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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阅读《中国羊毛与纱线》（Wool2Yarn China）杂志 - 我
们杂志改换新名!
为了对我们的读者群和广告客户群做出更积极的反应，我们
对一些印刷和电子刊物进行了调整，因此改换新名。
我们的英语杂志《国际羊毛与纱线》（Wool2Yarn Global）
拥有更广泛的读者群，其中包括58个国家的纺织品公司，同
时刊登世界各地的70多家公司的广告。
1986年，我们以俄语出版了第一份杂志，当时苏联是最大的
羊毛购买国。在苏联垮台之后，这份杂志被新西兰/澳大利亚
英语版取代，不久得到扩展，刊登了秘鲁、乌拉圭、南非、
俄罗斯、英国以及大多数西欧国家的出口商和加工商简介。
1999年，我们进一步扩大出版系列，为了反映出亚洲-尤其是
中国的重要性日益加强，我们推出了《中国羊毛出口商》 (即
现在的《中国羊毛与纱线》)杂志。作为国际羊毛业与中国羊
毛业之间沟通的纽带，这份中文杂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继续刊登专门介绍羊毛以及包括马海毛、羊驼毛、骆马
毛和羊绒在内的特种纤维的专栏文章，并有专栏文章介绍这
一行业从牧场到纱线和面料的方方面面。
2015期《中国羊毛与纱线》杂志刊登了大量行业新闻、知名
人物评述、羊毛生产国和特种纤维行业报告、纺织机械和羊
毛检测最新动态以及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还刊登了介绍公司和产品的文章，帮助您获得适合自己
需要的最佳产品。
本杂志内容翔实，何不一卷在手，未来数月闲暇之时浏览
一番。
希望阁下阅读愉快，感谢多位撰稿人帮助我们为大家奉上如
此丰富多样、精彩纷呈的杂志。
Victor Chesky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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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马海毛的
理由
天然性 | 可持续性 | 重量轻
抗皱性

| 耐用性

| 阻燃性

如要了解天然优质、用途多样的马海毛毛条、毛纱和产品，请访问：www.mohair.co.za

羊毛舒适度测量仪 (ComfortMeterTM)让零
售商和生产商可以开发和营销科学证明可
以带来更舒适穿着体验的贴身羊毛服装。

羊毛手感测量仪 (HandleMeterTM)让零售商
和生产商可以测量服装手感的主要特性，
从而改善贴身羊毛针织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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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资料
全

球约有11.4亿只绵羊，每年
生产的羊毛超过210万吨。
据羊毛标志公司（Woolmark

Company）称，主要羊毛生产国每年的
原毛出口值约为25亿美元，毛条出口值
约为12亿美元。全球每年生产的纱线、
羊毛和其它纤维超过2百万吨。全球羊毛
业每年生产大约816,000吨纤维（羊毛以
及其它羊毛混纺）。
2014/15年度的原毛需求不稳定，幷且受
到限制。世界各地大多数加工厂都依靠
短期订单，只购买所收到的订单货物。
棉纱和人造纤维价格较低，过度生产，
使得羊毛要昂贵得多，因此也造成羊毛
面临竞争非常激烈的环境。美元对羊毛
生产国货币表现强劲，对这些国家的生
产商有利，但粗纺毛条和纱线生产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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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却受到影响。随着美国、欧洲和
日本经济改善，原毛需要将有所增长，
因此2015/16年度前景较为乐观。因为生
产水平较低，价格应该保持稳定或者略
有上升。

回顾过去
2014/15年度世界羊毛产量下降了0.3%。
牧场主继续转为饲养肉用羊和双用羊。
新西兰、南非和乌拉圭的羊毛产量有所
下降，澳大利亚、中国、阿根廷、印
度、英国和蒙古的产量略有上升。服装
用羊毛产量下降，室内纺织品用羊毛有
所增长。这一信息是市场情报委员会主
席Chris Wilcox在2015年国际毛纺织组织
大会上提供的。
在上个财政年度，澳大利亚、新西兰、
阿根廷和南非的羊毛出口量比2014年分

www.miche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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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增长了5%、3%、7%和0.3%。乌拉圭的
羊毛出口下降了6%。
中国仍为最大的羊毛进口国，比上一年
度增加了9%。其它羊毛进口国全部都有
所下降。 综合而言，2014/15年度大多数
生产国的原脂毛价格都有所上涨。杂交
羊毛和粗支羊毛价格表现尤其好。粗梳
美利奴羊毛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然而，
超细支羊毛价格继续停滞不前，但在接
近2015年中期有所攀升。

展望未来
因为澳大利亚和乌拉圭绵羊数目降
低，2015/16年度的羊毛产量预计会略微
下降。英国、新西兰、美国和蒙古等其
它国家的产量预计将略有提高，但有很
强的迹象表明，新西兰绵羊数目可能继
续下降。
服装用羊毛产量将在2015/16年度略微下
降，但室内装饰用羊毛产量预计会略微
上升。 由于产量下降但需求稳定，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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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将保持稳中略升，大多数业内人士
都预计情况将保持稳定。

澳大利亚
2016年羊毛总产量预计将为2.59亿净公
斤，比2015年降低4.6%。全澳平均套毛重
量增加了2.9%，对2014/15年度剪毛羊只
数目下降起到了抵消作用。
在2015年，澳大利亚粗梳美利奴羊毛的
澳元价格增长了27%以上。特别是因为
中国国内产业部门的需求，而且供货有
限，澳大利亚粗梳羊毛价格一直稳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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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

升。对于全球加工厂商来说，在如此短
时间内价格急剧上涨，令人难以消化。
欧洲、韩国和日本的传统买家不情愿以
如此较高价格购买羊毛，幷因此徘徊于
市场之外。业内人士相信，因为绵羊只
数更少，羊毛数量更少，而需求强劲，
澳大利亚粗梳羊毛价格将保持在更高水
平。
18微米细度的澳毛增长了10%以上，中国
继续成为主要澳毛进口国，原脂毛进口
量约占75%。其次是印度、捷克共和国、
意大利和韩国。详见澳大利亚报告。

新西兰羊毛产量继续下滑。绵羊数目现
在估计在2980万头左右，比过去五年下
降了9%。据国际毛纺织组织市场情报委
员会称，2016年产量预计将为1.16亿净公
斤，比2015年增长2.3%。推动新西兰未来
羊毛产量的因素更多在于本地牧场管理
决定，而非境外需求，这是因为更多的
牧场转向乳业生产的缘故，但因为乳品
价格下降，这一趋势也正在放缓。
因为地毯、软装潢产品和室内纺织品生
产商需求更为强劲，全球杂交羊毛品种
的价格稳步上扬。新西兰元对美元、欧
元和澳元的汇率波动，抵消了新西兰当
地羊毛生产商获得的一些价格增长优
势。原脂毛和洗净毛的主要出口目的国
是中国，其次是意大利、英国、德国和
印度。详见新西兰报告。

南非
南非2016年羊毛产量预计将增长4.2%，
达到3000万净公斤。中国继续成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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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目的国，占原脂毛和洗净毛总产量
的60%以上。欧洲的主要出口目的国是捷
克共和国和意大利，其次是印度，进口
量超过200万公斤。详见南非报告。

阿根廷
阿根廷2016年的产量预计为2800净公斤，
比2015年下降0.7%。据阿根廷羊毛联合
会称，出口量同比增长了 (从上个生产季
节的41,900吨原脂毛增至44,400吨)，但因
为阿根廷货币汇率疲软，出口价值下降
了5% (从1.84亿美元降至1.75亿美元)。出
口量最多的羊毛为20微米细度的羊毛，
其次是29微米细度的羊毛。中国是原脂
毛(5768.6净吨)、洗净毛 (765.5吨)和毛条
(3076吨)的最大出口目的国，其次是德
国、意大利、墨西哥和秘鲁。详见阿根
廷报告。

乌拉圭
到2014年为止，绵羊存栏数降至750万
头，同比下降了8.4%。 乌拉圭2014年羊
毛产量为2400万净公斤，2015年产量降至
2100万净公斤 (下降了11.3%)。预计2016
年将进一步下降到1900万净公斤。详见
乌拉圭报告。

英国

绵羊存栏数最高的州是德克萨斯州
(720,000头)，其次是加利福尼亚州
(600,000头)和科罗拉多州 (420,000头)。主
要出口目的国为印度和中国。详见美国
报告。

印度
印度2016年羊毛产量预计为3900万净公
斤，比2015年增长0.6%。印度政府推出了
激励措施和其它能力建设行动，使得毛
纺产品出口增长，同时促进了国内毛纺
消费增长。印度是世界第七大羊毛生产
国，占全球总产量的将近2%，绵羊存栏
数位居全球第三（7100万头）。详见印
度报告。

中国
中国是万众瞩目的焦点。作为最大羊毛
生产国之一，中国年剪毛量达到1.75亿公
斤羊毛，但大部分质量不佳。当然，中
国也是最大的羊毛和毛条进口国，去年
毛条进口量达到10,995吨，增长了
9.5%。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毛条出口
国，出口量达到48,276吨，增长了9.2%。

英国2016年羊毛产量预计略有增长，增
至2300万净公斤，比2015年生产季节增长
0.9%。英国羊毛价格一直稳步上涨，拍
卖清盘率达到85-95%。剩余的存货非常
少，预计2016年将继续保持对英国羊毛
的强劲需求。英国羊毛营销理事会最近
推出一套新的综合分级系统，让人们更
容易了解适合使用英国羊毛的一系列广
泛应用。详见英国报告。

随着欧洲出现复苏迹象，中国出口数字
正在改善。随着中国政府极力刺激内
需，中国毛条和纱线产业在某种程度上
有所复苏。

美国

资料来源：羊毛标志公司、国际毛纺织
组织市场情报委员会、乌拉圭羊毛秘书
处、阿根廷羊毛联合会

到2015年末，美国羊毛产量预计为720万
净公斤，预计2016年产量将达到730万净
10 | wool&yarnChina 2015

公斤。美国绵羊业协会报告称，美国约
有528万头绵羊，幷有大约80,000个羊场
和牧场分布在各个州。

中国羊毛业领导人应对中国经济增速放
缓的情况，将重点放在经济增长率为
7.4%左右的“新常态”上。政府决心重新
调整重点，注重改善质量，而非提高数
量。详见中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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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可追踪性为什么非常重要
撰稿：Jo Dawson

羊毛之美，在于我们知道羊毛来自于何处。我们能够看到羊毛生
长，目睹剪毛，见证羊毛得到收集、分级和处理。从生产羊毛的
绵羊，一直到最终产品，世界各地羊毛供应商都能够对通过这条
供应链的每一根羊毛进行追踪。正是这种追踪纤维的能力，确保
了羊毛的质量、可靠性和完整性。

我

们为什么认为可追踪
性非常重要呢？我们
知道，客户要求知道

所购羊毛的来源，确定羊毛生产采
用符合道德并且负责任的方法，日益意
识到这一方面的重要意义。道森羊毛公
司（H. Dawson Wool）与羊毛生产商和
供应商密切协作，掌握供应链的每个环
节，确保做到公开透明。
我们发现，与我们协作的主要品牌商－
尤其是时装和户外服装行业的主要品牌
商，都热切希望投资建立相关程序，确
保在原材料生产和供应方面尽可能采取
负责任的做法。
许多羊毛生产商都在寻找新的途径，自
始至终对供应链进行监督，做到能够对
有关整个过程中特定羊毛来源的任何
查询做出答复。购买肉品、乳品和新鲜
农产品的消费者希望知道这些食品的来
源，购买羊毛服装穿戴或装饰家居的人
也日益希望了解产品的来源。
羊毛业可以获得合适的技术，有责任通
过实施有力的可追踪性计划来提供保
证，让客户感到放心。
12 | wool&yarnChina 2015

作为世界一流的供应商，我们向需求链
各级供应原毛和半加工羊毛产品，向地
毯、床上用品、服装、毛毯、家居装潢
和工业制品制造商供应高品质的羊毛。
我们真正开展全球化经营，拥有一个全
球化网络，能够获得最高品质的纤维、
加工和技术。
在道森羊毛公司，我们不仅觉得客户知
道羊毛来源非常重要，而且觉得告诉
客户羊毛来源可以获得客户信任。我们
认识牧场主，经常拜访他们的牧场；我
们要求客户参观他们所做的工作，并且
与牧场主密切协作，帮助他们实现生产
和供应潜力。我们明白他们工作多么辛
苦，与他们建立牢固的互惠关系，能够
确保供应链做到牢固、有效、透明。
但羊毛业本身要提供全面的可追踪性，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为一家公司，
我们正在这一领域努力开展工作。可追
踪性是天然纤维供应商所独有的特点，
我们的行业能够真正说明羊毛背后的故
事，揭示生产商的面孔，甚至表明所来
自的动物。这是人造纤维所望尘莫及之
处，这一点我们是绝对肯定的。我们大
家都能够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为整个羊
毛生产行业带来长期的益处。

INDUSTRY NEWS

商业销售总监Patrick Streh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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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市场销售经理Eric Fessler展示GN8设备

2015年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展示创新纺织设备

在

米兰举办的国际纺织
机械展览会上，nsc 纤
维至毛纱公司展示了

公司的最新创新设备。公司的新
型GS设备以及交叉式GN8设备和
新型精纺粗梳机成为万众瞩目的
焦点。
“当前，我们的客户需求节能型
技术，要求这种技术既可实现无
故障生产，又能带来更优质的成
果，” nsc纤维至毛纱公司商业销
售总监Patrick Strehle说。“我们的
新设备可帮助实现这一目标，带
来更多成果。这些新设备让加工
商能够保持竞争力。在国际纺织
机械展览会参展，为客户亲眼目
睹我们最新纤维的加工能力提供
了很好的机会。”

交叉式GN8设备
“我们的交叉式GN8设备专为加
工任何羊毛或类似羊毛的纤维而

设计，”nsc纤维至毛纱公司亚洲
市场销售经理Eric Fessler说。
“这一设备特别适于加工羊绒、
丝绸等精细短纤维以及低粘合度
的任何纤维品种”。
GN8根据针梳机驱动器与GN设
备系列中万用机头相结合的最
新技术，带来创新的交叉式设
计。GN8机头位于双固定场域，
配有由双纹螺钉驱动的落杆，
可实现每分钟高达2,000次落针的
机械速度。GN8可配有RE类型电
子自调匀整装置。GN8交叉式系
列根据小批量生产装置进行特别
调整。
“这项新技术用途非常广泛，
我们预期这一技术将保持旺盛
需求。这项新技术可用于羊毛、
羊绒、任何长纤化学纤维以及亚
麻短纤维去毡合、混毛、梳毛、
再梳毛纺纱制备以及半精纺加工
用途，”Fessler先生说。

精纺粗梳机
nsc公司在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上
还展示了精纺粗梳机。“这种粗梳
机的研发旨在为各种纤维提供解
决方案”，Patrick Strehle说。这种
粗梳机专门用于加工从18 - 25微
米细度范围的纤维。(另见有关新
型精纺粗梳机的文章)。
据Strehle先生说，纺织设备行
业引进的最新创新让生产商能
够在竞争中领先一步。新设备不
仅带来优质产品，显著降低能耗
成本，为羊毛加工商提供富有吸
引力的选择。
NSC公司是生产梳毛机、精纺
粗梳机以及牵切机等纤维至
毛纱纺织设备的一流生产商。
目前，NSC生产的25,000多台设
备在世界各地运行。有关详情，
请联系亚洲市场销售经理Eric
Fess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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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热忱代代相传
- Giovanni Schneider采访实录
细内达集团(G. Schneider)现已成为最优质细支与超细支羊
毛及特种纤维加工商的代名词。Giovanni Schneider是领
导这家多领域经营公司的第三代家族成员。他在位于瑞
士的办公室接受了采访，畅谈保持羊毛热忱和专长的重
要性，生产世界最佳服装需要这种热忱和专长。
“如今，能够达到消费者所要求的高品
质的公司屈指可数”，Giovanni Schneider
说。“生产优质产品需要从优质纤维做
起。我们知道，羊毛生产商必须对投资
剪毛、分拣和分级获得补偿。没有这种
支持，就无法激发生产商生产优质产品

