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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先进制造业成为运城最大的特色观 察

上世纪 80 年代，作为永济市经济支柱产业
之一，纺织印染业一直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永
济纺织厂”“永济印染厂”不仅是永济，也是运城
甚至山西工业中毋庸置疑的存在。

由于没有及时对接市场需求变化，永纺、印
染这两家企业逐渐出现经营困难，并最终破产。

然而，永济的纺织印染产业却并没有就此
停滞，甚至消失。反而，在原先积累、沉淀出的
人才、技术、管理等优势的“火种”上，实现了转
型升级，带动永济印染行业的重振。

记者日前走进山西彩佳印染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为“彩佳印染”）和山西凯通印染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为“凯通印染”）这两家永济当地的
印染企业，试图寻找永济印染重振背后的原生
动力。

永济印染：

产业重振 路在何方

很巧，彩佳印染和凯通印染两家企业的负
责人都是原来永济印染厂的管理人员。

这是一种巧合，更是一种必然。
这也注定要了解当前永济印染的发展，绕

不开这一个名字——永济印染厂。
“上世纪 80 年代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当时

的规划是一个地级市需要配备两个纺织厂，一
个印染厂。永济是山西省内著名的优质棉基
地，因此省里当时决定在永济建厂，这就有了永
济纺织厂和永济印染厂。”柴化珍说道。

柴化珍是前永济印染厂厂长兼总工程师，
目前是彩佳印染的董事长。柴化珍向记者介绍
了永济印染行业的发展历程。

当时的永济印染厂从建厂初期就展现了迅
猛的发展势头，曾经一度成为全省印染企业的
标杆。

一个身处内陆腹地的县级市，缘何能够造
就全省印染行业的标杆？

“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我们对标全国一
流，直接一步到位。”柴化珍说，“当时的印染先
进企业都集中在上海、江苏这些南方地区。所
以我们没有像其他地市的印染厂一样选择省内
一流去学习，而是直接选择了全国一流。”

在 1982 年，永济印染厂建厂以后，厂里果断
决定以全国最先进的上海第二印染厂为榜样，
派出大批员工去上海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
理方法，并引进了一批国内先进的技术设备。
这让永济印染厂的起点就比其他地市的印染厂
高出了一大截。

永济印染厂还聚集了 30 余名从南开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等全国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这批
人为永济印染厂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智慧基
础。

先进生产技术以及全国顶尖的人才，至今
都是柴化珍不断秉持的发展理念。

然而，到了本世纪初，永济纺织厂和永济印
染厂的发展就出现了“步履维艰”的状况。

“当时市场对于纺织印染产品的需求，已经
从工业用印染布逐渐转变为民用印染布。而当
时永济印染厂没有快速适应这个市场需求的转
变，所以渐渐衰落了。”杨建桥说到。

杨建桥是现凯通印染的负责人，还是当时
永济印染厂的业务管理人员。

相比工业用布，民用印染布对印染技术、印
染材料的要求更加精细、多元。永济印染厂一
时间没有掌握住这个市场变化的关键节点。

生产水平不高、较为缺乏中高端产品这一
现状，带来了一系列的恶性循环，需求锐减，市
场萎缩；生产走偏，结构失衡；产品积压，资金断
链。

在 2002 年前后，永济印染厂的经营最终难
以为继，开始进入破产程序。

“国企是民企的学校，首先是人才的学校，
还是后勤的基地。”柴化珍说。

所幸永济的印染产业却没有倒下，在永济
印染厂所沉淀出的人才、管理、技术、设备等“火
种”上，逐渐孕育出了以彩佳印染和凯通印染为
代表的印染企业，带领着永济的印染产业继续

前行。

彩佳印染：

技术创新之路

彩佳印染在印染行业里算个“明星企业”。
咋成的明星？

“技术，关键还是在于技术。”柴化珍说。
“之前永济印染厂在全省纺织印染行业中一直
保持领先，后来逐渐衰落。我们意识到，如何
规避短板，通过不断改变，从人才、技术、管
理等方面进行创新发展是关键。”

彩佳印染的技术处于行业领先位置，公司
自主研发了多项新技术新工艺并获得四项国家
发明专利，其中一项还是“十一五”全国推广
项目，当时这种技术在国内和国际都处于领先
地位，也因此被国家纺织部授予“技术创新示
范企业”称号。

彩佳印染的技术中心被全国总工会授予
“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公司被中国印染行
业协会确定为“中国染整功能性面料研发生产
基地”。同时，彩佳印染还是我市 2019 年度推
荐申报的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

