比

中国常熟男装指数休
2015 年 10 月 ~12 月，

增长 0.99 个百分点，其余月份均同比下降；一

闲羽 绒服、棉 服 内销 环 比 价 格指 数 分别 为

季度同比下降 16.21 个百分点，二季度同比下

112.11 点、
101.83 点，价格指数均高于 100 点，

降 16.82 个百分点，三季度同比下降 11.63个

其中，
表明价格上涨。
9、
10 月棉服、
羽绒服大量上

百分点，
四季度同比下降 12.31 个百分点。2015

新期，
平均销售价格有较大幅度上涨，
对棉服、
休

年全国男装平均链式出口价格指数为 91.62

闲羽绒服价格指数的上行有较大提升作用 （图

点，
同比下降 2.02 个百分点。其中上半年同比

27）。2015 年 10 月 ~12 月，
中国常熟男装指数休

下降，
下半年同比上升。一季度同比下降 6.93

闲羽绒服内销平均链式价格指数 138.72 点，
同

个百分点，二季度同比下降 4.53 个百分点，三

比上涨 39.11 个百分点；
棉服内销平均链式价格

季度同比上升 1.45 个百分点，
四季度同比上升

指数 115.34 点，
同比上涨 16.23 个百分点。

1.91 个百分点（图 29,见下页）。

图 27：2015 年 1 月 ~12 月中国常熟男装指数
休闲羽绒服、
棉服内销环比价格指数

图 28:2014 年、
2015 年 1 月 ~12 月中国常熟男装指数
男装出口链式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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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常熟与全国各大类男装的出口规
模增减不一，
常熟地区仅衬衫、
针织衫、
长裤出
口 额 同 比 下 降 ，降 幅 分 别 为 5.80% 、
7.99% 、
17.04%，
其他各大类出口额同比均涨；其中，西
服套装出口额增长最为明显，同比涨幅高达
30.70%，但其出口额仅占常熟男装出口额的
0.50%，对常熟男装出口市场需求拉动效应有
图 29:2014 年、2015 年 1 月 ~12 月全国男装出口链式价格指数

限，
常熟男装价格指数受出口额占比最高的针
织衫的销售下滑影响较大。全国各大类男装出
口额普遍同比下降，
仅上衣外套出口额同比增

受外需不振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高企

长 2.88%，
其他七大类男装出口额均同比皆降。

等因素影响，2015 年中国服装出口为负增长。

其 中 ， 便 服 套 装 出 口 额 同 比 降 幅 最 大 ，为

与 2014 年同期相比，全国和常熟男装出口数

34.68%（图 30）。

量、出口额均有所下降，且常熟地区降幅大于
全国。
据海关数据显示（表 2），
2015 年常熟男装
出口额为 2.66 亿美元，同比下降 5.32%；出口
数量为 0.38 亿件，同比下降 5.77%；平均出口
单价为 7.04 美元，同比微增 0.43%。从各季度
出口情况来看，仅三季度出口有所增长，出口
额同比增长 1.37%，出口量同比增长 5.34%；其
余季度出口规模均同比下降。2015 年全国男装

图 30:2015 年 1 月 ~12 月常熟和全国男装出口额同比增速

出
出口额为 406.85 亿美元，同比下降 6.55%；

2015 年男装出口主要大类为针织衫、
防寒

口量为 61.32 亿件，同比下降 7.50%；平均出口

服、长裤，这三大类产品出口额占常熟男装总

单价为 6.64 美元，同比增长 1.07%。全国出口

出 口额 的 84.06% ，占全 国 男装 出 口总 额 的

数量在各季度均同比下降，四季度降幅最大，

71.45%，
这三大类的出口情况对男装出口价格

同比下降 9.09%。一季度在出口价格同比增长

指数的走势影响最大。其中针织衫出口额的占

1.46%的推动下，出口额同比微增 0.07%，二季

比最大，在常熟和全国出口额的占比分别为：

度起出口额同比下降。

41.23%、
34.29%。

表 2：2015 年 1 月 ~12 月常熟和全国男装出口情况
常熟

5.2 2015 年常熟男装各大类出口情况

全国

出口单价
出口单价
出口金额 出口数量
出口金额 出口数量
（美元 /
（美元 /
（亿美元）（亿件）
（亿美元）（亿件）
件）
件）

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针织衫平均链
式出口价格指数为 62.57 点，同比下降 3.45