的积极性，羊毛剪毛的品质就会下降。
而这一点与所有羊毛品种和所有细度有
关－我们应该记住，优质是指任何细度
的羊毛都具有优良品质。羊毛业必须确
保运用这一知识，持之以恒，否则下一
代羊毛生产商就会失去这一宝贵知识，
我们的纤维就会变得更差。”

从左至右： Marco Schneider、Elena Schneider (中)、Giovanni Schneider

“事实上，二战期间就发生了这样的知识
流失问题”，Giovanni Schneider说。“当
时，政府决定羊毛生产和加工应以军服
为重。品质并非优先重点，因此在那一
时期，大多数公司都失去了品质知识，
而是注重于快速出产。只有少数几家公
司有先见之明，不断投资于品质，并且
保持运用品质知识。这几家公司知道，
战争结束时，消费者会再次希望恢复品
质追求－而事实正是如此。那些未能保
持这一知识的公司已经消声匿迹。”
Giovanni Schneider认为，羊毛消费的最
大增长将来自于运动服装部门。“这一部
门蕴藏着最大机会，是一个新的领域”，
14 | wool&yarnChina 2015

INDUSTRY NEWS

行业新闻

他说。“但我们不需要用15－16微米细度

厂，工厂迁移并非一项可行的选择。这

的羊毛来制做这种服装。因此，鼓励羊

些工厂与土地、供水及其污水处理厂密

毛生产商生产更细支羊毛未必是正确的

切关联。当然，设备陈旧的小型生产厂

方向。实际上，需求最大的羊毛在于17.5

以及那些无法遵守新推出的环境限制规

- 20.5微米细度范围，至少对西装和运动

定的生产厂不大可能生存下来。”

服装来说是这样的。”

细内达集团公司依靠完全一体化的工业

当今供应链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与消费

设施，开展细支羊毛与珍贵天然纤维

者保持密切关系。据Giovanni Schneider

加工。公司在阿根廷、埃及、意大利、

说，在靠近欧洲客户群的地点开展加工

中国、蒙古和伊朗设有加工厂，从世界

非常合理。目前，中国可能不是欧洲市

各地采购羊毛和特种纤维，并且在澳大

场的一个良好解决方案。欧洲生产成

利亚、新西兰、中国、蒙古、伊朗和阿

本正在下降，东欧生产竞争力也日益增

根廷拥有自己的采购办事处。

强，有时生产成本甚至会低于中国。
“将包括西装在内的高档时装的精细织造
服务设在欧洲，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他
说。“作为品质与时尚的代名词，‘意大

“靠近客户十分重要，我们的埃及加工厂
地处理想位置，能够轻松满足土耳其、
印度和东欧市场的需要。我们觉得银行
系统富于支持，组织完善，而且这里距

利制造’与欧洲标签仍在世界各地的消费

离欧洲只有3小时飞行航程。”

者中引起共鸣。这类生产仍会在欧洲保

羊毛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开展有效

留。”他认为，“随着欧洲的劳动力及其它

的营销与宣传。这种宣传可以发挥重要

服务成本日益下降，特别是亚洲的成本

作用，确保毛纺产品的品质、用途广泛

增长，毛条生产与纺纱重回欧洲理所当

性及天然特性受到消费者青睐。“我们

然。此外，快速交货也对欧洲纺纱商和

必须记住，零售商可以选择销售任何

织造商变得非常重要。因此，靠近客户

纤维。如果市场需求的话，服装生产商

开展生产加工无疑是一项优势。我们的

可以加工任何面料品种，纺纱商可以将

埃及加工厂可以轻松服务东欧、土耳其

羊毛与其它纤维进行混纺。”

和印度的客户，为他们提供快捷周转，
周转时间有时快至一周。”

大力投资机械设备的毛条生产商可以
加工纯羊毛。生产链越往上，与羊毛的

那么，这是否表明中国的羊毛加工业将

联系就越牢固。因此，我们加工商、

被迫迁移？“我不这样认为”，Giovanni

出口商和羊毛生产商必须齐心协力，

说，“如果是一家服装生产厂或面料生

投资提供品质，开展有效营销，确保

产厂，工厂迁移起来不会太复杂，但要

羊毛成为优选纤维，让消费者选择羊毛

延伸至供应链下游的纺纱厂和毛条生产

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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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趋势：行业洞察
换言之，可持续性已经以市场为
驱动力。

撰稿：Elisabeth van Delden
国际毛纺织组织(IWTO)秘书长

与

人们生产和使用一切物
品一样，羊毛对环境也
有一定影响。

作为一个依赖于动植物的行业，
我们有义务采取可持续的方式来
管理这些自然资源。
出于行业自身的利益，我们也有
必要为消费者、品牌、设计师和
零售商保证羊毛具有积极的环境
特点。
国际毛纺织组织的宗旨之一，便
是让人们更知道和了解羊毛的环
保资历，使羊毛成为“益于地球”
的时装和内饰纤维的明显选择。
自上期《国际羊毛贸易》杂志以
来，我们观察到在可持续性领域
出现了五大趋势。通过在这些领
域共同合作，我们行业便能表明
羊毛作为一种纤维，既有一流品
质，又符合最高的环境伦理。

1. 可持续性以市场为驱动力
消费者期望品牌、设计师和零售
商在此领域发挥领导作用。在消
费者激励下，各品牌、设计师和
零售商不断寻找符合企业责任
（CSR）目标的产品。
16 | wool&yarnChina 2015

“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问
题，”澳大利亚羊毛创新公司
（AWI）研究总经理Paul Swan博
士在2015年国际毛纺织组织大会
上发言时说。“与其说是我们怎样
看可持续性，不如说是市场怎样
看我们。”
幸运的是，羊毛“顺势而上”，
消费者将其视为天然产品，因此
具有较强的认知。这大力表明羊
毛业需要在这一领域积极开展
工作。

2. 起源对抗速食时装
起源亦称为“原料品牌建立”，指
的是面料的来源。随着零售商开
始对完整性和可追踪性提出问
题，起源让供应商可以保证合理
性和信任。
譬如说，英国Harris Tweed和
Abraham Moon等知名面料品牌以
及意大利织造厂E Thomas都为羊
毛成品提供质量保证。
更让人叫好的是，起源对“速食时
装”起到了抗击作用。因为速食时
装现象，人们青睐廉价的石化纤
维，毛纱被打入冷宫，这对世界
各地生产羊毛的社区产生了严重
影响，这些服装使用寿命很短，
不久就被填埋，因此造成了大量
浪费。
与之相比，羊毛是一种经久耐用
的优质纤维，与合成纤维不同的
是，羊毛纤维具有回收价值，因
此不会遭到填埋。即使等到羊毛

使用寿命结束，羊毛也很容易生
物降解。

3. 羊毛研究对环境基准产生
影响
生态评级系统已经成为纤维环境
绩效的替代性信息来源。
在过去，羊毛评级不佳，并因此
处于不利地位。国际毛纺织组织
与其合作伙伴澳大利亚羊毛创新
公司一起，着重发掘羊毛的真正
环境资历的科学证据，以便质疑
和改变羊毛的评级。
例如，澳大利亚羊毛创新公司资
助开展了一项最近公布的科学研
究，提出在最初的牧场阶段便
采取生命周期评估 (LCA)的新方
法，为改善羊毛绩效的报告方式
铺平了道路。
生命周期评估 (LCA)是生态评级
系统的基础。
自这项研究公开以来，人们对羊
毛评级提出了严肃的问题。在一
段时间后，这项研究以及其它类
似研究应该会影响制定基准所采
用的标准，使人们更准确地了解
羊毛的环境影响。

4. 羊毛制品使用寿命更长
另一项研究从使用寿命结束阶段
对生命周期评估(LCA)进行了探
讨，发现迄今的LCA研究都假设
服装在使用寿命结束时便立即丢
进填埋场。
这项研究由里兹大学教授 、国际
毛纺织组织羊毛LCA技术顾问小

IWTO

组成员Stephen Russell开展，
发现在英国和美国羊毛服装的捐
献率很高，而且羊毛服装二次使
用寿命长，并可能具有三次使用
寿命。此外，这项研究还发现，
羊毛服装的回收利用选择比其它
许多纺织品都多。
这是当前LCA研究先前所未考虑
过的环境影响方面。国际毛纺织
组织和合作伙伴将探讨改变这一
局面的各种方法。

5.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是指生境或生态系统
中生物的多样化，几十年来一直
是科学和保护工作的重点。
最近，随着消费者日益担心土地

国际毛纺织组织

需求、食品安全和气候
变化，纺织品品牌和行
业对此更加重视。
生物多样性通常不被纳
入环境评估，但预计将
在CSR目标中具有更大
的作用。
人们需要找到适当平衡，才能评
估这一具有特定背景的问题，生
物多样性有可能很好体现羊毛的
积极影响。

织组织主席Peter Ackroyd说。

人们对羊毛的认识正在转变

国际毛纺织组织将继续努力，
对羊毛的环境益处进行确认和量
化。欢迎访问我们网站，不断了
解有关情况或者更多详情，
网址：www.iwto.org。

“当今的零售商要求供应商回答企
业社会责任、卓越环境特点、来
源和绩效等大量问题，”国际毛纺

“羊毛供应链投入了时间、精力和
资源来解答这些问题，全球市场
对羊毛的认识因此出现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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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羊毛出口公司
为中国客户提供一流选择

伦

普利集团（Lempriere）不
仅供应15－24微米细度的羊
毛，而且还供应杂种羊毛以

及适于粗梳市场的羊毛。“我们知道，中
国客户对各种不同羊毛类型具有特定的
羊毛要求。为此，我们在上海办事处成
立了专门的购销部。这支团队拥有必要
的经验，可以严格按照合同规格，按时
交付适合用途的合适羊毛，”伦普利集团
中国分部总经理吴以定先生说。
“中国羊毛和毛条买家可以给我们的上海
办事处打电话，只需一个电话，便可购
买任何产地的羊毛或毛条。”伦普利集团
在澳大利亚、阿根廷、美国、南非、新
西兰和印度设有办事处。集团从事羊毛
生产与销售业务已有逾150年的历史。
在此期间出口了20多亿公斤的最细支羊
毛。伦普利集团仍是一家完全由家族拥

有的企业，在羊毛生产直至经纪人服
务、出口及初期阶段加工的原材料供应
的各个部门领域开展经营，不仅在澳大
利亚占据15%左右的市场份额，而且还是
新西兰、南非、南美和北美市场的主要
羊毛购买商。
“我们为客户提供富有竞争力的羊毛购
买结构，为他们提供成本低廉的解决方
案，满足他们对羊毛纤维的所有需要，”
交易经理Angus Hooke在公司的墨尔本总
部说。“从采购、融资、加工和生产、物
流和行政，我们对这一结构进行精简，
主要采购原脂毛，并根据客户的要求向
客户销售原毛、洗净毛或毛条。在我们
的羊毛采购总量中，委托购买业务约占
15%。”
公司通过澳大利亚各地的现有牧场渠道
私人收购20％的羊毛，而且也是拍卖会
上的主要购买商。“规模确实非常重要，
我们一直都是澳大利亚五大购买商之
一，” Angus Hooke先生说。“作为世界最
大的羊毛交易商和加工商之一，我们的
目标就是按客户的规格要求提供解决方
案。”
“我们一直以供应19微米及更细支范围的
最细支澳毛而闻名，客户包括意大利的
顶级面料生产商。中国是我们的主要市
场，我们认识到中国客户还需要不同的
较粗支的类型，”他说。“我们拥有国际办
事处网络，能够采购任何产地的羊毛。
对每批羊毛，我们都可以提供从生产商
到客户的全程追踪和认证。”
欢迎与吴以定先生联系，电邮：
Frank.Wu@lempriere.com.au；
电话：86-1390189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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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 Andrea
公司加快正宗零配件交货时间
Sant’Andrea Novara公司不断提高正宗零配件的生
产与存货，致力缩短订购至交货时间，公司订单呈
现日益增长趋势。“在过去，获得Sant’Andrea公司
生产的正宗零配件是客户遇到的一个问题，”总经理
Ploner先生说。“我们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交
货等候时间现在已经大大缩短。”
自1928年起，Sant Andrea公司开始生产纺织设备，
有数千台设备在世界各地运行。作为一家高性能设
备的一流生产商，公司供应广泛系列的产品，包括
各种长纤维精梳、混纺以及制备至纺纱加工设备。
“正宗零配件的市场需求十分强劲。过去，由于订购
和交货之间的等候期很长，客户被迫寻求非正宗零
配件的替代性供货，”他说。
“我们知道，为了确保设备长期运行的良好性能，设
备所有人更希望使用正宗零配件，因此我们逐步扩
大零配件存货水平。”
Ploner先生还说，Sant Andrea公司的客户对改良或
升级现有设备具有很大兴趣。“我们可为旧设备供应
和安装最新技术，包括为整理机供应和安装电子传
动器。”

行业新闻

张家港办事处供应正宗nsc零配件
nsc纤维至毛纱公司决定在中
国投资设立一家主要的零配件
经销中心，让中国毛条生产
商能够轻松、快捷地获得正宗
nsc零配件。 中国是最大的天
然纤维加工国，拥有世界上数
量最多的nsc设备。其中一些
设备已经使用25年以上，需要
进行升级。“在张家港设立我们的零配件中心，让我
们非常靠近大多数中国客户”，nsc中国代理及经销商
意勤全球贸易公司总经理罗泰华先生说。
“我们的张家港办事处可以供应nsc整个生产系列的
零配件。旧机器维修和客户服务是我们业务不可或
缺的一部份。我们使用正宗生产商的零配件，致力
提供快捷、友好、细致入微的零配件服务。我们的
售后服务团队是各种技术问题领域的专家，我们还
可以为客户的工作人员提供培训课程。”
公司还开展现有设备审查计划、设备更新工具包以
及持续维修计划。“中国纺织品生产商要提高产品质
量，开展更具成本效益的纤维加工，正在面临这些
挑战，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大多数的
nsc旧设备都可以装配更先进的新零配件，提高设备
的运行效率，”罗先生说。
详情请洽罗先生，电邮：tw.law@luckytide.com

CWD集团向爱尔兰发展

英

国Curtis羊毛直购
集团公司收购了
爱尔兰最大的羊

毛贸易公司之一 － Vincent
Pierce公司(羊毛贸易公司)。
Vincent Pierce公司设在维克罗
郡，每年交易量约为400万公
斤羊毛。这项新投资预期将使
交易量增长。
这家知名公司始建于1800年代
中期，专门开展爱尔兰套毛洗

毛、分级和销售业务。爱尔兰羊
毛一向以独特的特性而闻名，可
以用于生产地毯和服装面料。
“这项新收购将保障我们的爱尔兰
羊毛供货，”Curtis羊毛直购集团
公司联合董事经理Daniel Isbecque
说。“我们通过英国羊毛销售理事
会拍卖会采购英国羊毛，已占英
国剪毛总量的一半以上，最新这
项收购还将让我们成为爱尔兰最
大的羊毛购买商之一。”

Curtis羊毛直购集团公司联合
董事经理Tim Holgate说：“我
们羊毛交易商务必获得充足的
原材料，不断为世界各地的客
户供应最高品质的产品。不论
是洗净毛还是原脂毛和精梳毛
条，我们致力以合适的价格，
按时交付合适品质的羊毛，不
断建立良好的声誉。”
“规模经济将为我们带来更多
好处，为我们新添国际市场的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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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宣传活动

CAMPAIGN FOR WOOL

羊毛宣传活动五周年
在2010年1月的澳洲国庆日，威尔斯亲王查尔斯王子亲
自向英国时装观众和室内设计室发起了羊毛宣传活
动。当时正值大多数人记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萧条开
始之际，全球形势动荡不已。
Peter Ackroyd，羊毛宣传活动首席运营官