彩佳印染现有员工 200 余人，其中专业技
术研发并具有中高级以上技术职称人员超过 50
人。

公司技术部分为生产技术部和技术研发
部，分别负责基础的生产工艺和新品研发，公
司十分重视技术研发部，由柴化珍带领一线技
术工人亲身参与。公司现研发的新技术在设备
投资、节能减排、污染排放等方面都有优势。

彩佳印染负责人表示，在以后的发展过程
中，主要从喷墨、数字印刷、无水生产这 3 个
方面不断发力，并且要做到质量过关，达到不
用洗、不掉色的质量要求。目前，彩佳印染生
产的布料已经远销美国、欧洲等地。

彩佳印染之所以在技术层面能有如此卓越
的表现，柴化珍坦言，跟他过去在永济印染厂
的技术积累密切相关。

“我本身是做技术出身，在过去永济印染

厂时代，积累了不少经验。在永济印染厂停产
后，我们也带过来了几位核心技术人员，这目
前都是彩佳印染在技术方面的坚实保障。”柴
化珍说。

彩佳印染始终坚持科技创新、走自主研发
道路。这种模式除了与原先积累的人才优势和
技术经验储备等息息相关，也与当下永济市发
展印染产业的特点有密切的联系。

当下纺织、印染产业都集聚在南方地区，
印染产业的下游服装加工产业也基本都集中在
南方地区。在永济这样一个内陆地区的印染企
业究竟以何种优势才能杀出重围？

技术创新之路成为了彩佳印染最重要的一
步战略选择。以技术创新作为拉动企业发展的
最重要动能，正向效果正在不断显现。

除了技术立身之外，彩佳印染的管理模式
也深受永济印染厂的影响，他们靠加强管理，
创新管理方法，在成品率和出货率上不断提
高。在企业文化上，他们始终把诚信作为其经
营的第一理念，并不断丰富企业文化的内涵。

凯通印染：

效率提升之路

凯通印染的老厂房即将废弃，现在位于永
济市经济开发区内的新厂房也即将正式启动。
对于杨建桥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标志性意义
的转变。

这个转变要从凯通印染成立之初说起。
凯通印染厂成立于 2002 年，发展至今拥有

4 条完整生产线，年产布量 4000 万米，在全国
印染行业处于中上游水平。

凯通印染成立时，以租赁的形式，在永济
印染厂的厂房和生产线上，生产出了凯通印染
的第一批产品。除了厂房和生产线外，凯通印
染还接受了原有技术骨干、业务员 200余人。

从事业务管理工作的杨建桥从永济印染厂
衰落的根本原因出发，聘请了 20 多位技术专
家，研究全新产品的印染技术，迅速调整了产
品结构。

当年，凯通印染就将过去全部工业用布的
产品结构，调整至 60%工业用布和 40%服装面
料的产品结构，适应了市场需求，也一举扭转
了颓败的局面，将凯通印染带上了高速发展的
道路。

从 2002 年发展到 2006 年，凯通印染生产
的产品中服装面料已经达到 50%。随着产品不
断被认可，2012 年公司决定通过设备转型，用
高效率低耗能的设备来扩大生产，并于 2014 年
完成了产品的全部转型。

在完成初步积累之后，凯通印染坚持以效
率立身，通过不断改进工业管理模式以及生产
模式，向效率要效益。

从 2015 年开始，凯通印染引进了稻盛和夫
的工业企业精益化管理模式，不断从工艺改进
和成本控制上精益求精。

最颠覆也是最关键的转变，是从 2016 年开
始，凯通印染决心走智能制造的路子，彻底解决
生产效率问题。

“智能制造是我们转型升级、走向中高端的
重要途径。”杨建桥说。

凯通印染的智能制造体系，从生产连续化、
控制自动化、管理智能化、三废自滤化这 4 个方
面彻底改造生产流程。

“届时，印染产品的生产线上会很少见到工
人，所有生产流程都由一个中控大屏幕控制。
这个中控可以智能配置生产要素、监督生产环
节等，是对印染流程的一次大的颠覆。”杨建桥
说。

在这一生产体系下，凯通印染的生产效率
将提高 50%，运营成本降低 30%，产品生产周期
降低 30%，人员减少 30%，能源利用率提高 20%，
年产值将达到 6亿元以上。

“当然，智能制造不是简单用机器替代部分
劳动力，而是要让‘智能化’融入到企业订单、供
应链、生产、销售、服务的每一个环节，打造柔性
供应链，用供给侧改革的理念，用智能制造的手
段，实现凯通印染的转型升级。”杨建桥说。

