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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1993年任苏州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94年后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州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4年8月退休。

王敏生同志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
中，始终忠诚于党的事业，在政治上、思想
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任无
锡县委副书记、书记期间，大搞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狠抓农业高产稳产，“灰土地下

排灌渠道”项目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率
先发展社队工业，努力改善人民生活，形
成了名扬全国的无锡经验。任苏州市委
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推动中央
改革开放政策在苏州落地，促进外向型经
济发展，加快开发区建设；树立“发展经济
与古城保护并重”的理念，挖掘县域经济
潜力，深化乡镇企业改革，为苏州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接 1 版 进一步织密织牢涉外疫
情防控网。要切实强化农村地区疫情
防控，建立健全三级网格分包体系，落
实“五有”要求，加强返乡人员管理，提
高疫情监测能力，做到早发现早报告，
筑牢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要减少人
员聚集，全面加强重点场所疫情防控，
加强重点人群和环境监测，特别要严防
医疗机构院内感染。要扎实推进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抓好疫苗采购，抓紧疫
苗接种，加强科普宣传，力争做到“应接
尽接”，构筑起预防病毒传播的免疫屏
障。要细致做好来自中高风险地区入
苏人员闭环转运和隔离医学观察、核酸
检测等工作，确保安全可控。要提前做
好疫情防控应急准备，提高核酸检测、

隔离保障、医疗救治、物资保障能力，确
保一旦发生疫情，第一时间精准果断处
置到位。要积极引导群众做好自我防
护，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巩固好来
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各级各部门
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
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压
紧压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四方责
任”，完善基层社区网格化管理，全面深
入排查问题，及时堵塞工作漏洞，慎终
如始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坚决防止疫情
反弹。

省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在
省主会场参加会议，各设区市、县（市、
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在分会
场参加会议。

▶上接 1 版 紧扣省委全会提出的新
目标新任务履职尽责，为“争当表率、
争做示范、走在前列”贡献智慧力量；
突出双向发力，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
团结相互贯通，广泛凝聚开启现代化
建设新征程强大正能量；发挥表率作
用，以高质量的“常委答卷”示范带动
广大委员写好“委员作业”；坚持从严
从实，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
各项会议纪律，确保会议风清气正顺
利圆满。黄莉新强调，本次政协全体
会议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召开
的，要坚决贯彻中央关于疫情防控的
重大决策和省委部署要求，认真落实

“预防为主、关口前移”防控策略，做到
严而有序、严而有情，既确保绝对安
全，又让委员感到满意。

受中共江苏省委委托，省委组织部
常务副部长王立平到会作有关人事事
项说明。

根据工作需要，会议增补兰青、巩
海滨、毕于瑞、刘尧兴、刘兆华、刘耀武、
孙沪兵、李工、李健、何伟、张小兵、张宗
明、陈万庆、陈红红、陈利根、陈德鹰、周
详、赵正兰、郝海平、顾小平、倪海清、皋
军、徐彤、徐燕、高清、梁军、蒋建清、谢
泰峰同志为省十二届政协委员；增补高
建新同志为省十二届政协提案委员会
主任，俞军同志为省十二届政协学习委
员会主任，顾小平同志为省十二届政协
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徐耀新同志为
省十二届政协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焦
建俊同志为省十二届政协教卫体委员
会主任，赵长林同志为省十二届政协社
会法制（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姚冠新
同志为省十二届政协教卫体委员会副