2015年羊毛周时间表
南非

4月7-12日

澳大利亚

5月18-24日

意大利

9月8-13日

法国

9月23-27日

加拿大（由王子慈善基金会主办）

9月20-30日

英国

10月5-11日

荷兰

10月12-18日

中国

10月18-25日

日本

11月4-9日

当

时，各大羊毛生产国的
羊毛价格急遽下跌，令
人大跌眼镜。整个英联
邦和南美洲的牧场主觉得养殖毛
用羊没有优势，全球羊群数量下
降，达到惊人的水平。
与之相比，当今形势要令人鼓舞
得多，超过了任何人的大胆希
望。最近，查尔斯王子向米兰时
装界的显贵观众发表了演讲：
“在许多主要的国际市场，羊毛
周现已成为一年一度的盛事，
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为了子
孙后代，我们要让消费者更加注
意所购买服装的原料，这是我的
希望，也是这项宣传活动的主要
目标。”
“当然，羊毛与全球农业界的环境
目标密切相关，这项宣传活动力
求突出的是，化纤在这个行业占
据主导，这一点让人感到悲哀，
但在未来许多年中，化纤势必落
入填埋场中，而羊毛作为一种完
全可再生纤维，在时装界具有独
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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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NEWS

CHARGEURS羊毛集
团公司在竞争激烈的
市场继续表现出色

Chargeurs羊毛集团公司
董事经理Federico Paullier

据

Chargeurs羊毛集团公司董事
经理Federico Paullier称，公司
在2014年业绩稳固，有力证

明了公司新模式带来的优势。Chargeurs
羊毛集团公司获得地方行业合作伙
伴的大力支持，向世界各地的客户销
售精梳毛，充分表明公司有能力降低
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波动所产生的风
险。Chargeurs集团与南美、美国和中国
的加工厂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
“我们不断开展多种经营，注重公司作为
服务型企业所具备的专长，同时保持最
低水平的工业资产投资。我们专营毛条
生产，设计混纺羊毛，满足世界各地纺
纱厂需要。”
在2014年，公司的销售收入从2013年的
1.019亿欧元增至1.042亿欧元，营业利润
也从2013年的210万欧元上升至330万
欧元。
“供货量的增长充分抵销了原毛价格下
滑影响，促成2014年的企业收入上升了
2.3%”，Federico Paullier说。欧洲市场代
表了公司2014年总收入的36%，亚洲与美
国市场均占公司2014年总收入的32%。
“Chargeurs羊毛集团公司积极部署一体化
价值链，尽量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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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风险，确保利用无缝衔接的可追踪
性，保证公司产品及客户服务的品质，
推动公司不断实现良好绩效。此外，公
司还认真细致地核实梳毛厂合作伙伴对
员工健康与安全法规以及牲畜福祉标准
的遵守情况，让我们能够解决客户对社
会责任和环境问题所提出的担心”，
Federico Paullier说。
Chargeurs羊毛集团公司为技术纺织品类
毛纱生产商以及世界知名服装生产商客
户供应毛条，这些毛纱生产商生产的产
品用于优质休闲服装和运动服装行业等
领先行业。
“对Chargeurs公司而言，企业社会责任
主要是指通过部署资源以及管理现状的
行动计划，交付一流的短期运营绩效与
回报，同时保护我们的未来，确保面临
全球市场激烈竞争的企业持续发展，
以此来展现我们的价值观，”Federico
Paullier说。
“在纺织纤维市场中，棉纱等竞争性纤维
或涤纶等合成纤维的价格随石油价格下
降而出现下滑，与之不同的是，原毛价
格往往居高不下。羊毛带来的环境影响
很少，拥有无可置疑的技术性能，可以
满足各种利基市场的需要”，Paullier先生
最后说。

美国报告

USA

美国羊毛生产商
秉持畜牧原则

美国羊毛的品质每一天都掌握在全国各地绵羊生产商的手中。美国绵羊
生产商认真对待这一职责，努力饲养安全、健康、快乐的羊群。生产商
与美国绵羊行业协会协作。他们明白，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为我们行业
提供原材料的正是这些绵羊。研究表明，照顾良好的绵羊产量更高。

为

此，美国羊毛生产商致力实
施人道的畜牧规范，为绵羊
提供一个健康、舒适的生存

环境。在做出生产管理决定时，总是会
考虑到绵羊的健康和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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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体型较为平顺、不大容易遭到苍蝇叮
咬的绵羊来生产优质羊毛。
美国绵羊每天放牧，对土地的深切关注
同样重要。羊毛生产商既是羊群的牧羊
人，同样也是土地的管理者。他们采取

美国羊毛产自从未切过臀皮的绵羊。为

与环境配合的自然放牧来生产羊毛。正

防止苍蝇叮咬而切除臀皮的做法，在美

如绵羊和羊毛一样，土地其实是一种可

国没有必要，也没有做过。一百多年

再生资源，在生产过程的每一步都必须

来，美国绵羊生产商开展遗传选择，选

爱护。

USA

所有管理规范都秉持畜牧原则，这包括
绵羊剪毛，这种必要的程序对绵羊自身
的福利来说非常有益。绵羊必须定期剪
毛，防止羊毛过多，妨碍身体调节温度
的能力。羊毛毛层太厚也会使绵羊变得
更加脆弱，因为环境中的实物障碍而更
容易失去行动能力，也更容易受到食肉
动物和寄生虫的攻击。
每年采用获得批准的标准化剪毛技术进
行剪毛，这种技术是为确保绵羊的舒适
和福利而设计的。剪毛通常在产羔季节
之前进行，以便帮助确保羔羊的健康和
存活。
与世界上几乎每个主要羊毛生产国一
样，剪毛日益成为羊毛业的一个问题领
域。如果剪毛工有适当的设备，人员配
备充足，训练有素，能够确保套毛的最
佳状态，那么美国羊毛的营销宣传工作
就会更加轻松，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因此，美国羊毛工业协会羊毛理事会代
表与精选美国剪毛工在2015年7月举行
了会谈。在主要剪毛季节，美国剪毛公
司总是供不应求，通常需要额外的剪毛
工。美国政府开设了H-2A剪毛工计划，
鼓励其它国家的剪毛工来美国。无论是
外国的剪毛工还是国内的剪毛工，美国
总是寻求合格的剪毛工。

美国报告

装、针织袜、披巾、毛毯之类的终端用
途，并且适合可以从这种特点受益的其
它任何产品，”Götz Giebel说。“此外，美
国羊毛在用于混纺时，可以增进其它产
地羊毛的这些特点。”
羊毛理事会建立了美国认证羊毛计划，
帮助购买商找到美国的最佳羊毛。参与
这一计划的成员严格遵守羊毛制备的行
业规范。我们鼓励生产商和剪毛工都参
与这一过程。
购买美国羊毛的机会很多。羊毛生产商
往往通过私营羊毛仓库或合作社羊毛仓
库来销售羊毛。羊毛经销商和经纪人也
形成网络，定期向个别牧场和仓库购买
羊毛。美国东部羊毛生产商养殖的羊群
往往较小，因此羊毛产量较少，他们通
过羊毛联营的方式，将较小的羊毛批合
并起来进行营销。美国各地有50多个羊
毛联营机构。

“在这个过程中，剪毛工的作用与生产商
一样重要，”羊毛理事会主席Ken Wixom
说。“我们需要人人共同协作，尽可能为
国内外购买商生产最佳羊毛。”
这种羊毛十分“蓬松”，这是美国羊毛为世
界各地的购买商所熟知的特点。美国羊
毛经常用于混纺，使制成品产生蓬松效
果。所供应的羊毛在直径和卷曲频率方
面各不相同，购买商肯定可以找到适合
自己混纺需要的羊毛。
“多年来，我从事过各种工作，有机会
购买和加工美国羊毛。美国羊毛具有高
度的蓬松性和抗压性，尤其适合针织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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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羊毛用途广泛

美
Rick Powers

国羊毛用途多样,以“膨
松”著称。除了用于生
产纺织服装、毛衣、
针织袜和内饰材料等知名用途
外，美国羊毛也可以用于生产隔
热、手工地毡、网球、寝具等产
品以及清除石油和化学品泄漏的
清除垫。
“从织造用途到追求价值的粗纺方
面，我们的羊毛适合用于几乎各
种制造用途，”伦普利美国公司部
门经理Rick Powers说。对于我们
伦普利美国公司来说，关键在于
优质羊毛。我们知道牧场主，了
解羊毛纤维，认识经纪人，知道
哪里可以采购到适合每一种用途
的最佳羊毛。”
伦普利美国公司在南卡罗莱纳州
东南部城市查尔斯顿和德克萨斯
州均设有办事处，为采购整个美
国剪毛提供了便利途径。
伦普利团队不仅在国际毛条生产
与洗毛方面经验丰富，而且在十
多年来一直成功地向海外贸易商
和加工商经销原毛。
传统而言，美国绵羊生产商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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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季月份收获羊毛。事实上，
在美国产的羊毛中，半数以上是
在四月、五月、六月剪毛和销
售。
美国套毛的平均重量为略高于3千
克。然而，各州之间有所不同，
譬如说，北卡罗来纳州和衣阿华
州生产的套毛平均重量为2.2千
克，而内华达州生产的套毛平均
重量为4.4千克。
在过去，国内生产的羊毛几乎全
部为美国纺织厂所用。但在过去
几年，许多纺织厂要么关闭，要
么将生产厂搬到其它国家。因为
这一转变，对美国生产商而言，
出口市场以及美国军方变得越来
越重要。
“我们的目标就是为国际购买商
供应最优质羊毛，满足他们的特
定加工需要。我们团队熟谙美国
羊毛，非常了解其适合加工的特
点，同时还可在运输和物流方面
为客户提供广泛的服务，”Powers
先生最后说。
欢迎与伦普利美国公司联系，
电邮：wool@lempriere.com.au

YARN

毛纱

防伪技术让您高枕无忧
“通过嵌入面料、织造标签或打印挂标的隐形标记，PureTT能够准确
追踪产品真实性，达到追本溯源的效果，”新西兰国际羊毛服务公司
(WSI）产品经理Malcolm Ching说。WSI是新西兰最大的羊毛出口公
司，向全球营销推广这项新技术。

这

套系统采用的技术让生产厂
能够保护自己羊毛产品的质
量、性能和声誉，以免产品

所含的标定羊毛在加工链的任何环节被
替代或稀释，能够具有从绵羊到货架的
可追踪性。
“打击假货的公司对PureTT尤感兴趣，”
Malcolm Ching说。“只要按一下按钮，
就可以检查产品，验证产品的真伪。”
这种技术确保羊毛可信度和透明度，让
用户能够创建个别客户代码标记，追踪
个别服装或产品，将营销宣传和产品相
关材料直接联系，并且将内容与小应用
程序和网站等数字技术相连，确保产品
完整性，让用户高枕无忧。
PureTT许可技术由澳大利亚最先进的科
研机构CSIRO以及新西兰政府研究机构
AgResearch有限公司研发。 这项技术可
对羊毛、毛纱、纺织品和服装提供准确
追踪，达到追本溯源的效果。
据Malcolm Ching称，这项技术如同一
名卧底的警察，让您在任何阶段都可以

开展追踪，管理存货，确保产品的完整
性，做到高枕无忧。隐形标志可以在包
括洗净毛、羊毛毛条以及毛纱在内的不
同羊毛加工阶段嵌入，从而可以在面料
或者毛衣、西装和地毯
等制成品中予以检测。
“对每位用户制作单独
标志，然后注入
产品中，肉眼看
不到，而且不
会影响最终产品
的性能或质量
特性，”Ching
先生说。“有关
代码、扫描
器和许可
证都非常
安全，
可以防范
伪造。”
详情请洽
Malcolm Ching，电邮：
Malcolm@woolserv.co.nz

《羊毛出口商》杂志免费向中国公司发行。请告诉在杂志
上刊登广告的公司您在本杂志上看到了他们的广告，让我
们能够每年为大家免费奉上这一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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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南方毛业集团
庆祝在中国建厂二十周年

德

国南方毛业集团（简称南
毛集团）是一家总部设在
德国纽伦堡的精纺毛纱企

业。2015年，集团庆祝该中国工厂建厂
二十周年。南毛集团于1995年在江苏省
张家港市建立了张家港扬子纺纱有限公
司（ZYS），将这里作为集团在中国的
生产基地。这家纺纱厂建在自由贸易区
内，为上海周边地区日益繁荣的纺织品
生产提供服务。
在五月份举行的二十周年庆祝活动
期间，恰逢2015年国际毛纺织织组织
(IWTO) 年度大会也在张家港举办。
该庆典为期三天，举办了各种庆祝活
动，安排客户和来宾参观工厂和城市
观光，并且举办了盛大晚宴。

德国南方毛业集团庆祝在中国建厂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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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德国南方毛业集团来说，这是一个
回顾过去的好机会，让集团可以回顾二
十年前开始的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创举，
并且总结所取得的胜利成果。该集团中
国区副总经理夏日盛先生回忆起当时决
定在张家港开设纺纱厂的情景。“南毛集
团第一次与张家港接触是在1992年，
当时我们的首席执行官Klaus Steger先生
来中国探索开设精纺纱线厂的可行性，
发现张家港及其周边城市获得原材料十
分方便，有技术和资历的人才资源十分
丰富，基础设施完善，拥有一个深水
海港，并且邻近上海，因此脱颖而出，

YARN

成为中国羊毛加工业中心。此外，我们
对当地政府充满信心，获得了合资企业
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这些对我们决定
将张家港作为中国生产基地的决定起到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进一步介绍纺纱厂自建立以来如何发
展壮大。“在1994年，南毛集团在中国
建造了第一家精纺厂，一年后投产。
在1997年举办了第二家纺纱厂的动工仪
式，，产能是第一家纺纱厂的两倍。从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0年互联网泡沫
破灭，在此巩固阶段之后，南毛集团又
在2001年进一步扩展，开始建造第三家
精纺厂。随着南毛集团大举进入横机针
织市场，集团在2004年决定建造一个染
整厂。在2008年，张家港扬子纺纱有限
公司（ZYS）的家族不断扩大，又增添了
一位新成员，添加了一个气流纺黏胶纱
线厂。我们对纤维素纤维开展投资，在
2012年建造了中国第一家涡流纺纱厂。”

承诺。销售董事Hans-Georg von Schuh
称：“今年是我们这家现代优质加工厂运
营二十周年，我们感到非常自豪。在取
得开门红之后，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计划随着业务增长，继续扩大张家港加
工厂的规模。”他补充说，南毛集团每年
还投入大量资金更新机械设备，确保加
工厂达到最先进水平。

在

2014年，南毛集团收购了江
阴盛胜隆纺织处理有限公司
70％的股份。该公司位于张

家港扬子纺纱有限公司附近。这家毛条
加工厂拥有巴素兰处理、防缩和非氯化
处理能力。南毛集团正在开展一个升级
项目，准备将该厂的年加工能力翻一
番，从3000吨增加到6000吨，这个升级项
目预计将于2015年中完成。

在过去二十年中，南毛集团亲眼目睹了
中国的巨大变化。据夏日盛先生描述
道：“九十年代，张家港主要是以出口为
主的小型公司，生产过程简单，低廉的
劳动力成本成为推动增长的主要动力。
自此以后，许多纺织品公司不但扩大生
产规模，而且提高企业技术能力，成为
技术先进的服务型企业。”

一般而言，张家港扬子纺纱有限公司为
亚洲和北美客户生产毛纱，为南毛集团
的‘Biella Yarn’品牌生产的横机针织纱线
以及为‘Yarn in Motion (YIM)’和 ‘Richter’
品牌生产的圆机针织纱线在其产量中所
占比例最大。该公司还针对技术型纺织
品市场，为Südwolle品牌以及Stöhr品牌
生产数量较小的梭织用纱。“在中国开
展生产，除了给我们带来富有竞争力的
成本架构外，还让我们能够进入中国市
场，如今我们在中国拥有一支强大的销
售队伍，”von Schuh先生称。“在过去几
年中，张家港扬子纺纱有限公司所取得
的发展都来自于中国市场。”尽管中国经
济发展速度放缓，南毛集团仍然在中国
持续保持了20％的增长率。