目前，在新厂房中，全新设备已经安装就
绪，进入调试阶段。这是凯通印染对永济印染
厂遗留下老厂房、老设备的更新换代，更是永济
印染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一步。

永济印染破产后，在原“火种”上诞生的两家民企，已成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样本——

永济，重振印染
█本报记者 朱 姝 实习生 兰雪峰

想到江南小镇，脑海里就会呈现出烟雨朦
胧的小镇、小桥、流水、白墙、灰瓦，还有江南女
子身上蓝印花布小袄，晕染出一幅沉静的水墨
画。蓝印花布制作的衣服对于老一辈人来说，
那是再普通不过的了，然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
发展，传统植物印染的蓝印花布制作工艺逐渐
被化学染布工艺所取代。“我了解到，在民国时
期，不仅仅桐乡等地有蓝印花布染坊，奉化很多
地方也有蓝印花布的染坊，只是逐渐湮没在历
史中了，所以我想重拾这个有奉化记忆的传统
技艺，让更多年轻人知道这样一种印染方式。”
在张剑锋的工作室里，她向记者讲述着和传统
蓝印花布印染技艺结缘的经过。

张剑峰是江口人，现在浙江纺织职业技术
学院任教，教授服饰搭配等方面的课程，对于服

饰的色彩有一定研究。正是因为这样一个身
份，张剑锋从 3年多前开始接触蓝印花印染。在
她的喜曼蓝印花工作室里，摆放着她印染制作
的各种图案、纹理的蓝印花布，制成了各种各样
的生活用品，围巾、挂饰、布包、沙发，满屋子都
是质朴的蓝白两色，素净雅致。

“传统蓝印花布印染的染料就是蓝草，而它
的根就是我们熟知的板蓝根，所以用蓝草染成
的布料没有化学染布那种刺激性，甚至还有驱
蚊的功效。”在张剑峰的工作室里，有两个半人
多高的塑料桶，这是她自己“养”的染缸。她告
诉记者，传统蓝印花布印染技艺有两个难点，染
布时最难的便是“养”缸，“能不能染出蓝布，就
看染缸养得好不好，我这个染缸是去年 9月开始
养的，到今年 1 月才能使用，因为蓝布染色是氧

化的过程，需要木灰、米酒、麦芽糖等材料来还
原氧化，一个染缸如果养得好能够持续不断地
使用下去。”张剑峰说，养缸就像养宝宝一样，每
天都要搅拌，每天都要染布，还要保证合适的温
度，所以一开始她失败过很多次。

为了学习这门传统蓝印花印染技艺，张剑
峰除了自己钻研外，还专程去云南等地学习蓝
印花印染技艺，最后在台湾手工艺人汤文君的
传授下，才逐渐掌握了这门技艺。“染蓝布还只
是其中一个部分，要想在蓝布上留下白色的图
案、纹理，还需要用扎染、蜡染、夹染等技艺同时
进行加工。”张剑峰说，因为这些步骤都是全手
工操作，要想染制一块图案纹理复杂的蓝印花
布需耗费大量时间，所以这种古老的传统印染
技艺逐渐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在学习传统蓝印花印染技艺的同时，张剑
峰也在不断学习其他区域、国家的印染技术，对
蓝印花印染技艺和产品进行创新，制作了一批
各种样式的蓝印花制品，这些产品也深受大家
欢迎。

“在奉化的历史文献中曾记载过当时奉化
种植过大量的马蓝草，说明当时蓝印花染坊是
比较普遍的，所以这种技艺在我们当地还是有
文化底蕴存在的。”张剑峰说，蓝印花印染技艺
比较环保，也能够在家里制作，所以她设想将工
作室设到奉化，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这个技艺，
通过传授，让学生或者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也能
染制蓝印花布，让蓝印花印染技艺重新焕发新
的生机。目前她正忙于新工作室的选址。

据《宁波晚报》

晕出梦里江南蓝白 续写蓝草印染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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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浙江金梭印染有限公司印染车
间内，伴随着机器轰鸣声，几条自动化生产线
不断运转，五颜六色的布料成品在此新鲜“出
炉”。“以前这些数据都需要人工一项项统计，
现在全部交给机器了。”该公司副董事长童云
霞指着电脑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数字告诉记
者，这套名为 MES 的生产执行系统，可以精
准地将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消耗、能耗、生产
数量等数据进行实时更新，“不仅人工成本降
低了，而且有助于我们分析订单状况，安排产
量。”