主任。（名单另发）
由于工作变动或任职年龄原因，会

议同意黄继鹏同志辞去省十二届政协
常务委员职务，同意刘松汉、游庆仲、张
亚青、谢波、王元慧、汤建鸣、汪莉、杜小
甦、陈萍同志辞去省十二届政协常务委
员、委员职务，决定杨峰同志不再担任
省十二届政协秘书长职务，并报省政协
十二届四次会议备案；同意马小峰、盛
放、孙玉坤、封超年、李驰、李国忠、黄立
红、张华贤、尹建炉、李冰、李琨、孙璘、
朱爱华、孙晓南、吴彬、张迅、田枫林、李
明、胡建军、马明泽、杨峰、王庆五同志
辞去省十二届政协委员职务；决定刘松
汉同志不再担任省十二届政协学习委
员会主任职务，谢波同志不再担任省十
二届政协文化文史委员会主任职务，游
庆仲同志不再担任省十二届政协经济
委员会主任职务，徐耀新同志不再担任
省十二届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
职务，黄继鹏同志不再担任省十二届政
协社会法制（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职
务，张亚青同志不再担任省十二届政协
提案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王庆五同志不
再担任省十二届政协文化文史委员会
副主任职务，汤建鸣同志不再担任省十
二届政协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王元慧、马小峰同志不再担任省十二届
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盛放、孙玉坤同志不再担任省十二届政
协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会议追
认关于撤销沈桂明省十二届政协委员
资格的决定。

省政协副主席周健民、朱晓进、洪慧
民、麻建国、阎立、周继业、王荣平、胡刚、
姚晓东等出席会议，阎立主持闭幕会。

▶上接 1 版 园区与以色列创新署紧
密协作实施“共建计划”，2020 年吸引
39 个项目落户，目前已聚集以色列独
资及合作企业 126 家，涵盖生命健康、
智能制造、农业环保、新材料等多个产
业领域。

江苏省中以产业技术研究院、中以
国际创新村、孵化加速平台与展示推广
平台等“一院一村两平台”在常州拔地
而起。

创新火种正在常州呈现燎原之
势。科技部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
科技部巡视办主任、中国驻以色列大使
馆前科技参赞崔玉亭用“翻天覆地”的
变化来点赞。他表示，常州通过国际创
新合作，在项目实施、平台建设、人才引
进、合作模式等四个方面实现新突破、
走在前列，要进一步促进创新链、产业
链、资本链“三链融合”，形成创新闭环。

打通从 0 到 1 和从 1 到 100
的转化通道

“从 0 到 1”的原创性成果，是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的驱动力。以色列擅长
原始创新，实现从 0 到 1 的突破；中国
企业擅长通过市场将产品变产业，实现
从 1 裂变为 100、10000 乃至更大。中
以常州创新园正着力瞄准从“0到1”的
关键技术突破，培育从“1 到 100”的成
果孵化，打通从“100 到 10000”的应用
场景、产业链条。科技部评估中心副总
评估师、中以创新合作战略研究中心主
任韩军认为，常州通过打造紧密高效的
沟通协调机制，聚焦双方共同关注的前
沿科技领域，汇聚了一批旗舰型项目和
战略性人才项目，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
效应正在不断放大。

作为第三届进博会重要的高规格配
套活动之一，常州发布了“Phoenix领航
计划”，重点打造对以色列及中以合作企
业的服务体系，涵盖技术服务、金融服
务、市场服务、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等五
个方面。武进区副区长、中以常州创新
园管理办公室主任李磊表示，中以园将
在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

等重点产业方向与以色列合作，积极开
展双招双引，加大与长三角科创平台合
作，加速培育地标特色产业。

近来以色列生命科学产业迎来爆
发式增长，生物制药、医疗技术、数字健
康融合成全新的数字医疗行业。常州
瞄准这一高成长领域，精准撮合技术、
高效拓展市场，与以色列 Trendlines
集团合作，设立中以生命科学联合实验
室，提供联合研发服务，带动一批项目
落地转化。登录“中以创新汇”平台，已
上线项目信息 500 余个，35 个合作项
目落地。

共建中以人才新生态

以色列把人视作最大的创新资源，
中国驻以色列前大使詹永新表示，产业
合作着眼人与物的资本资源交换，创新
合作突出人与人的智慧成果交流，常州
更加重视培养、提高创造创新能力，这
是一个非常喜人的变化。

作为中以产业技术研究院的重要
创新平台，常州固立高端装备创新中心
于去年 11 月底启用。新工科人才，是
中以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香港科技大
学教授李泽湘致力于在常州培育的“新
物种革命”。“十四五”期间，目标培养
1000 名优秀人才，孵化初创团队 80
个，引进、孵化初创公司 60 家，力争打
造国内具备核心技术的高端装备与智
能制造创新标杆。