南毛集团是西方投资者在中国开办纺织
品生产厂的先驱。集团对羊毛业务及其
成功具有长期眼光，因此决定在中国
开展持续投资，这在当时是一项巨大的

南毛集团不仅对这家现代化工厂能够为
全球各地的客户提供优质纱线引以为
豪，而且对正在这里建立起追求卓越的
新传统感到自豪。

如今，张家港扬子纺纱有限公司的年综
合纺纱能力达到11,000吨左右，张家港扬
子染整有限公司（DyeCo）每日毛条和纱
线的染色能力达到21吨左右。张家港扬
子纺纱有限公司和张家港扬子染整有限
公司的员工总人数达到1400名左右。

毛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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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制造”－
在中国品牌知名度大增
‘意大利制造’标签，向重视品质与价值的
日益精明的中国客户销售自己的产品。
Safil公司每年生产大约7,000吨毛纱，供
应针织纱产品，从大规模分销的产品到
顶级产品不等，可以满足各种市场需
求。“我们的客户要求高品质的产品，但
Safi公司可以供应各种毛纱，这一点同样
重要，”首席执行官 Cesare Savio说。

‘意大利制造’品牌深受世界各地消费者的
青睐。全球范围的零售购买商对众多知
名意大利品牌的需求十分旺盛。

Safil公司生产超细支美利奴羊毛纯毛精
纺纱或与贵重纤维(羊绒、丝绸、安哥拉
毛、羊驼毛、棉纱)混纺精纺纱，适于生
产最高品质的产品。此外，公司还生产
适于更具创新、技术及时尚风格的针织
产品用途的羊毛/丙烯酸混纺纱、花色毛
纱以及与‘人造’纤维(粘胶、超细纤维、尼
龙、Coolmax)混纺纱。公司提供现货服
务，确保供应纯色、混色以及‘超级印花’
颜色的各种产品。在Safil开展的纺纱生产
中，大约70%使用羊毛纺纱，其中澳大利
亚羊毛占40%。

中国零售购买商也不例外。如今，中国
已成为大多数奢侈品牌的最大市场，这
一趋势将不断增长。拥有意大利供应链
的中国面料或服装生产商将能够从中受
益，从额外增长的品牌知名度中获得优
于本地制造商品的优势。

公司为Polo Ralph Lauren、J Crew、
Gap、Mango、Zara、Ermenegildo
Zegna、Gucci、Armani、Lacoste以及
Marks and Spencer等许多国际品牌供应优
质毛纱，这些毛纱适于针织品、袜类及
装饰品用途。

Safil公司在欧洲经营最大的一站式‘精纺’
纺纱厂，一直为寻求更优品质与服务的
中国生产商开辟利基供应链，并且作为
公认的标准获得欧洲生产商认可。

公司运行6条生产线，每天24小时连续生
产。公司还拥有各种纺纱设备，一些属
于传统设备，一些则配备赛络纺纱(SiroSpun)或包芯纺纱（Core-Spun）系统，几
乎所有设备都采用紧密纺纱技术，并且
进行了莱卡线插入改良。

Alberto Savio与Cesare Savio

中国不乏毛纱生产商，但Safil公司供应的
毛纱让面料和服装生产商能够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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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纱生产行业企业繁多，竞争非常激
烈。大量生产质量平平的毛纱可能很
容易，但要生产多种不同类型的少量毛
纱，同时仍保持一流品质，却并非
易事”，董事长Alberto Savio说。“我们
量身定制生产，满足客户大小订单的需
求。我们有能力为全球各地的多元化客
户群提供灵活服务，这一点非常关键。”
“我们知识丰富，投资研发，能够为客户
生产更优质的产品，而不会增加成本”，
Cesare Savio说。他举了一个毛袜生产客
户的例子。“我们熟悉客户的设备和规
格，与他们开展合作，利用价格更低的
较粗支羊毛，生产更佳的产品。共同协
作让我们双方受益”，他说。
Safil公司拥有采购优质原料纤维的专长，
这是公司业务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例
如：乌拉圭SUL(乌拉圭羊毛秘书处)开展
美利奴羊品种改良项目，让羊群能够在

毛纱

自然牧场条件下生产更洁白、更细支的
羊毛，了解到这一项目后，Safil公司决
定采购这个项目生产的大部份羊毛。最
近，公司进一步开展高效采购优质马海
毛的工作，在南非开办了一家办事处，
为公司采购自己生产所需的马海毛。这
家办事处设在伊丽莎白港，由拥有多年
经验的马海毛知名交易商Ivan Smith负责
管理。这家办事处还积极参与南非和澳
大利亚马海毛生产商的活动。
“研发引领创新”，Alberto Savio说。“我们
一直把研发摆在首位，不断尝试生产新
产品。在2014年，我们创造了200多种实
验性新产品，虽然并非所有产品都会达
到我们的品质标准或期望，但我们的客
户知道，我们不断创新，倾听了解他们
日益发展的需要。中国客户可以充分利
用我们广泛应用的研发项目。欢迎寻求
建立‘意大利制造’联系的生产商垂询”，
他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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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推出Periloc©毡合毛纱处理工艺

比

撰稿：Victor Chesky
利时地毯纱线生产商Mefil公
司为客户推出了Periloc©毡合
毛纱处理工艺。“我们在2013

年做出了投资这条Periloc© 毡合生产线
的策略决定，这让我们具备生产高强度
毡合毛纱的能力。这类毛纱采用连续工
艺单独毡合，以保证其毡合特点”，Mefil

艺，我们是欧洲唯一一家可以提供这种
处理工艺的公司。”本人采访了Peter van
den Hoven和毛纱开发商Wendy Rulkens，
他们抽出宝贵的时间，带本人参观了
Mefil生产厂以及展示各种美丽毛纱的陈
列室。

NV与纺纱公司总裁兼销售经理Peter van

自1969年以来，Mefil公司便一直生产阔

den Hoven说。“这是世界最佳的毡合工

幅地毯和地毡的地毯用纱。工厂位于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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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塞尔和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中间的
马塞克(Maaseik),地处欧洲地毯业地带的
中心。
公司为住宅、酒店、商业、航海及航空
等部门供应毛纱，生产在设计、颜色和
结构方面别具特色的粗纺和半精纺毛
纺纱。
公司使用最优质的新西兰羊毛和英国羊
毛，年生产能力达到150万公斤。“这类羊
毛十分理想，非常适于Periloc© 毡合处理
工艺，特别是优质地毡。这项工艺利用
吸湿、加热和摩擦作用，连续毡合并压
缩纤维，直到同质面料形成羊毛毡
为止”，Rulkens女士说。“Periloc©处理工
艺深受地毡生产商欢迎，这项工艺也非
常适合阔幅地毯与全室地毯。”
“羊毛可以纺出最美丽的毛纱，因此我
们才一向推荐使用羊毛。羊毛享有各种
美誉：可再生性、可生物降解性以及可
持续性等，而最主要的是，羊毛具有毡
合能力，让我们可以纺出最美丽毛纱，
因此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纤维。在这一方
面，没有哪种人造纤维可以与羊毛
媲美”，Rulkens女士说。
Mefil公司不仅拥有大批量订单生产能
力，同时还可以满足低至500公斤的小订
单需求。“这种小批量定制毛纱需要我们
采用富有创意的设计方法，利用强捻、
多捻等几乎无极限的各种捻度设计，
为主流地毯用纱带来焕然一新的变化”，
Rulkens女士说。“我们可以与所有生产
商开展合作，为他们提供所需最佳毛纱
品种方面的建议，包括设计与颜色细节
等。我们只生产定制毛纱－生产商告诉
我们他们打算生产什么产品，我们将为
他们提供建议，告诉他们如何实现最佳
的预期成果。在开展这类咨询后，我们
将根据每个单独的订单安排生产。”

虽然Mefil公司主要采
用羊毛开展纺纱，
公司也可以生产与其
它纤维混纺的特殊混
纺纱，并且拥有生
产粗纺毛纱和半精梳
毛纱的设备。“这类
毛纱包括适于地毯业
用途的特殊设计与颜
色组合的纯新羊毛
纱、100%合成纤维纱
以及羊毛/合成纤维
混纺纱”，Rulkens女
士说。“我们供应纯色
和混色纱、散纤维染
色纱、花呢和本色纱、夹花纱以及强捻
纱。我们的毛纱可以获得干纺、绞纱洗
毛、毡合与定型以及羊毛毡合处理。我
们的粗纺纱纱支范围为Nm 0.2至Nm 4.5，
半精梳纱纱支范围为Nm 0.03至Nm 4.5。
我们还可以供应与蓬松纱(BCF)混合的单
纱以及多达4股的加捻纱。”

毛纱

Peter van den Hoven

“我们的定制毛纱需要我们采用富于创意
的设计方法，利用强捻、多捻等几乎无
极限的各种捻度设计，为主流地毯用纱
带来焕然一新的变化”，Rulkens女士说。
Mefil公司在欧洲拥有广泛的客户群，
最近成功拓展出口市场，
打入了南美、亚洲、
美国、特别是欧洲
等全球地市场。公
司获得ISO 9001认
证。“Mefil公司是一
家独立公司，不隶属
于任何地毯生产商。
我们积极致力投资开
发纺织品创新设计
解决方案”，van den
Hoven先生说，“这些
解决方案能够并且确
实始于纺纱厂，并且
止于毛纱。”

毛纱开发商Wendy Rulk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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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羊毛纤维的产地－南毛集团的澳大利亚Mt Hesse绵羊饲养场”

谁是供应商的供应商？
作为一种天然纤维，羊毛在纤维长度、颜色、细度和强度方面具有内在差异，要了解这
些差异及其对从牧场到零售店的各个生产阶段有何影响，这一点非常重要。羊毛供应链
的所有参与者都应了解这种纤维是如何生产的，幷且了解这种纤维在从洗净到面料然后
再到成品服装的加工期间是如何表现的。
“自始至终，管理这一问题，是确保羊
毛到达零售货架之前其所经历的漫长供
应链上所有参与者都能顺利生产，”德
国南方毛业集团（简称南毛集团）销售
董事Hans-Georg von Schuh称。“正因为
如此，我们采取了南毛集团的供应链方
法。我们汇集羊毛供应商、洗净厂、服
装生产商和品牌商，共同规划、审查绩
效和分享知识。此举促进了信息的自由
流动，使整个供应链更像一个垂直一体
化企业运作。”
南毛集团正在逐渐向整个客户网络推行
这种方法。迄今已证明这种方法在交换
时间、价格、库存水平和产品质量参数
方面取得了更佳成效。公司与客户协
作，向针织厂和服装生产商交付符合客
户特定要求的纱线，确保按时供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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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毛条生产的进度安排，因此取得了这
一成绩。这种方法还使公司能够与客户
协作开展产品开发以及日常业务以外的
其它任何项目。
“我们知道，通过掌控整个供应链，我
们能够与客户建立信任，尽量减少问
题，让他们能够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业
务上。这种方法还有助于确保整个供
应链的所有合作伙伴都获得不错的利
润，”von Schuh先生说。“在我们管理供
应链时，可以为有关各方实现最佳
成效。”
“无论在技术方面还是采购策略方面，品
牌商和生产商都能够指定最适合客户需
要的羊毛纤维和地理来源。这正是我们
的业务目标。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能够

YARN

及早沟通质量和生产问题，因此更有机
会找到解决方法，”他说。
他说：“例如，如果面料生产商收到幷非
最适合特定用途的羊毛，可能就会出现
问题。南毛集团与客户直接协作，更好
地管理供应链，确保使用合适的羊毛。
我们不只生产纱线 － 而是与纤维和毛条
供应商协作，代表他们的终端客户来控
制整个供应链。”
“我们的供应链方法还增大了定制产品机
会，幷且改善可追踪性、确定性和完整
性，”他说。
“对于南毛集团来说，这种方法与集团
开展一流客户服务的重点非常适合。
我们与供应链上下的合作伙伴共同协
作，从而有最佳机会尽我们所能提供最
佳服务。”
“我们之所以产生这种供应链思维，
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对业务中的户外和休
闲服装类感兴趣，”von Schuh先生解释
说，“特别是通过我们的 ‘Yarn in Motion’
和‘Richter’ 品牌。在这一领域发展紧密的
供应链已有近10年的丰富经验，现在正
在将这种方法推广到更多客户。这项任
务富有挑战性，但我们坚信，这是保持
我们的小小‘羊毛世界’生机，确保规模宏
大的纺织业内具有前瞻思维的唯一
方法。”
“我们觉得羊毛具有良好的口碑。我们
能够说出羊毛的产地，指出是否为有机
羊毛、是否考虑了动物福利以及有关工
人的社会条件。这些问题与羊毛作为具
有可再生性和生物降解性的天然纤维的
内在特点一样，全部都是重要的问题。
我们的客户能够获得羊毛经销商和加工
厂家的营销支持，而且零售商能够利用
羊毛的这一口碑来吸引零售购买商。如
今，零售购买商都希望看到服装上的可
追踪性标签。”

毛纱

南毛集团现在正在与许多合作伙伴开展
从羊毛供应到成品的各种项目。这些项
目几乎全都涉及到一个指定羊毛供应计
划，如ZQ或OVIS21－可追踪性成为推
动品牌商参与羊毛供应链的主要因素之
一。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整个供应链开展
合作的可能性，譬如我们对整个供应
链的粗纺产品开展三种不同的生命周期
分析。在传统模型中，这几乎是不可能
做到的，这是我们客户对其生产采取一
种合作性的供应链方法的直接结果。
通过这项工作，我们正在促进对Higg指
数进行更新，这种指数可以用来比较不
同纺织纤维的影响以及有关羊毛的总体
知识。”
“在我们对羊毛市场开展环境和可持续性
发展的承诺下，南毛集团最近资助开展
了一些市场研究，这些研究工作对通过
负责任方式采购的羊毛需求做出评估，
是通过The Nature Conservancy公司的
NatureVest部门开展的。这项研究既开展
网上调查，也对主要品牌商和零售商以
及供应链合作伙伴开展专业采访，评估
目前和未来对以环境为区分的羊毛纤维
的需求，发现供应链中接受此类纤维的
潜在障碍。”
“我们的供应链业务一开始通过与一些
主要户外品牌商协作开展，但我们希望
进一步追寻这项策略，将其在我们所服
务的其它市场中作为一种持续的方法。
如今，我们通过自己的横机针织纱品
牌－‘Biella Yarn’，在时装领域开启了
一些供应链，而且我们的梭织纱线品牌
（Südwolle），也开始吸引了男士西装的
传统织造企业的一些兴趣。
von Schuh先生说“我们不应忘记：大自然
才是我们唯一的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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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洲的中心经销
世界最佳纤维
细

内达集团公司(G.Schneider
Group)加工各种细
支羊毛与特种纤维，其中包括
羊绒、丝绸、羊驼毛、小羊驼毛和野生
羊驼毛。公司创立于1922年，如今业务
遍布五大洲，在意大利、阿根廷、
中国、埃及和蒙古经营加工厂，并且拥
有广泛的采购与商业网络。
“我们从世界各地采购羊毛和特种纤维并
开展加工，”Giovanni Schneider在瑞士的
公司总部说。“我们为世界各地的精品布
料织造商和优质纺纱商提供专营服务，
公司最精明的客户分布于意大利及欧洲

细内达集团公司中国首席代表
Sam Lu(左)和Marco Gal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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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地区，这正是我们的物流中心始终
保留在意大利比耶拉的原因所在。公司
一直奉行一个经营理念，即让生产厂贴
近客户，尽可能提供最佳服务与优质产
品。”
“我们的瑞士总部负责所有采购以及欧
洲地区的销售业务，”公司总裁Marco
Gallia说。“我们经销世界上一些最细支
的毛条产品。公司设在比耶拉的意大利
工厂Pettinatura di Verrone生产超细支毛
条及其它贵重动物纤维。我们的目标是
达到世界各地最专业幷且具有最高要求
的客户的质量标准，”他说。“我们为一些
最知名的品牌供应产品。”