数值

0.38

2.66

同比变化 -5.77% -5.32%

7.04

61.32

406.85

6.64

0.43%

-7.50% -6.55%

1.07%

个百分点；上半年同比上升 2.71 个百分点，但
下半年大幅下降 10.60 个百分点。针织衫出口

服饰与产业：
产业观察

规模也同比下降，出口额同比下降 7.99%，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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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指数整体上行。

量同比下降 10.71%（图 31）。从各中类产品来
看，常熟套头衫、T 恤平均出口价格指数均同比
上升，
T 恤涨幅最大，同比增长 41.61 个百分

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防寒服平均链

点，但其出口额仅占针织衫出口额的 14.49%，

式出口价格指数 97.84 点，
同比下降 7.59 个百

对针织衫出口价格指数的影响较小；开襟衫、

分点。从曲线走势可见，
仅一季度价格指数高于

毛衫、马甲及背心平均出口价格指数均同比下

2014 年同期，
其余季度均同比下降。从出口规

降，其中开襟衫出口额占针织衫出口额

模来看，防寒服出口额同比增长 0.7%，出口量

54.67%，是推动针织衫出口价格指数同比下降

同比增长 13.52%，表明防寒服出口形势较好

的主要因素。

（图 33）。从各中类产品来看，
仅带填料上衣出
口价格指数同比大幅增长 72.30 个百分点；羽
绒服、
“其他类防寒服”
、
防风衣出口价格指数均

图 31：
2014 年、2015 年 1 月 ~12 月中国常熟男装指数
针织衫链式出口价格指数

2015 年全国针织衫平均链式出口价格指
数为 102.65 点，
高于 2014 年同期 1.05 个百分
点；
2015 年上半年同比上升 2.68 个百分点，
下
半年同比微降 0.58 个百分点。针织衫出口量同

图 33：
2014 年、2015 年 1 月 ~12 月中国常熟男装指数
防寒服链式出口价格指数

比下降 7.88%，出口额同比下降 5.30%（图 32）。

同比下降，这三类产品出口额占防寒服出口额

从各中类产品来看，仅套头衫出口价格指数同

的 87.19%，是防寒服出口价格指数下降的主

比下降 2.35 个百分点，其他针织衫产品出口
价格指数均同比上升，从而推动针织衫出口价

要因素。2015 年全国防寒服平均链式出口价
格指数为 101.84 点，同比微降 0.04 个百分
点，整体运行平稳。从曲线走势可见，
一、四季
度价格指数同比上升，二、三季度价格指数同
比下降。从出口规模来看，
全国防寒服出口额
同比下降 11.54%，
出口量同比下降 11.17%（图
34，
见下页）。从各中类产品来看，
仅羽绒服出
口价格指数同比下降 10.09 个百分点；防风
衣、带填料上衣、
“其他类防寒服”出口价格指
数均同比上升，这三类产品出口额占防寒服
出口额的 84.34%，从而缓解了防寒服出口价

图 32：
2014 年、
2015 年 1 月 ~12 月全国针织衫链式出口价格指数

格指数的下降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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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2014 年、2015 年 1 月 ~12 月全国长裤链式出口价格指数

5.3 2015 年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为中国男
图 34：
2014 年、
2015 年 1 月 ~12 月全国防寒服链式出口价格指数

装出口前三省市
2015 年中国男装出口前十省市中，
仅广东
省、
广西省出口规模同比上涨；
其中广东省出口

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长裤的平均链

额同比增长 10.93%，出口量同比增长 11.63%，

式出口价格指数为 29.04 点，同比下降 3.86

广西省出口额同比增长 24.51%，出口量同比增

个百分点。从出口规模来看，长裤出口额同比

长 18.83%。新疆出口降幅最大，其出口额同比

下降 17.04%，出口量同比下降 9.87%（图 35）。

下降 35.82%，出口量同比下降 39.67%；福建省

从各中类产品来看，梭织裤、针织裤出口价格

出口额降幅最小，
同比下降 1.43%，
江西省出口

指数均同比下降，分别下降 2.61 个百分点、

量降幅最小，
同比下降 5.31%（表 3）。辽宁省出

19.26 个百分点。

为 12.82 美元 / 件；
口单价最高，
江西省出口单
价最低，
为 3.94 美元 / 件。
表 3：
2015 年中国男装主要出口省市情况
出口额
平均单
出口额 出口量 出口量
单价同
省市自治区 (亿美
价（美元
同比(%) (亿件) 同比(%)
比(%)
元)
/ 件）