打造家门口的国际班，以固立中心
为载体，以常州大学智能制造产业学院
为依托，常州开发了国内本科高校中唯
一的项目制课程。常州大学副校长徐
守坤介绍，共享资源、共建课程、共育人
才，跨界融合机械结构及数字化表达、
电子、机器人、程序等多门学科，在全国
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上，学生们斩获多
个国家级奖项。

常州还与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对
接合作，高标准共建“一带一路”联合实
验室，培养国际研究生。

在常州，国际创新的星辰大海，正
在演绎创新发展的“加速度”。

省政协举行十二届十四次常委会议

抓紧抓细抓实冬春季疫情防控
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

常州打造中以创新桥头堡

早晨六点不到，常熟世界服装中心外
卸货进场的羽绒服批发商。

常熟童装中心，羽绒服批发商户刚进
的一麻袋羽绒服。 李睿哲 摄

高端市场凸显“土洋之争”

上周六晚，南京气温直逼零下4℃，记者9点
左右在德基广场看到，国际羽绒服一线品牌——
蒙可门前顾客依然排着队，该品牌羽绒服均价在
1万元以上。店员告诉记者，入冬以来这里不时
出现排队场景，顾客以35岁左右人士居多。

“太冷了，拿年终奖买个抗寒的羽绒服，
值！”正在排队的刘钰雯在银行工作，常要出差、
拜访客户，她说自己更看重该品牌产品的质量
和功能性，穿件厚实的羽绒服，里面套件薄打底
衫就能过冬。

作为“看天吃饭”的季节性单品，羽绒服自
诞生以来很长时间都在时尚潮流之外，与奢侈
品也没有太大关系。但近年来，这个市场和大
众消费观念也在发生变化。

仅以去年“双 11”的情况看，波司登天猫旗
舰店仅用时8分钟，销售便“破亿元”。记者在采
访中发现，这背后离不开数字化和创新赋予的
力量。

1 月 13 日，江苏常熟，波司登工厂数字化流
水线上，“机器手”忙碌不停——生产、检测以及
包装、物流全部实现“机器换人”。“引进自动化
模板机节约了流水线劳动力，同比生产效率提
高近 30%。”波司登相关负责人介绍，近期引进
的智能“充绒机”，称重精度达 0.01 克，充绒更
快、更精准。

近年来，波司登与阿里云合作，搭建“零售
云平台”，将企业原本分散在各地仓库、门店的
库存数据，以及和线下割裂开的线上库存数据
全部“聚拢”，通过重构和打通，完全融合成一
体。时至今日，“零售云平台”已给波司登带来
许多看得见的成效：库存中心的智能补货系统
有 效 减 少 缺 货 损 失 21% ，售 罄 率 同 比 增 长
10%。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底，波司登
羽绒服零售额同比增长25%以上。

品牌的背后，是品质和技术。“看起来笨重臃
肿的羽绒服，一旦突出专业和功能性，往往很吸引
中青年消费群体。”德基广场一位国际羽绒服品牌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比起“时尚感”，近年来不少顾
客更看重羽绒服的功能性。包括加拿大鹅、蒙可、
北脸等国际老牌羽绒服一贯突出“专业保暖”，较
早便打出“功能”牌，满足极地、登山、滑雪等户外
场景御寒穿着需求，更增加了品牌溢价。

与此同时，我省服装纺织业也在经历一场
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变革，着力塑造国内
高端品牌，与国外大牌“分庭抗礼”。

“当前，我们围绕‘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三品专项行动，加快全省纺织行业转型升级，创
造竞争优势。”江苏省工信厅消费品工业处相关
负责人对今年江苏羽绒服市场尤其高端市场的