INDUSTRY NEWS

比耶拉工厂生产超细支毛条（平均细度为
16.5微米，但也具备加工10微米及至多19微
米细度毛条的能力）、超细支开松毛条
（平均细度为18.5微米，但也具备加工14微
米和21微米开松毛条的能力）、羊绒和驼毛
毛条、马海毛毛条以及除毛小羊驼毛、野生
羊驼毛和羊绒，平均产量分别为3,000吨超细
支毛条；1000吨超细支开松毛条、100吨羊绒
和驼毛毛条、50吨马海毛毛条、20吨除毛小
羊驼毛、野生羊驼毛和羊绒。工厂加工产自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美利奴原脂毛。
“我们的埃及加工厂自2011年开始投入运
营，”Gallia先生说。这家工厂加工18－22微
米细度的毛条，年生产能力达500万公斤。
此外，工厂每年还为200万公斤羊毛开展炭
化毛加工。“我们的埃及加工厂地处理想位
置，致力为欧洲、土耳其和印度的客户提
供快捷周转时间，周转时间有时可快至一
周。”
Progetto Lana公司是我们的姊妹公司，总部
设在普拉托，专营纺织副产品回收与升级
业务。“我们收回纺织副产品，通过手工打
造工艺，生产主要用于粗纺纺织业的新纤
维，”总经理Sauro Guerri先生说。

在中国开展细支羊毛加工
亚洲市场对使用更细支羊毛加工更优质毛条
的需求显著增长。细内达集团公司在中国纺
织业中心-江阴市有一家羊毛精梳与炭化加工
厂。这家公司的年毛条加工能力超过550万
公斤。工厂经理Alberto Mercandino拥有在意
大利和中国羊毛业从业30多年的丰富经验。
据他说，与意大利的任何工厂一样，中国工
厂运营良好，设备精良，员工训练有素。
“这家工厂于2004年在江阴开办，我们对工厂
取得的出色绩效深感自豪。”
工厂实现完全自动化，有80名工人，每24小
时按3－4班工作。去年，工厂主要加工超细
支羊毛，专业加工平均细度为19.5微米的细
支美利奴羊毛。但工厂也有加工13.5微米细
度的羊毛的能力。公司可以满足需求15.5微
米细度羊毛客户的5－10吨小订单，虽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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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并不少见，但
通常生产的订单批量
为25吨。
“与中国其他当地工厂
相比，细内达集团公
司的中国加工厂的产
品更加优质，”细内达
集团公司中国首席代
表Sam Lu说。“我们
为世界各地的织造商
和纺纱商供应优质产
品，其中包括中国国
内市场、南韩以及
日本。”
“我们富有竞争力，
致力保证产品质量，
这正是我们年复一年不断拥有回头客的原因
所在。众所周知，日本和南韩的纺纱商和织
造商需求高品质的产品。多年来，我们一直
为这些市场供应羊毛产品，这就是对我们优
质生产的有力证明，”他说。
细内达集团中国部可为日本和南韩的毛纺商
供应15.5-22微米细度范围的约500吨开松毛
条。“一些客户的订单需求非常特别，有时
订单数量较小。对我们而言，满足这类订单
需求毫无问题。我们可与大小客户开展合
作，”Sam Lu说。
“我们在全球各地运营六家工厂，这种多样
化的特点正是我们与众不同之处。我们可以
采购和加工各种不同纤维，从新西兰福曼公
司(Fuhrmann New Zealand)供应的新西兰地
毯羊毛，直至产自秘鲁和阿根廷的最细支和
最稀有的小羊驼毛纤维不等。我们为客户提
供多样化的产品，确保稳定质量和一流服
务，”Marco Gallia最后说。
有关详情，亚洲地区请洽Sam Lu，
电邮：Sam.lu@gschneider.com
欧洲地区请洽Marco Gallia，
电邮：marco.gallia@gschneid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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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舒适度测量仪
为贴身服装用羊毛
提供准确测量

客观测量贴身舒适度
贴身服装-尤其是运动服装-预期将成为毛纺部门的最大增长点。舒适性
在医学产品与童装领域也极为重要。为确保贴身服装长时间穿着后仍
感舒适，不会出现皮肤刺激，生产商需要依赖更科学的检测程序来测
量面料舒适度。

羊

毛业首次研发了一种测量
面料舒适度的客观科学方
法。HandleMeter™ (羊毛

舒适度测量仪)计数面料突出的纤维数
目。突出的纤维可能造成刺激感，导致
皮肤搔痒，最终导致消费者无意穿著
羊毛服装。 羊毛舒适度测量仪和 Wool
HandleMeter ( 羊毛手感测量仪 )是由澳
大利亚羊毛检测局(AWTA) 与澳大利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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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研究机构“绵羊CRC”联合研发。历经十
年研究之后，这项新技术如今可供商业
使用。
“这项新技术让零售商和生产商能够根
据优异舒适度对服装提出客观的规格
要求，”AWTA董事经理Michael Jackson
说。“羊毛舒适度测量仪通过分析服装表
面的皮肤刺激感来测量面料，对照广泛
开展的消费者试穿试验结果进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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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测量后的面料给予一个评分。评分越
低，消费者舒适指数就越高，评分较高
意味着面料具有造成某种皮肤刺激的风
险，”Jackson先生解释说。
HandleMeter™ (手感测量仪)客观测量面
料和服装手感所获得的七项主要特性：
平滑性、柔软性、暖和感、干燥感、毛
发性、紧密性、重量感以及总体豪华手
感指数。这种测量仪提供产品保证，以
透明的可测量数值取代模棱两可和主观
臆测，确保整个供应链流程对购买商的
要求具有明确的沟通和了解。
我们鼓励毛纱、面料和服装生产商投资采
用这项专为超细支美利奴羊毛设计的新技
术。这项技术不仅为零售商和生产商提供
跨多个批次产品质量的稳定性，更为重要
的是，客观数据还让零售商能够向供应商
指定对服装确切舒适度的要求。
零售商可以利用羊毛舒适度测量仪检测
现有的产品，也可以作为创新研发过程

舒适度

豪华舒适度

优异舒适度

的一部份应用这项新技术。零售商只需
向供应链中的合作伙伴说明自己希望获
得的羊毛舒适度测量仪分数。供应链将
这个新技术可以应用在羊毛采购、加工
和面料整理工艺等方面，生产符合规格
的产品。
零售商可以检测批次样品，对照可接受
的羊毛舒适度测量仪的评分进行比较，
监督服装舒适品质的稳定性，确保交货
批之间、甚至从一个生产季节到下个生
产季节的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目前，中国和欧洲的生产商使用羊毛舒
适度测量仪和羊毛手感测量仪已有一年
多的时间。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羊毛检测机构，AWTA
通过设在墨尔本、新西兰和中国的检测
实验室，为羊毛加工商、针织品公司、
时装公司和服装零售商提供服装检测服
务，在宣传推广这项创新技术方面起着
积极的带头作用。

舒适度说明
试穿试验结果表明，90%的消费者发现这一分数范围的服装贴
身穿著感觉舒适。
这一分数范围的产品将为穿著者带来从高档品牌产品可以获得
的豪华舒适体验。
试穿试验结论表明，80%的消费者发现这一分数范围的服装贴
身穿著感觉舒适。
这一分数范围的产品将为穿著者带来优质穿著体验，适合一流
高街品牌以及力求供应优质产品的零售商需要。
试穿试验结论表明，70%的消费者发现贴身穿著这一分数范围
的服装感觉舒适。

日常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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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产品为希望体验美利奴羊毛服装一流特性的消费者提供一
种舒适的入门级服装。
这一分数范围的服装可带来轻度皮肤刺激感，但我们的研究表
明，这种刺激感可能不足以让消费者不喜欢这种面料。

舒适度指定方法

如要采购达到这种舒适水平的
产品，请指定WCM分数为450
分或更低。

如要采购达到这种舒适水平的
产品，请指定WCM分数在450
分和510分之间。

如要采购达到这种舒适水平的
产品，请指定WCM分数在510
分至600分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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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纤维踏上复兴之路
撰稿：Victor Chesky

在

过去两年，特种纤维价格稳步上升。
Victor Chesky采访了比耶拉(Biella)的阿
尔法毛条集团公司(Alpha Tops)总裁Luca

Alvigini，请他谈谈这类高档纤维的发展趋势。阿
尔法毛条集团公司成立于1979年，由F.O.Patthey和
P.G. Alvigini拥有的两家贸易公司合并而成，现已成
为向主要国际品牌供应羊驼毛、羊绒、马海毛与幼
羊驼毛的主要供应商，并且还是秘鲁羊驼毛条的主
要供应商。公司不仅在欧洲日内瓦、普拉托(Prato)
和比耶拉设有办事处，同时还在南非通过其姊妹公
司SAMIL设在伊丽莎白港的纺纱厂开展马海毛贸易

“从历史上看，马海毛尚未达到最高美元价格，并且
没有迹象表明马海毛价格将会下滑。幼羊驼毛的售
价为每公斤30美元，小山羊马海毛的售价为每公斤
60美元。“
目前，马海毛的价格是羊驼毛价格的两倍。“造成这
种价格差异的部份原因在于，马海毛纤维无法被其
它纤维替代。而另一方面，羊驼毛如果太昂贵，则
可以与羊毛等其它纤维混纺。马海毛的产量只有大
约400万公斤，其中一半产自南非，其余部份则产自
阿根廷、得克萨斯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说。

迎合当今时装部门的流行趋势”，Alvigini先生说。他

“有关马海毛和羊驼毛供应出口的数量，值得一提的
是，南非国内对这类纤维的消费甚少，几乎100%的
南非马海毛均出口海外，”Alvigini先生说。“对秘鲁
羊驼毛而言，国内消费量大约为30/40%，剩余部份
则作为毛条出口。当然，由于现在可供应的羊驼毛
更少，全球各地每年生产的约600万公斤羊驼毛无疑

在羊毛业有“羊驼毛先生”的美称。“马海毛和羊驼毛

仍会被一抢而空。”

与加工，并且还通过设在中国的针织厂开展羊绒贸
易与加工。
“作为优选纤维，羊驼毛和马海毛正踏上复兴之路，
这类纤维可纺出更蓬松、更多毛的优质毛纱，非常

完全具有市场所需的‘外观’，同时还可带来最佳加工
成果，是最适合这一趋势的天然纤维。我看到马海
毛和羊驼毛的市场需求不断增长。”

如今，中国是羊驼纤维的最大用户，但对于阿尔法
毛条集团公司而言，与中国的羊驼毛合作故事始于
1990年。“我们1991年在北京开办了第一家办事处。

“由于成本上升影响以及欧元和美元等汇率波动影

当时，中国生产商对这种纤维并不熟悉。从1996年

响，这类纤维的价格极短时间内攀升了40%左右。

起，中国生产商开始购买羊驼毛面料，大多用于为

一些毛纱生产商将无法吸收这类价格增长，这将对

国内市场生产外套。在较短时间内，他们开始购买

供应链中各方的毛利水平带来压力”，他说。

羊驼毛纤维作为原材料并开始自己加工羊驼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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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如今，中国出口的羊驼毛产品大多作为毛衣及
用于针织用途。只有大约20%的羊驼毛产品用于服
装面料，出口到日本、美国、欧洲部份市场以及俄
罗斯。

羊绒

幼羊驼毛

Luca AlvigIni,
presidente de
Alpha Tops.

幼羊驼毛是一
种更为稀有的
纤维。主要生

剪毛的产量有限，利用羊绒生产产品的公司也为数

羊驼毛每两年

不多。尽管羊绒的应用可能呈现下降趋势，但因为

才剪毛一次。

数量有限并且具有高档性，这种纤维势必保持需求

每年可供应的

采用100%纯羊绒生产所有产品，但如今他们的产品
中只有一些产品属于100%纯羊绒产品，其余均为混
纺产品。”

幼羊驼毛只有
5/6吨左右，
因此幼羊驼毛
确实属于现有
的最昂贵的天

蒙古是一个重要的羊绒生产国，每年生产大约700万

然纤维，售价

公斤羊绒。但中国仍是最大的生产国，生产高峰期

达到每公斤

的年产量达到1200万公斤。目前，中国羊绒产量在

1600美元。“因

1000万公斤左右的区域范围。但一定要记住，这种

此，幼羊驼毛

纤维必须先除毛，因此只有50%适合使用。

的市场管制十

Alvigini先生解释说，中国政府认为山羊对当地植
被有破坏性，因此不鼓励牧民养殖山羊，而是促进
他们开展绵羊养殖。但中国仍希望保持数量生产，
并用优良品种的牲畜与较差品种进行杂交，导致品
质下降。目前，在中国难以找到优质羊绒，因品质
与数量的选择有限，市场将采用任何可用的纤维，
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改善标准的可能性变得渺
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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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阿根廷和
玻利维亚。幼

会持续购买和使用这种纤维。中国羊绒针织厂曾经

A

产国包括秘

Alvigini先生说：“羊绒是一种非常经典的纤维。羊绒

势头。一些生产商专门开设单一羊绒生产线，势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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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严格，在做
出任何出口前

SEÑOR ALPACA

RECOnOCidO En EL mundO tExtiL itALiAnO
都要获得生产国的许多政府单证(CITES)”，Alvigini

先生说。

COmO unO dE LOS máS imPORtAntES
COmERCiAntES dE ALPACA PERuAnA, LuCA
ALvigini REgRESó AL PERú PARA AfiRmAR quE
EStA PuEdE SER LA déCAdA dE LA ALPACA.