图 35：
2014 年、2015 年 1 月 ~12 月中国常熟男装指数
长裤链式出口价格指数

2015 年全国长裤平均链式出口价格指数
为 83.15点，同比上升 0.86 个百分点。从出口
规模来看，长裤出口额同比下降 0.61%，
出口量
梭
同比下降 2.91%（图 36）。从各中类产品来看，
织裤出口价格指数同比下降 1.28 个百分点，
针
是
织裤出口价格指数同比上升 3.45 个百分点，
长裤出口价格指数上升的关键因素。

广东省

85.52

10.93

14.35

11.63

5.96

-0.63

浙江省

70.07

-5.30

11.20

-7.39

6.26

2.26

江苏省

55.34

-5.61

7.25

-5.67

7.63

0.07

福建省

48.97

-1.43

7.13

-8.38

6.87

7.59

上海市

32.82

-9.23

3.98

-5.51

8.25

-3.93

山东省

27.71

-2.38

5.01

-6.87

5.52

4.83

新疆维吾尔
13.11
族自治区

-35.82

1.80

-39.67

7.29

6.39

辽宁省

12.53

-11.96

0.98

-20.70

12.82

11.03

江西省

10.57

-5.24

2.69

-5.31

3.94

0.08

广西壮族自
6.33
治区

24.51

0.78

18.83

8.07

4.79

合计

362.96

55.17

占总比重 89.21%

8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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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出口额同比下降 34.48%，
出口量同比下降

表 4：2015 年中国男装主要出口目的国情况
出口额
(亿美
元)
殴盟
93.46
美国
71.35
日本
48.82
东盟
24.52
阿联酋
14.55
韩国
13.64
俄罗斯联邦 9.92
澳大利亚 8.56
吉尔吉斯
6.70
斯坦
加拿大
6.57
合计
298.09
占总比重 73.27%
国家地区

出口额
同比
(%)
-11.04
8.30
-10.97
-4.53
15.41
8.55
-34.48
-1.83
-10.17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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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量 平均单
单价同
同比 价（美元
比(%)
/ 件）
(%)
11.29 -13.65 8.28
3.03
10.77 6.88
6.63
1.33
6.63 -10.72 7.36 -0.28
4.43 -11.62 5.54
8.02
2.42 10.04 6.02
4.88
1.61
2.93
8.45
5.46
1.04 -41.20 9.57 11.42
1.31 -5.23 6.56
3.58

41.20%。仅对日本出口单价同比下降 0.28%，
对

0.95

出口量
(亿件)

其他国家出口单价均同比上涨（表 4）。

6 结论
据 2015 年中国常熟男装指数可以看出，
2015 年常熟男装行业整体运行趋缓。男装制造
业扩张趋势放缓，年末呈收缩之势，企业生产
经营仍面临较大压力；受暖冬影响，秋冬装市

-23.52

7.04

17.45

场需求疲软，销售未达企业预期，
12 月市场景

0.81 -5.81
41.25
67.28%

8.14

1.57

气大幅回落。价格指数方面，内销环比价格指
数低于 100 点，内销价格下降，男装市场行情

5.4 2015 年欧盟 为中国男 装出口第 一大市

整体走弱；
从内销产品来看，
全棉长裤、夹克、T

场，但对其出口额同比下降

恤平均价格上升，且 T 恤价格上涨幅度最大；

2015 年中国男装出口前十市场中，仅对美

出口方面，
受人民币升值、
国际市场需求减弱、

国、阿联酋、
韩国出口同比上涨；对阿联酋出口

综合成本上升等影响，男装出口减速，常熟与

涨幅最大，其中出口额同比增长 15.41%，出口

全国男装出口价格指数均低于 2014 年。

量同比增长 10.04%。对俄罗斯出口降幅最大，

（收稿日期：2016 年 2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