“爆单”并不意外：纺织是传统产业但绝不是“夕
阳产业”，率先开启转型升级的江苏纺织业，势
必将在消费升级、推动内循环等新一轮经济结
构调整下迸发新动能。

眼下，国家先进功能纤维创新中心和省级
生态染整创新中心建设已提上日程，将围绕“卡
脖子”技术（产品）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通
过技术改造，使一批传统纺织大牌企业提升市
场竞争力。“再以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绿色
化为主要方向，全面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省工
信厅消费品工业处相关负责人表示，聚力打好
针织产业转型升级“组合拳”的重要一招，是打
造企业与市场深度融合、生产与销售有效衔接、
线上与线下同步发展的行业创新平台。

培育本土品牌，争夺高端市场，在工信部
2020年度纺织服装自主品牌跟踪培育企业名单
中，我省有13家企业入选，占全国总数的15.3%。

中低端市场“艰难求生”

在有着国内服装界“地标”之称的常熟，记
者看到，沿街密集营业的工厂直营店传递出这
里的鲜明特色——“廉价”和“批发”。

生意似乎越来越难做了。做了 3 年羽绒服
批发生意的吴振国已打算转型。1 月 12 日清晨
5 点 50 分，在紧挨中国男装中心的常熟童装中
心门口，他把前一晚从附近小厂进的两大麻袋
羽绒服抱下面包车。“一袋差不多 200 件，这个
月最冷，生意好的话，一天能出手五六成。”吴
振国算了笔账，觉得没多少利润，“我卖的衣服
没品牌，真正的品牌羽绒服哪里会找我们个体
户批发？”

在常熟童装中心里，吴振国租了个 10 平方
米左右的商铺，样衣有挂“晨佳服饰”吊牌的，也
有挂“雪立”吊牌的，但他自己对这些牌子也不
熟悉，“我们不看牌子、只认款式，批发价一般每
件七八十元，贵一点的100多元。”

“跑量，薄利多销”，是吴振国为自己寻找的
市场博弈策略，但让他最头疼的也在于此。“低
端货好抄袭、品质差不多，外加近几年实体店生
意不好，客户流失严重。至于网上出货，全仰仗
一些老顾客介绍的关系。”

同样在常熟童装中心有商铺的樊绍忠，经
营的是一家夫妻店。上周的寒潮，让这个在羽
绒服市场摸爬滚打 20 多年的批发商看到了转
机。“但如果手里拿的货没什么技术含量，就等
于看天吃饭——冷一阵，好（卖）一阵。”樊绍忠
估计，即便碰上了今冬的寒潮，当地的批发商仍
然只有百分之五六十的人保本、百分之十赚钱。

这位 10 多年前曾在上海闸北区七浦路市
场“叱咤风云”的羽绒服批发商直言，常熟羽绒
服批发生意在中低端消费市场萎缩的形势下呈

“断崖式下跌”。如今樊绍忠不仅做起比羽绒服
“玖零绒”成本更低的羽绒棉生意，还改变了目
标市场，“不论供电商还是发‘实体’，向村镇供
货的比例已提高到出货量的 70%。在农村，竞
争压力小一点，大牌子太贵也没人要。”

代理“千仞岗”和“凯慕狮”两款羽绒服品牌
批发的王惠宁也感慨，自己在常熟卖羽绒服已
27 年，现在的生意远不能与过去比。“2006 年

‘暖冬’，我一个门市部一天营业额能有 20 万
元，现在一天1万多元就算不错了。”

直播带货加速市场分化

直播带货的兴起，让市场分化急速加剧。
王惠宁记得，在常熟最早听到“直播带货”

大约是在 3 年前，去年疫情发生以后，直播带货
“似乎才蔚然成风”。在常熟白马服装城白马直
播基地产品经理郑杰的印象里，直播带货真正
为大家所关注，也是从去年 4 月开始，“6 月后常
熟全面加快直播平台建设、网红招募和电商直
播培训的节奏。”

郑杰告诉记者，去年因为疫情市面上羽绒
服的整体库存很低，“这个冬天只要衣服款式说
得过去，货就应该处于紧缺状态，特别好走。”因
为担心后期货品供应不上，郑杰开始让直播基
地带货的主播“适当控制羽绒服销量”。