阿尔法毛条集团公司不只开展贸易经营，还积极参

与协助生产商改善纤维质量。“在南非，我们一直对156
精选生产商进行投资，帮助培育数千只最优质的
山羊。目前，我们的自有纤维梳毛加工能力超过了
ESPECIAL ALPACA 2.indd 156

2002年，阿尔法毛条集团公司在中国的合资羊绒

50吨”，Alvigini先生说。“Samil公司和Inca集团分别

梳毛厂举行了落成典礼，由此成立了阿尔法纺织

在南非和秘鲁启动了一个育种项目。

(Alphatex)针织公司。阿尔法纺织针织公司配备了最
新的电脑化针织机，每年可生产300,000件纯羊绒与

我们的专家团队精心选择羊驼，改善套毛与纤维质

羊绒混纺纱。随后在2007年，阿尔法毛条集团公司

量，为生产商传授更低细度和更高品级纤维的生产

又在张家港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东爱进出口有限

方法。我们不仅致力建立从育种到优质天然纤维产

公司(Noblefibres)。“我们在中国建立公司，不仅让

品生产的完整供应链，而且还充分认识到为行业制

我们能够成为欧洲纺织业的羊绒主要供应商，同时

订国际质量与检验标准的重要性。”阿尔法毛条集团

还能为中国公司供应羊驼毛与马海毛”，Alvigini先

公司是秘鲁国际羊驼毛协会的创始成员。Alvigini先

生说。

生是国际羊驼毛协会的现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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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球纺织业密切合作，针对羊毛纤维
的独有特性和益处为消费者开展宣传和
教育。

随

着最后一笔销售在6月9日划上句
号，回顾2014/15生产季节，我
们可以为这个季节做出非常肯定
的总结。尽管本年度面临一些艰难的市场条
件，如欧元和美元汇率不断波动，加上我们
的主要出口市场中国经济活动减缓，这方面
已有大量报道，但我们的羊毛平均拍卖价格
仍比2013/14年度有所攀升，理事会的剪毛
交易量增至近3000万公斤，增幅达到2%。
总体而言，在一个英镑汇率保持坚挺的时
期，英国的牧业面临许多挑战，我们的牧场
产品价值也因此受到不利影响。对绵羊牧场
主而言，全国各地的普遍共识似乎表明牧场
的羊羔存栏数有所上升，但不足以抵销所预
测的羊羔价值下滑水平。2015年期间的气候
条件总体良好，我们预期今年的剪毛产量将
再次出现小幅增长，并在中期内保持在这一
水平范围。
与往年相比，理事会2014/15生产季节的羊
毛销售量相对平稳，拍卖平均清仓率在90%
以上，拍卖平均售价仅在常规价格的10%左
右范围有所变动。
但希腊债务危机持续不断，导致欧元极为疲
软，再加上新西兰元兑美元汇率走弱，我们
预期本生产季节初期阶段的拍卖销售波动性
将进一步加剧，但预计一、两个月后的价格
水平将与上个生产季节的平均价格大致持
平。若要将羊毛价格维持在可持续的水平，
我们务必确保产品符合国际最高要求，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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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必须不断审查各项工作，确保英
国羊毛尽可能获得有利宣传。英国羊毛
的市场需求已发生变化，特别是在过去
两年中，从理事会仓库直接向终端客户
交付的剪毛比例现日益增高。因此，理
事会必须确保按客户设定的标准从仓库
交付稳定的优质产品。从英国羊毛销售
理事会(BWMB)的角度来看，产品质量至
关重要，我们一直向从剪毛到营销部门
的所有工作人员强调这一点，确保客户
对我们的产品充满信心，确保英国羊毛
作为纺织业的一种主要纤维获得恰当的
评价。
我们不断参与独具特色的全球羊毛宣传
活动，对这项活动现可带来物有所值的
一流回报充满信心。其它农产品拥有类
似的国际统一营销前沿，这正是羊毛宣
传活动的独特之处。
羊毛宣传活动由查尔斯王子在2010年1
月推出，现已进入第五个年头，并已经
扩展至十四个国际市场。我们现已将羊
毛宣传活动列入我们的宣传策略核心工
作，将在未来两年中不断向更多国际市
场推广这项活动。
羊毛宣传活动是一项突出羊毛纤维益处
的普及宣传活动。我们结合羊毛宣传活
动为英国羊毛开展特别营销工作，在
Harrogate地毯展览会设立的展台，获得
各大地毯生产商的兴趣与支持，成为我
们上一年的亮点。
我们相信，所有这些举措将发挥有利促
进作用，让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展望来
年的生产季节。

Ian Hartley
2015年7月27日

www.britishwool.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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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价格表类别
细支羊毛
主要为以下等品种生产的羊毛：
Charollais、Clun Forest、Dorset、
Hampshire、Shropshire、
Southdown、Suffolk及其杂交品种。
分级编号：204 － 291
中支羊毛
主要为以下等品种生产的羊毛：
Beltex、Bleu du Maine、Border
Leicester、Halfbred-Scotch/
Welsh、Lleyn, Romney、
Texel及其杂交品种。
分级编号：305 － 399
杂种羊毛
主要为以下等品种生产的羊
毛：Masham、Mule、Scottish
Greyface及其杂交品种。
分级编号：403 － 491

新分级系统更加完善
让购买商受益非浅

从

套毛到制成品，英国羊毛销售理事会(BWMB)为整
个供应链提供全面服务，参与从牧场到剪毛、收
购、仓库网络、分级、检测、拍卖、市场营销和研
发的各方面工作。
在过去五年中，BWMB监督开展了1,000多名剪毛员的培训工
作，并且从40,000多家生产商收购羊毛。其全国网络有11家分
级仓库，处理了3000万公斤羊毛。
这11个分级仓库聘用了40名技术熟练的分级员，这些分级员经
过了五年学徒培训，才能达到这一专长水平。分级员根据国际
标准对每个套毛单独进行分级。为了获得准确和客观的检测结
果，套毛被分级为拍卖销售批。
销售拍卖系统是唯一的销售渠道。每年通常举办18次拍卖会，
拍卖系统完全实现电脑化。没有私营销售，所有销售商和客户

丝光羊毛
主要为以下等品种生产的羊毛：
Bluefaced Leicester、Devon &
Cornwall Longwool、Whiteface/
Greyface Dartmoor、Lincoln/
Leicester Longwool、Teeswater、
Wensleydale及其杂交品种。
分级编号：503 － 592
山地羊毛
主要为以下等品种生产的羊毛：
Cheviot、Exmoor Horn、Hill
Radnor、Lonk、Shetland、
Beulah/Welsh Hill Speckled Face
及其杂交品种。
分级编号：601 － 699
高山羊毛
主要为以下等品种生产的羊毛：
Blackface、Dalesbred、Rough
Fell、Swaledale、Welsh Mountain
及其杂交品种。
分级编号：707 － 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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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仍然采用原先的包装和标签的羊毛，如有任何问题，BWMB将负责解决。采用非
BWMB包装的羊毛由羊毛销售商全部负责。

UNITED KINGDOM

都一视同仁。质量控制确保每个套毛都
按国际标准单独进行分级，并由欧洲羊

羊品种，每一品种都有适合不同
用途的不同特点，因此这项改革

毛检测局进行检测，提供独立认证。

很有必要，”BWMB首席运营官
Mark Powell说。“一些客户觉得，
我们一些分级的分级标准太过宽

值得一提的是，BWMB不直接参与羊
毛销售，英国羊毛的所有销售都通过注
册销售商开展，并由销售商负责羊毛交
货。
在2014年，为了更好地适合英国羊毛用
户的需要，特别是适合中国用户的需
要，BWMB对分级结构做出了一些改
革，推出了新的分级，改变了一些分级
标准，同时明确了颜色、毡片毛和抢毛
等方面的问题。“英国有60多种不同的绵

英国报告

泛，不易理解，”Mark Powell说。
“现已采用新的分级，废除了一些
分级，分级类别做出了改变，分
级说明更易于用户理解，而且更
加透明。”

Mark Powell

六种主要分级类别为细支羊毛、中支羊
毛、杂交羊毛、丝光羊毛、山地羊毛以
及高山羊毛。

英国羊毛－不只适合用作地毯羊毛

消

费者要求与加工能力日益变化，使得英国羊毛的使
用范围更加扩大。英国羊毛以前只是主要作为地毯
类羊毛，如今拥有更广泛的用途。“英国羊毛作为地

毯羊毛的传统用途有所转变，”英国羊毛销售理事会(BWMB)的
Tim Booth说。“尽管用于地毯行业的英国羊毛所占比例较大，
但我们发现在服饰与内饰针织品及面料的用途更加多样化。
随着加工工艺更加精良，英国羊毛具有更细支羊毛的手感，
因此在服饰与内饰行业的使用增加，”他说。
数百年来，人们一直开展选择性育种，使得英国培育出比其他
任何国家更多的绵羊品种，其中许多绵羊都生产特种羊毛。一
些羊毛富有光泽，一些羊毛厚实耐用，适于运动装或越野装；
一些羊毛精细柔软，一些羊毛富有天然色泽，无需人造染料，
便可带来别具特色的效果。所有特种羊毛都是优质针织品、手
工针织毛纱与服装的理想用材。
追求天然羊毛色泽与坚固强度已经成为新的趋势，而这正是英
国羊毛品种的特点，针织与服装部门对英国羊毛的需求不断增
长，喜欢更具质感的外观设计的年轻设计师，对英国羊毛尤为
青睐。在过去12个月中，拍卖清仓率达到100％，价格保持坚
挺，充分反映出这一增长需求。
英国高档床上用品生产商使用100%英国套毛－英国羊毛以其
环保资历、产品适用性以及精彩历史传统而大受客户青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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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羊毛的剪毛中，30%以上以
未加工或半加工形式出口世界各
地50多个国家。这类羊毛大部份
都加工成毛纱或制成品用于再出
口。“例如，出口中国的羊毛可
能加工成服饰类用纱，然后再制
成毛衣。其中一些产品可能再出
口到日本。我们在技术与营销层
面积极开展工作，与世界各地的
纺织组织成功建立了良好的关
系，”Booth先生说。
Tim B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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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羊毛不仅具有一流的环保资历，而
且还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世界各地消
费者中日益引起共鸣。“英国地形广阔，
气候多变化，这个岛国生产美丽而又结
实的羊毛，拥有数百年的悠久历史。
纺织品生产商希望向更有见识、乐于
接受的消费者推销自己的产品，英国
羊毛故事可为他们带来一流的营销优

势，”Tim Booth说。 白金证书追踪羊毛
从羊毛拍卖直至加工链的整个过程，确
保羊毛在每个阶段作为100%英国羊毛获
得签收。在这一计划下购买英国羊毛，
终端用户有资格使用新的‘白金标识’以及
BWMB的环境生命周期分析(LCA)认证IS0
14040。
“越来越多的生产商希望生产100%英国羊
毛产品，充分利用我们LCA的环保信息
与资料。追求英国产地羊毛与生态认证
的趋势非常强劲，我们希望为生产商提
供看得见的营销证明，为他们的产品销
售提供支持，”他说。“多年来，我们一
直为行业实施现有认证系统，白金级标
识只是对这一系统的扩展。我们相信，
许多生产商现在都认为这种认证途径在
消费者一级带来真正的营销机会，这在
绿色环保问题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尤为
如此。”

Lawrence House,
Dowley Gap Business Park,
Bingley BD16 1WA
电话：+44 (0)1274 563444
传真：+44 (0)1274 518720
daniel@curtiswool.co.uk
tim@curtiswool.co.uk
martin@curtiswool.co.uk
simon@curtiswool.co.uk
wools@curtiswool.co.uk

www.curtiswooldirect.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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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公司提供优质产品供货保障
撰稿：Victor Chesky

了爱尔兰最大的羊毛采购公司Laurence
Pierce，进一步巩固了我们日益扩大各种
最优质羊毛供应量的能力。”
据Tim Holgate说，羊毛产量缩减至很长
时间未出现过的较低水平，部份原因在
于羊毛价格变化无常的。“供求因素将
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影响羊毛价格。羊毛
供应的增长前景并不乐观，因此从长远
来看，羊毛价格只有一个走向。CWD集
团公司为客户提供长期固定价格协议，
帮助客户应对羊毛生产季节中的价格波
动。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规模确
实发挥重要作用。我们的规模之大足以
确保规模经济和供货保障，但我们仍可
为大小规模的客户提供十分个性化的服
务。”
Tim Holgate(左)和Daniel
Isbecque

英

国羊毛日益受到世界各地
购买商的青睐，这种羊毛不
仅保持坚挺的价格和很高
的拍卖清仓率，同时也作为不只限于地
毯羊毛用途的优质纤维日益受到认可。
如今，英国羊毛具有各种更广泛用途的
需求，深受服饰、室内用纺织品和服
装生产商青睐。本人采访了Curtis羊毛
直购集团公司的 Tim Holgate和Daniel
Isbecque，请他们谈谈这种需求趋势对他
们的洗毛分公司Haworth洗毛公司以及
Haworth梳毛公司的原脂毛和洗净毛加工
业务有何影响。
“今年上个生产季节供应的各种英国羊毛
品种的需求十分强劲，”Daniel Isbecque
说。“大多数羊毛品种的销售量出现增
长，我们继续保持作为英国羊毛的最大
购买商的地位，拍卖会上提供销售的羊
毛中有50%由我们购买。去年，我们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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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tis羊毛直购集团公司是英国羊毛销售
理事会的注册购买商和许可证接受方。
公司专营英国羊毛、爱尔兰羊毛、挪威
羊毛、欧洲羊毛、新西兰羊毛以及正宗
设得兰羊毛出口与加工业务。公司总
部设在布莱福德，供应的产品包括从16
－40微米细度的各种原脂毛、洗净毛和
精梳毛。
“我们提供原脂毛、洗净毛、精梳毛
条等各种原材料及环境检测的一站
式服务，获得全球各地客户的广泛
认可，”Isbecque先生说。“我们拥有
Haworth洗毛公司和Haworth梳毛公司，
能够在迅速反应，缩短交货时间，开展
灵活创新，快速适应客户不断变化的需
求，为客户带来明显的益处。我们开展
丝丝入扣的一站式全方位运营，作为一
个一体化系统发挥作用，为我们的客户
和公司本身带来良好成效。”
CWD集团公司为包括地毯、针织、面
料、手工和机织针织、床上用品和无

UNITED KINGDOM

纺产品在内的全球纺织业各部门供应羊
毛。“我们确保客户可以从我们众多产地
的大量羊毛存货中进行订购。一些客户
依靠我们有时在短时间通知下交付大批
量羊毛产品。若未备有存货并运营一家
洗毛厂，我们就无法提供客户期望的服
务水平。”
CWD集团公司充分利用Enco全球检测服
务。这个环境检测实验室与咨询服务机
构设在Haworth洗毛公司，进一步增强
Curtis羊毛直购集团公司的贸易运营及其
加工分公司的运营能力。“注重可持续发
展和环保资历。有助于向越来越多的新
兴消费者推广羊毛。我们的客户知道，
向CWD集团公司采购的羊毛均按世界任
何地方执行的最高环境标准进行加工，
对此可以充满信心。公司不断投资工厂
与设备、工作规范和人力资源，实现这

英国报告

一目标。每个加工毛批均获得Enco认
证，为零售商和消费者提供了当今所需
的环保加工验证，”Tim Holgate说。
“此外，我们还积极参与供应链下游宣传
工作。羊毛宣传活动在零售商及零售消
费者群体中引起强烈反响，我们为这一
活动提供大力支持。查尔斯王子是羊毛
宣传活动的赞助人，自羊毛宣传活动于
2010年首次推出以来，我们一直是这项
活动的主要支持者。此外，CWD集团公
司还积极营销自有品牌－正宗设得兰羊
毛和挪威海盗牌羊毛，并为最新成立的
羊毛地毯中心集团提供支持，致力宣传
和推广天然羊毛地毯的销售。
欢迎与Curtis羊毛直购有限公司联系，
电邮：tim@curtiswool.co.uk;
daniel@curtiswool.co.uk

大力重视环境绩效
“如果您想按照最高环境
标准加工羊毛，以富有竞
争力的价格实现最佳质量，您就需要
找Haworth洗毛公司，”董事经理David
Gisbourne说。“我们的洗毛能力达到每周
100万千克羊毛，近年来对洗毛设备投资
了数百万英镑，能够为来自任何产地的
羊毛提供洗毛服务，我们还建造了一个
无与伦比的现代污水处理厂。”
Haworth洗毛公司(HSC)主要专门从事英
国、挪威、新西兰和正宗设得兰羊毛的
加工和洗净业务，同时还按照客户要求
对一系列特种纤维和其它许多产地的羊
毛类型提供加工和洗净服务。HSC公司
还能够提供全套现场选毛服务。
“注重质量，开展先进环保的洗毛服务，
这是我们的重点，”他说。“除获得土
壤协会和Enco认证外，我们还获得了

ISO9001:2008质量管理系
统认证以及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系统认证。今年，我们获得了
ISO50001:2011能源管理系统认证。我们
还获准按照北欧生态标签（Nordic Eco
Label）标准加工挪威羊毛。我们希望自有
羊毛产品加工具有最高环保资历。最近，
我们积极投资梳毛和洗毛用水管理，不仅
令产能显著提高，同时也进一步降低了企
业的环境影响。”
我们能够提供符合环境标准的认证，这一
认证可以转给客户，进而转给零售商。
Enco认证表明Haworth洗毛公司和Haworth
梳毛公司加工的羊毛达到了对环境最为负
责的一些条件。
欢迎与Haworth洗毛公司的David Gisbourne
联系，电话：+ 44 (0) 1274 846 500
电邮：davidg@haworthscouring.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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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缩加工需求持续增长
为有利，”他说。SPB公司提供富有成本
竞争力的快捷服务。“针织品生产商需要
对当前市场趋势迅速反应，因此缩短交
货前置时间非常重要，这也是在英国开
展羊毛加工的又一充分理由。”
SPB公司设在布莱福德的加工厂完全独
立，不与任何羊毛公司结盟或挂钩，可
以满足从500公斤到100吨的大小订单的加
工需求。