作为浙江全省传统产业改造试点，兰溪
纺织行业经过多年发展，仍面临利润率不高、
创新性不强、人才支撑不足、要素成本上升、
产业链延伸受阻等挑战。近年来，兰溪坚持
数字化改造方向，全力推进纺织行业“机器换
人”智能化改造，实现生产设备、工艺技术、企
业管理、销售渠道全方位优化升级。

去年，浙江省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专家
组进驻兰溪，帮助当地企业开展“企业数字化
制造、行业平台化服务”工作。金梭印染、鑫
兰纺织、奇锦纺织、威臣纺织、鑫海纺织等一
批企业在专家的指导下，继续深化企业数字
化改造等工程。

一系列举措成效显著。“兰溪目前拥有国
际领先的织机 3 万余台，每千瓦时电可生产
白坯布 2.2 米，远高于国内同行业 0.7 米的平
均水平；每万锭纱用工不到 30 人，远低于国
内同行业 80 人的平均水平。”兰溪市经济和
信息化局副局长孙伟东说。

智能化发展之路越走越坚定。6 月 26
日，在由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兰溪市政府主
办的兰溪·中国棉织产业创新发展大会上，兰
溪正式启动纺织行业智能制造示范市创建，
计划通过 3 年左右时间，逐步实现兰溪纺织
企业的设备网络化、数据可视化、文档无纸
化、过程透明化、车间少人化、服务平台化，建
成一批智能生产线、智能车间、智能工程。

据《浙江日报》

聪明的织机
少用电多用布

作为典型的传统行业，纺织印染业曾是
永济、运城的骄傲。

在本世纪初，由于理念和生产更新速度
问题，导致整体生产水平较低，中高端产品较
为缺乏，产品附加值不高，存在高消耗、高污
染、低效益等问题，导致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
来越大。再加上，受资源、环境等要素制约，
以及市场竞争等外部压力，永济的纺织印染
产业优势逐步丧失，最终导致了永济印染厂
的倒闭破产。

放眼全国纺织印染业发展，福建石狮、
浙江柯桥等产业集控区，都对当地产业的转
型升级各出奇招。比如福建石狮市鼓励印染
企业技术改造创新，组织实施市级重点技术
改造项目库，鼓励染整企业引进国家产业政
策鼓励类目录、工信部推荐的纺织行业节能
减排先进技术目录中的国内外先进设备，加
快老旧设备改造提升；浙江柯桥建立通过设
立转型升级产业基金、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
金等方式，积极整合产业资源，大力培育高
端纺织产业项目、智能制造纺织技术服务项
目……

处此关头，我市纺织印染业要么转型升
级，要么淘汰出局。

所幸，永济印染行业仍在行业的大洗牌
中，得以生存并不断壮大。这不外乎源于永
济印染行业的置之“原地”而后生。

一方面，充分借用“原地”的人才、设备、
技术等优势。“国企是民企的学校，首先是人
才的学校，还是后勤的基地”。在走访中，柴
化珍的一句话让笔者印象深刻。永济印染厂
在上世纪 80 年代创立后，运营的 30 年间，积
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技术人才、管理理念等

“有形”和“无形”的资产，这些都成为现今永
济纺织印染业的发展养分。

彩佳印染承袭了原先永济印染厂的技术
人才队伍和相当一部分技术成果，以及原先
先进的生产管理理念；凯通印染则承接了原
先的生产设备、厂房等硬件设施。这些“养
分”都为永济印染业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强大
的驱动力。

另一方面，在后续发展中，永济印染的主
要企业都找到了各自推动转型升级的“牛鼻
子”。激烈的外部竞争，倒逼纺织印染企业从
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

凯通印染就是效率驱动的典型例子，从
最初的以精细化管理向工业生产要效率，再
到目前通过智能化的系统，实时收集数据，及
时准确反馈生产各环节，提高了产品品质和
生产效率，都显现着效率驱动的明显印记。
每一步都有着“壮士断腕”的勇气和魄力。而
另一边，彩佳印染是典型的创新驱动型企业，
以技术驱动生产发展，并以技术突破目前纺
织印染业内普遍存在的协同创新能力弱、投
入不足、人才缺乏，全生命周期低碳绿色纺织
亟待形成等问题，效果显著。

在原“火种”上，永济纺织印染业已置之
“原地”而后生，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找到全新
发展之路的永济纺织印染业会越走越远。

置之“原地”
而后生

□朱 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