在天虹服装城，“学抖音/直播/快手，接受
淘宝、拼多多、阿里巴巴、主播培训，到智邦”的
广告随处可见。在天虹服装城 A 栋 22 楼，记者
见到了做直播培训已有 3 年的毕鹏。毕鹏告诉
记者智邦教育培训机构将“专注电商成长”作为
口号，去年在智邦报名培训的常熟小批发商已
超过 1000 家，大多是自产自销、在当地批发市
场开铺子的人，也有“结课后去直播基地上班的

小网红”，人数最多时，一个班超过100人。
毕鹏介绍，去年上半年，单打独斗、靠个人

带火直播间的案例还有不少，但到了下半年，基
本就靠付费流量做直播，需要培训如何组建直
播带货团队、如何分工，以及直播间迅猛更迭的
新套路，“比如什么时间秒杀、什么时间在直播
间改价格，这些都非常依赖主播的控场能力和
团队的配合能力⋯⋯”

事实上，即便同样直播带货，不同人的境
遇也不尽相同。郑杰记得，1 月 11 日在李佳琦
淘宝直播间，一款价格千元出头的波司登鹅绒
羽绒服 3 分钟内“一抢而空”。毕鹏对此难掩惊
讶——当他还在跟做批发零售的“学员”总结传
授“每增加 1 万粉丝，大概多卖 5000 单左右”的

“道理”时，国内高端品牌已把市场档次间的差
异“分得明明白白”。

“消费者越来越看重品质，在海外高端品牌
涌入背景下，国产大牌‘逆袭’的原因不是价格
足够低，而是质量足够好！”在直播间，国产大牌
羽绒服“不愁卖”是中宏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旗下主播们的普遍感受。公司负责人枉非说，
比起国际品牌，性价比高的国产品牌更有市场，
价格高于 5000 元的国际大牌不如千元左右的
国产品牌好卖。像去年 12 月中旬的“寒潮预
警”发布当天，公司一个直播间的波司登和雅鹿
羽绒服订单就突破了2万单，“几个直播间，销售
额总计达到3000万元。”

一边是销售爆棚，一边是商户对直播效果
将信将疑。比如对40%-50%的退货率，王惠宁
不太能接受，“大批量拿去做带货，最终卖不出
去又退给我，几手‘倒’下来，还好处理吗？”

曾代理“红豆”批发、如今只做点杂牌“白
板”羽绒服的涂林说：“虽然网店供货是我们的
主渠道，但至今没做直播带货。谁可以向我保
证，做带货的主播有市场营销的资历或资质？
与其放在他们手里卖不出去被退回来，为何不
直接送到淘宝、京东上销售？”

如今在常熟华盛男装直播供货基地，有的
店面已锁门转租；在童装中心 4 楼，一家直播基
地去年9月8日“试营业”的展板还在，据来此送
货的工人说，它开张不足 3 个月就“匆匆谢幕”；
在世界服装中心，“24小时网红直播·网红大咖，
相聚世服”的广告依旧醒目，但在该中心开店的
几家商铺老板，却表示几家店都是老板娘自己
在带货。

郑杰期待，将白马直播基地打造成和常熟
服装市场齐名的另一张名片。但即便从事电商
的郑杰与毕鹏看好中低端
市场，认为这部分需求不
会 消 失 且 实 际 体 量 不
小，更多商户却难以认
同。樊绍忠告诉记
者，他过去在童装
中心结识的一群
做批发生意的老
板们，“很多人退
出市场已三五年
以上”。王惠宁
2006年前后手
里那80个进货
商，如今也只剩
不到20人，“流
失的客户大多
不 做 羽 绒 服
了”。

今年冬季寒潮来势汹汹，带动高端品牌羽绒服销量较去年

同期明显提升，一方面是蒙可和加拿大鹅等国际大牌强势进击，

另一方面是波司登等国产品牌加速崛起。新华日报·交汇点记

者调查中发现，国内中低端品牌羽绒服面临截然不同的“境遇”。

羽绒服市场：

低温低温寒潮寒潮

察察冷冷暖暖
□ 本报记者 李睿哲 王梦然 王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