Albert Chippendale

布

莱福德特种加工商公司(SPB)
是一家独立的羊毛委托加工
商，不断为世界各地广大毛
条生产商和纺纱商提供优质防缩羊毛加
工服务。“欧洲的羊毛委托加工商所剩
无几，”公司董事Albert Chippendale先生
说。“因此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实现业务
稳步增长，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加工的细支羊毛日
益增多。”
“越来越多客户反映，我们对欧洲羊毛和
英国羊毛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在欧
洲和英国开展欧洲羊毛防缩加工处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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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B公司采用获得羊毛标志(Woolmark）
认证的完全易保养(TEC)工艺。完全易
保养的美利奴羊毛服装全部可机洗，一
些服装还适于滚筒式烘干。“譬如说，
我们采用的毛衣用途羊毛加工工艺符合
一流规格要求，让每件成品服装都能经
过近50次烘干，而不会出现任何缩水问
题，”Chippendale先生说。
对于那些需要产品反复清洗后仍可保持‘
如新’外观的客户，SPB公司为他们采用
这种工艺，确保服装不会出现缩水、变
形、褪色或混色问题。采用这种TEC工
艺处理的每件服装仍将保持柔软舒适的
特性。
这项工艺包括氧化预处理以及随后的特
殊聚合物涂覆工艺。在清洗期间，这种
特殊聚合物会膨胀幷遮蔽屑缘，屑缘是
引起羊毛毡合性的原因。
“我们采用Kroy技术，因为这一技
术比其它任何防缩技术都更胜一
筹，”Chippendale先生说。“我们采用不
含氯工艺，研发了自有工艺，在不使用
氯的情况下将羊毛加工成可机洗的出色
产品。但即使在我们工厂供应的氯处理

羊毛产品中，产品的氯含量比饮用水中的氯含
量还要低！”Chippendale先生指出。
SPB公司是英国首家按照严格的欧洲法规获
得综合防污控制工厂认可的公司。“我们采
取高标准，对每位客户和每个订单都特别
对待，一丝不苟严格遵照客户指示，”Albert
Chippendale说。
“我们工厂符合各种最先进的处理加工要求，
按照ISO 9001质量标准开展经营。我们向英
国环保署登记，可以供应获得OEKO TEX认
证的各种环保型天然产品。”此外，SPB公司
还遵照可机洗羊毛的Woolmark规格要求开展
加工。
据Chippendale先生称，如果生产商提供性能
更佳的环保天然产品，一定会在竞争中领先一
步。SPB公司为多家持有绿色标签的床上用品
生产商开展羊毛加工。(请参阅床上用品报告
中有关 SPB公司的文章)。
SPB针织产品的传统市场包括英国、西欧、斯
堪的纳维亚和北美。“我们不但加工手工针织
羊毛，而且还加工用于滑雪服等高性能服装的
羊毛。手工针织在美国卷土重来，这正是我
们专长的羊毛加工领域，即防缩及去除致痒
因素。”
公司拥有现代化的加工设施，对加工各类羊毛
具有多年的丰富经验。“我们熟谙欧洲羊毛，
知道如何充分利用这类羊毛，确保布莱福德特
种加工商公司为客户开展安全可靠的一流加工
服务，”Chippendale先生说。
详情请洽Albert Chippendale，电邮：
speciality.processors@btopenworld.com

《羊毛出口商》杂志免费向中国
公司发行。请告诉在杂志上刊登
广告的公司您在本杂志上看到了
他们的广告，让我们能够每年为
大家免费奉上这一杂志。
wool&yarnglobal 2015 | 51

英国报告

UNITED KINGDOM

迎接机遇

现

撰稿：道森羊毛公司首席执行官Jo Dawson
代羊毛业正在经历重大变革，大部份变
革都是积极的，在此过程中，我们发挥
了核心作用，对此感到非常欣喜。道森

羊毛公司（H. Dawson Wool）不但在贸易方面不断
增长，而且在可持续性、创新、技术开发和可追踪
性等领域锐意创新，获得公认，这些领域对于羊毛
业的成败而言至关重要。
随着更多的消费者和设计师将羊毛作为主要纤维之
一来进行探讨，我们对羊毛及其能力的信念得到进
一步的验证。作为一家公司，道森羊毛公司热切希
望迎接每个机遇，充分利用全球对羊毛及其功能重
新燃起的兴趣。
想到羊毛业的未来，心里不禁考虑我们作为公司所
扮演的角色，我们的过去以及我们未来的前途。为
了让任何羊毛相关企业积极有效、富有商业信心地
向前发展，我们都必须发展，迎接新的方向。创新
是这一切的基础，可以应用于我们业务的方方面
面。我们需要提出一些问题，包括：“我们如何能够
利用所拥有的技能来找到羊毛的新用途？”；“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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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展创新来提高生产过程的效率和成效？”；“
创新对企业以及合作伙伴有何影响？”；“我们如何
通过创新来更好地满足客户需要？”；“为什么所有
公司都要大胆创新？”
最近，我听到世界知名的生态学家Allan Savory介绍
其引人入胜的研究成果，不失为本人的一个亮点。
他对将产毛绵羊等牲畜重新引入沙漠化地区如何改
变环境开展了研究。Allan毕生从事防止世界草地沙
漠化的工作，草地沙漠化加快了气候变化速度，使
得传统放牧社会陷入混乱。他相信重新引入绵羊等
牲畜可以夺回土地，逆转损害，为牧民带来更多机
会。有关详情，可以观看Allan介绍这一精彩课题的
TED讲座：
http://www.ted.com/talks/allan_savory_how_to_
green_the_world_s_deserts_and_reverse_climate_
change
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我们都需要证明羊毛更具有可
持续性优势，这是我们尤感兴趣的一个领域。作为
羊毛供应商，我们能够真正促进这一方面的工作，
造福整个全球羊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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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羊毛公司成功背后的团队(贸易、
财务、运输与行政工在布莱福德总部)

标准羊毛公司中国办事处
经理徐建宁

中国生产商从使用我们的洗净毛中受益
“英国有60多种不同的绵羊，生产各种
羊毛，无论羊毛品种、色泽还是质地选
择，其他国家都无法媲美，”英国标准羊
毛公司高级羊毛交易员在公司的布莱福
德总部说。“丰富的羊毛知识与经验，
对开展优质加工、实现最佳效益至关重
要。我们专业开展英国羊毛及海外羊毛
采购、供应与加工业务，”Moore先生
说。“我们有大约150名员工，分布在知
名的英国西约克郡纺织品产区以及包括
新西兰、中国和智利在内的境外地点，
对羊毛工作充满热情，这是我们的先决
条件。”

STANDARD WOOL
(NAN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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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羊毛(英国)公司是一家由多家公司组
成的集团，资产达到数百万英镑，是世
界一流的羊毛贸易企业之一，客户遍及
30多个国家。在英国羊毛销售理事会上
个生产季节举办的拍卖会上，公司继续
成为英国羊毛的最大购买商之一，公司
为欧洲地毯业提供稳定可靠的供货，

供应各个产地的洗净毛和原脂毛、毛条
生产用羊毛、落梳毛以及高级羊毛脂。
“在1990年代初期，我们在南京开办了办
事处，这是为了提供一个客户关系与销
售办事处，为地毯生产商至服装生产商
的广大中国客户服务。徐建宁先生是办
事处经理，在羊毛业拥有20多年经验。
他说：“我们看到中国客户采购洗净毛的
兴趣不断增长。客户告诉我们，英国羊
毛可能难以混纺，但我们供应的洗净毛
让他们加工起来更轻松。从长远来讲，
购买我们的洗净毛比购买原脂毛成本更
低，”徐先生说。“我们为中国客户提供稳
定的羊毛供货，幷将继续发扬光大。”
“我们能够使用自己在英国和智利的机械
设备加工羊毛，这是英国标准羊毛公司
和其他羊毛公司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
我们能够对整个流程保持控制，”Richard
Moore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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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办事处为中国、英国、智利的客户供
应原脂毛、洗净毛及其它产地的羊毛。公司
不断投资和更新纺织设备，致力生产更优质
产品，满足客户的任何规格要求。英国标准
羊毛公司的英国、新西兰和智利办事处共同
协作，确保按时交付订单。
“标准羊毛集团为世界各地的地毯纺纱厂供
应各个产地的地毯用羊毛，”徐先生说。
“我们可以为中国公司从世界各地采购原
脂毛。”
详情请洽：徐建宁先生，电邮：
stdwnj@139.com rmoore@standardwool.co.uk
ajones@standardwool.co.uk

Richard Moore(高级羊毛交易员)和Andrew Jones(高级英国羊毛采购员)

THOMAS CHADWICK父子公司
Thomas Chadwick父子公司是一
家委托加工洗毛企业。公司始建
于1864年，拥有一百多年的骄人
历史。如今，公司采用最先进的
技术，年加工能力达到大约2500
万公斤，拥有55名技能高超的员
工。
公司推行良好环境政策，致力实
施最佳规范，不仅赢得羊毛贸易
与加工ISO9001:2000质量管理认
证，而且还获得ISO14001:2004环
境管理认证－是英国首家达到两
项标准的洗毛公司。公司还获得
了土壤协会认证，这进一步表明
公司占据市场领先地位，能力超
群，在运营各方面追求卓越。
工厂位于西约克郡杜斯伯里的传
统毛纺中心，运行两条2米安达洗
毛生产线，可以灵活满足客户的
规格要求。洗毛生产线经过专门
设计，配有大容量洗毛槽，确保
一流洗毛性能，生产残留物含量
低的优质亮白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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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供应洁净纤维，同时确保纤
维保持品级和结构，不断获得客
户良评，”生产总监Mark Andrews
说。“工厂使用柔和的纯天然井水
作为洗毛用水，与一些不断回收
使用同一洗毛水的洗毛厂不同的
是，我们的纯天然井水不仅是确
保有效清洁的洗毛理想用水，同
时还可保持纤维的天然结构与特
性。回收同一洗毛水的系统存在
一个缺点，就是氨和其它污染物
不断积聚，会在气味和清洁度方
面影响终端产品。”

符合洗毛原毛产品及其预定终端
用途的要求。

两条洗毛生产线都实现了完全电
脑化生产，不仅能执行即时控
制，同时还可调整洗毛流程，以

欢迎与Mark Andrews (生产总监)
联系，电邮：mark.andrews@
standard-wool.co.uk

“杂种羊毛越来越多地用于从地毯
至室内用纺织品和服装的各种产
品用途，Thomas Chadwick公司可
按最高标准开展加工，对此充满
信心。我们采用严格的流程与政
策，确保时刻满足客户的需求。
消费者不断要求改善整个羊毛链
的环境责任，我们拥有一流的环
保资历，占据有利的地位，能够
按照这种不断增强的期望交付优
质产品，”Andrews先生说。

UNITED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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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羊毛和英国羊毛在中国市场的使用量不断增长
“虽然中国购买商对英国羊毛类别较为
熟悉，但通过一个能够提供准确建议、
知识渊博的公司购买羊毛，总是一件更
为稳妥的事情。多年来，我们一直供应
英国羊毛，并且就在英国羊毛产区的中
心，靠欧洲大陆非常近，”英国布莱德
福GS羊毛公司（GS Wools）的Graham
Sugden说。
英国有60多种不同的绵羊品种，这是英
国羊毛的独特之处。一些牧场饲养许多
杂交绵羊以及大陆绵羊品种。“要确定哪
一种羊毛类型最适合某种用途，有时候
可能让人感到迷惑。正因为如此，英国
羊毛销售理事会推出了新的分级系统，
这种分级系统更易于使用，分级说明更
多，并且更加透明，”Sugden先生说。
作为一种集蓬松性、耐用性、柔软性和
温暖性为一身的一流天然纤维，英国羊
毛远近闻名，知名度很高。英国羊毛
主要用作优质地毯纤维。这种羊毛光泽
低，卷曲度高，比大多数地毯羊毛更加
蓬松和抗压。但这种羊毛近来越来越多
地用于包括内饰和技术纺织在内的其它
用途。
“近年来，价格一直增长。我们作为羊毛
贸易公司，十分了解可供羊毛，为中国

公司提供可靠供货，向我们购买
羊毛可以占据优势，”他说。
GS羊毛公司向英国羊毛销售理事
会注册，并在理事会举办的拍卖
会上购买羊毛。公司还与欧洲牧
场主建立了牢固关系，能够迅速
采购其它欧洲羊毛。公司专门经
营毛条羊毛、地毯羊毛以及床上
用品羊毛，将这些英国羊毛和欧
洲羊毛出口到中国、印度、南美
和东南亚。

GS羊毛公司的Graham Sugden

“我们可按客户要求量身定制订单。
对我们而言，个人沟通非常重要，”
Sugden先生说。“我们公司规模不大，
毛利水平较低，能够以极富竞争力的价
格供应优质羊毛。”
Sugden先生在欧洲羊毛之都－布莱福德
生活和工作，每年访问中国3－4次，对
中国羊毛加工厂的要求了如指掌。“多年
来，我们一直为中国客户供应英国羊毛
与欧洲羊毛，一向欢迎有意与我们建立
贸易关系的中国购买商垂询，”Sugden先
生最后说。
欢迎与Sugden先生联系，电邮：
graham@gswoo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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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羊毛加工和纺织品生产厂家
提供实用检测服务专业知识
Enco国际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Enco经营一个检测环境影响的检测服
务实验室。环境问题与环保意识迅速高
涨，席卷制造业各个部门，全球纺织业
也不例外。“生产商要求更多的产品检测
和分析服务，确保羊毛加工尽可能对环
境无害。”
“如今，在供应链的零售端，越来越多的
公司要求供货商提供环保认证。在当今
竞争激烈的世界，获得必要认证势在必
行，”ENco首席科学家Mike Madden博士
说。
ENco为整个原毛供应链提供独立的全球
检验服务与咨询，从最基本的物理分析到
复杂的化学检验不等。ENco实验室与羊
毛和同类纤维纺织业密切合作，合作对象
包括原毛生产商、洗毛厂、纺纱厂和松散
纤维印染厂、地毯生产商、面料整理厂以
及纺织品与地毯零售商等。公司提供全面
的化学品分析服务，在适当情况下包括提
供化学品环境影响报告。这些包括金属、
化学氧需求（COD）、杀虫剂、百灭灵
（Permethrin）等不一而足。
全球羊毛纺织业的未来，与从牧场到零
售店的良好环保规范具有必然的联系。“
如今，羊毛加工厂家若能够证明自己的
环保资历无可非议，就会具有明显的优
势，Enco能够协助羊毛和纺织品公司获
得各种环保咨询服务的必要认证。我们
服务迅速，态度专业，”Madden博士说。
“我们在解决成本、生产和法规问题方面
拥有二十多年丰富经验，充分理解纺织
业及其它行业的生产公司所面临的商业
现实，确保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我们
为客户提供一系列广泛的服务，为申请
IPPC许可证开展污水和排放分析，并出
具检验报告，”他说。“我们还提供防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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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排污控制与管理，并且开展地毯纱
线洗净和整理、纤维、纱线以及面料整
理等方面的环保检查。”
“推动羊毛生产与加工可持续发展的动
力已绝对占据主导地位，这部分归功于
查尔斯王子的积极促进，”Madden博士
说。“零售消费者需求更环保的产品与生
产工艺，羊毛业不断寻求一流方法来满
足这类需求。ENco可以帮助他们实现这
一目标。”
“Enco与国际毛纺织组织(IWTO)等机构密
切协作。过去，我们促进了羊毛生命周
期分析(LCA)工作，可为羊毛标志公司/
国际毛纺织组织的项目提供新的LCA工
作方面的建议。”
“鉴于我们的防虫及驱虫剂工作，我们被
选为澳大利亚羊毛创新公司(AWI)防蛀检
验分析服务的欧洲优选供应商。此外，
我们还与英国环保局协作制订了一套羊
毛防蛀最佳规范条例。我们可为公司提
供产品最佳防蛀方法建议，帮助他们在
各个环保机构设定的排放限度内安全使
用化学品。我们明白，这完全在于遵守
环境法规，满足客户需要，在不产生废
物的情况下有效开展制程。这并非披上
绿色环保的外衣，而在于为企业增添真
正的价值。”
ENco正在筹划其它项目，包括为洗毛
加工产生的固体废物研发替代性终端用
途。为这类固体废物排放研发经济环保
用途，让洗毛工艺能够充分利用有效废
水处理方法，实现更高环境价值，这一
点非常重要。
欢迎与Mike Madden博士联系，
电邮：info@encoglobal.com

CHILE

智利报告

智利标准羊毛公司总经理
Dean Sugden

智利Punta毛条令人爱不释手

二

百多年前，英国标准羊毛
公司来到好象天涯海角的智
利，精心采购最优质的考力

代羊毛和美利奴羊毛。“公司在智利马格
兰斯地区的彭塔阿雷纳斯中心开办独具特
色的运营设施，取得了极大成功，让我们
能够为国际客户采购、加工和供应长纤毛
条、落梳毛以及高品级羊毛脂，满足他们
对纺织品的多样化需求，”智利标准羊毛
公司(SWC)总经理Dean Sugden说。
“我们从事智利羊毛加工已有200多年的
历史，对购买的所有羊毛了如指掌，这
让我们能够利用一流套毛生产质量稳定
的混纺毛，为欧洲、智利、中东和美国
等主要市场的纺纱商专业交付这类优质
产品。”
在每个羊毛生产季节开始之际，公司都
会花时间拜访巴达哥尼亚地区的个体牧
场主。“人们通常对此不以为然，但我们
相信，在视觉上评估羊毛，而不只是查
看检验证书，这一点非常重要，”Dean
Sugden说。SWC是英国标准羊毛公司全
资拥有的子公司，也是智利剪毛的最大
采购商。
“SWC向450家个体牧场主直接购买羊毛，
同时也向智利其它地区扩展其采购源，
购买量占年剪毛量的60%-70%。原产于彭

塔阿雷纳斯的优质超级套毛具有一流特
性,手感柔软，色泽雪白，强度超高，
草杂含量低，并且长度极佳。”
“我们能够将传统价值观与技术创新、
灵活运营及前瞻思维的态度相结合，”
Sugden先生说。“我们的年生产能力达到
400万公斤毛条，采用现代化的2.4米宽6
槽安达洗毛生产线和法国粗梳机和精梳
机，生产19.5 – 30微米细度范围的雪白
色泽毛条。我们的毛条产品在长度、强
度和柔软手感方面具有优异特性，而且
草杂含量低，特别受到机织针织和手工
针织客户的青睐。”
工厂配有阿法拉伐(Alfa Laval)羊毛脂回
收设备和现代化污水处理系统，有助于
交付一流品质的羊毛脂。
SWC生产的毛条和洗净毛达到Okeo-Tex
100标准－1类产品要求，公司的内部实验
室获得国际羊毛实验室协会(Interwoollab)
认证，为客户提供毛条达到确切标准的
基本保证。
公司供应10公斤和40公斤块状毛条以及10
公斤筒管状毛条。
欢迎与以下人士联系：Dean Sugden，
电邮：dsugden@standardwool.co.uk；
Paul Hughes Jnr，电邮：
pshughes@standardwool.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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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毛纺织组织

IWTO

第85届国际毛纺织组织大会
－澳大利亚悉尼
“羊毛造福子孙后代”
第85届国际毛纺织组织(IWTO)大会将从2016年4月4日－6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届时来
自全球各地羊毛供应链的400多位富有影响力的行业领导与业内人士将出席大会。

作

为全球羊毛业每年最重要
的盛会，国际毛纺织组织大
会是一项不可错过的活动。
大会不仅为业务联谊提供一个强大的平
台，同时还是了解和讨论行业问题与机
遇的重要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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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届大会的主题是“羊毛造福子孙
后代”，这一主题反映出羊毛业需要年轻
一代积极接受羊毛，让羊毛业未来能够
生存下去，幷且繁荣壮大。
在澳大利亚举办的第85届国际毛纺织组
织大会将由澳大利亚羊毛组织联合会

IWTO

国际毛纺织组织

(FAWO)与国际毛纺织组织联
合主办。澳大利亚各行业部门
几乎都是FAWO成员，FAWO
可视为澳大利亚的最高行业
机构。
FAWO主席Robert Ryan称，
大会筹备工作正在顺利进行，
幷将确保与会代表参加信息详
实、富有意义的活动，体验澳
大利亚最盛情的款待和友谊。
“作为世界最大的羊毛生产国
与出口国，澳大利亚为大会提
供了一个理想的背景。这是让
与会代表更多了解澳大利亚羊
毛业及其许多成功故事的大好
机会，”他说。
“大会将在悉尼市中心古老的岩石区举
行。这座美丽的城市是澳大利亚羊毛业
的发源地。在200多年前，澳大利亚的第
一个毛包就是从这里出口到海外。”

届时将举办综合性社交活动，包括欢迎

“羊毛是造福子孙后代的纤维。羊毛始于
澳大利亚，不断向世界各地传播。我们
需要年轻一代锐意创新，采用新技术，
发挥创造力，接受培训，通过我们的帮
助，促进羊毛业持续发展，确保为大家
创造一个可持续性的未来。”

牧场，体验澳大利亚羊毛的来源。

国际毛纺织组织大会是整个羊毛业一年
一度的盛会，大会将牧场与时装行业以
及中间各方联系在一起。羊毛生产商、
纺纱商、织造商、服装生产商、设计师
和零售商将在悉尼聚集一堂，参加这个
为期三天的大会。

会，可以参与讨论，帮助发展全球羊毛

大会将举办大量活动，请国内外演讲者
介绍与羊毛业各参与方相关的主题，包
括全球消费趋势、市场情报、贸易、健
康与福祉、环境、零售趋势以及未来一
代的教育。行业展览和展示将是大会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意、知识、技能和热情。谨此代表澳大

招待会、大会正式晚宴以及合作伙伴的
活动。此外还提供参加会前与会后行业
活动的独特机会，包括参观生产羊毛的
“从国际纺织品生产商到时装零售商，
各方代表将出席整个大会，为广泛联谊
提供了一流机会，”Ryan先生说。
“世界各地的品牌与零售商借此理想机
需求。倾听与消费者具有直接关系的公
司的需要，有助于羊毛业在贸易问题至
羊毛营销活动领域取得成果，具有关键
的作用。”
“欢迎阁下来分享对这个精彩行业的创
利亚羊毛组织联合会，诚邀阁下来感受
我们的热情款待，期盼2016年4月与您在
悉尼相见。”
有关详情，请浏览：www.iwto.org/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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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羊毛实验室协会
诚征新会员
性的最高标准，具备国际羊毛实验室协
会认证签章和证书的资格。
“如今，我们已有来自29个不同国家的96
名会员，其中23名会员来自中国。在过
去12个月中，来自阿根廷、马来西亚、
罗马尼亚、意大利和中国实验室的5位新
会员加入了我们协会，”Andrew Lambert
说。“我们是一家由会员所有和经营的非
营利性机构。”
国际羊毛实验室协会秘书长
Andrew Lambert

我

们诚邀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
毛条公司和羊毛检测实验室
加入国际羊毛实验室协会

书长Andrew Lambert 说。

“Andrew证明自己是国际羊毛实验室协会
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们觉得他受此任命
当之无愧，”委员会发言人说。他的父亲
John在羊毛业具有漫长的职业生涯。二
十七年后，Andrew追随父亲的脚步，开
始了自己在羊毛业的职业生涯。Andrew
的祖父Roger也是一位技术熟练的拣毛
员，在智利羊毛业工作了多年时间。

“我们的会员获得国际认可，这是未加入
国际羊毛实验室协会的公司所错过的。
加入我们独家协会，可以向您的客户表
明，您获得了符合最高水平的国际标准
的准确认证，”他强调说。

John Lambert在毛纺业工作了50多年，
担任国际羊毛实验室协会秘书12年时
间。国际羊毛实验室协会称，“在过去12
年中，John兢兢业业，十分专业，出色
履行了职责，我们对此向他表示感谢。”

Interwoollabs是国际羊毛实验室协会的简
称。协会宗旨是发展羊毛检测实验室之
间的合作，确保所有会员达到检测准确

“国际羊毛实验室协会认证的价值举世
公认，”Andrew说。国际毛纺织组织
（IWTO）将国际羊毛实验室协会认作

（Interwoollabs），享受加入我们独家机
构所带来的各种益处。我们相信加入我
们机构将增强贵公司作为优质产品供应
商的声誉，”新任国际羊毛实验室协会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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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 Lambert从他的父亲John Lambert
手中接过执掌Interwoollabs的帅印，John
Lambert担任秘书长一职多年，最近退
休。

INDUSTRY NEWS

行业新闻

为其检测方法细度校准标准的唯一供应
方。附有国际羊毛实验室协会认证签章
的检测报告让接受方确信，检测结果由
与其他全球实验室一同成功参与巡回检
验的实验室获取，因此可以放心。”

从15.71µm到35.37µm的数值，2014年购买
的14.5µm毛条将纳入未来的IH标准中。
截至2014年，国际羊毛实验室协会签发
了19套不同系列的校准毛条，每套有效
期从两到三年不等。

在每届年会上，国际羊毛实验室协会都
会向IWTO技术委员会提交一份报告，详
细说明为统一性计划开展的实验室检测
结果之间预期存在的正常偏差。

鉴于会员对估算校准毛条指定值做出了
贡献，会员可以按大大低于非会员价的
折扣价格购买额外的成套校准毛条。

会员获得的主要益处在于，通过每年做
两次相同的检测(巡回检验)，会员可以对
照其他实验室设定自己实验室的测量绩
效基准。每位会员都会收到所参与的每
项计划的完整报告。报告显示出该实验
室的结果与其他实验室以及全球平均水
平的比较情况。会员身份只为协会秘书
所知，从而为所有参与实验室保密。
“我们发现，纺纱厂和毛条生产厂对
加入国际羊毛实验室协会需求不断增
加，”Lambert先生说。“在竞争激烈的全
球市场环境中，毛条生产的透明度和质
量保证从未如此重要，国际羊毛实验室
协会可以帮助会员做到这一点。”

此外，会员还可免费获得一份与所参与
计划有关的电子版IWTO检测方法。在
IWTO更新检测方法时，他们会向国际羊
毛实验室协会秘书提供一份新的检测方
法，秘书然后会分发给相关实验室。
每年年初，国际羊毛实验室协会向获得
认证的会员提供认证签章和证书。这些
签章和证书是在成功参与巡回检验并且
证明达到我们实验室的高标准之后予以
签发。
此外，对于按照相关IWTO 检测方法校
准气流仪，国际羊毛实验室协会还制订
了一项EXCEL计划。

“我们提供详细的绩效与校准评估，为会
员提供持续支持和技术专长，确保获得
并保持准确的结果。每年年初，会员都
会收到一整套用于校准的9 x 100g IH 标
准毛条。这套毛条包含在年费中。”

“我们还为气流校准计算提供验证。会员
可以免费获得这项服务。在碰到任何问
题时，会员一向都可以选择向管理委员
会寻求帮助。我们与IWTO建立了密切
联系，非常乐意为会员提供帮助，”他最
后说。

在1972年，为了提高实验室之间使用气
流仪的统一性，INTERWOOLLAB建立
了第一套涵盖17.8µm至35.0µm范围的细
度校准毛条。为了反映出不断追求更细
支羊毛的趋势，最新系列的IH标准包含

有意查询如何加入国际羊毛实验室
协会的公司，请与Andrew Lambert
联系，电邮： info@interwoollabs.org
cc:interwoollabs@outlook.com 电话：
44 1274 688666 www.interwoollabs.org

《羊毛出口商》杂志免费向中国公司发行。请告诉在杂志
上刊登广告的公司您在本杂志上看到了他们的广告，让我
们能够每年为大家免费奉上这一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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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报告

ARGENTINA

阿根廷工厂

阿根廷有机毛条挑战世界最佳纤维

细

内达集团的阿根廷
加工厂也称为福尔曼
(Fuhrmann）加工厂，

位于出产最受尊崇的最细支阿根
廷羊毛的楚巴省罗森地区。多年
来，工厂是当地阿根廷细支羊毛
生产商交流信息的中心，帮助他
们改良羊毛生产、分级和剪毛制
备规范。
“多年来，我们不断为世界各地的
织造商供应优质阿根廷毛条，”销
售经理Guillermo Gallia说。“我们
的生产完全符合当今环境认证以
及从牧场到毛条制成品的可追踪
性要求，对我们毛条产品的需求
因此十分强劲。我们是阿根廷有
机毛条的最大出口商，有机毛条
的声誉日益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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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表其他牧场主管理和运营
牧场，可以通过这些牧场获得大
量剪毛。“我们属于21世纪。这个
团体包括致力实施符合GOTS认证
的严格环境政策 - OVIS XXI的当
地羊毛生产商。”
“我们管理180,000多只绵羊，每年
为逾500,000吨羊毛提供完全可追
踪性证明。所有毛条均获得全面
认证，幷采用未接受切臀皮手术
绵羊生产的羊毛生产，”他说。
“我们的工厂经过专门设计，
可以满足世界各地具有最严苛
需求纺纱商和织造商的特别要
求，”Gallia先生说。“南美是我们
的最大市场之一。多年来，南美
客户一直购买我们的毛条产品，
他们要求稳定的质量以及富有竞
争力的定价，这一点人尽皆知。”

“福尔曼加工厂拥有美洲大陆最现
代化的梳毛设备之一”，Guillermo
Gallia说。
工厂每年加工大约500万公斤毛
条，细度范围从16微米－30微米
不等。80%的毛条在16－23微米细
度范围，20%在24－30微米细度范
围。工厂主要加工阿根廷羊毛，
同时也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采购
一些羊毛。
“阿根廷细支美利奴羊毛可与世
界各地的一些最细支羊毛相媲
美，”Gallia先生说。“这正是世界
各地纺纱商竞相购买我们产品的
原因所在。如果您寻求具有一流
环保资历和充分可追踪性的优质
毛条产品，请与我们洽谈。”
欢迎与Guillermo Gallia联系，
电邮：info@fuhrmann.com

ARGENTINA

阿根廷报告

伦普利阿根廷公司供应巴达哥
尼亚地区生产的最优质羊毛

在

阿根廷生产的羊毛中，
90%以上供应出口，
虽然羊毛业一直不愿

出口原脂毛，但原脂毛出口每年
仍持续上升。在过去两年中，
中国是阿根廷羊毛的主要购买
国，购买量占我们产量的40%
以上，其次为德国和意大利。
“我们的美利奴原脂毛主要出口中
国，”伦普利阿根廷公司董事经
理Claudio Ulrich说。“巴达哥尼亚
地区生产无污染、未接受切臀皮
手术的最优质羊毛，以此远近闻
名，我们一直致力从这一地区独
家采购羊毛。同样重要的是，巴
达哥尼亚地区属于完全无口蹄疫
羊毛产区。”
伦普利阿根廷公司成立于2003
年。阿根廷作为羊毛生产国具有
很大潜力，集团充分认识这一重
要性，因此选择在阿根廷开办公
司。“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巴达
哥尼亚地区，”Claudio Ulrich先生
说。“这里生产一些最优质的羊
毛，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将自己
在这一地区开展的业务与公司的
全球办事处网络连接起来。多年
来，我们作为原脂毛出口商建立
了牢固的声誉，在洗净毛和毛条
方面具有一流专长，这为我们带
来优于世界各地竞争对手和同行
的重要优势。”
“我们专营19.5-20.5微米细度的美
利奴羊毛，但也可以供应细度高

达22微米的羊毛，”伦普利公司高
级羊毛交易员Mariano Guerra先
生说。“此外，我们还可以供应
26-29微米细度范围的Rio Gallegos
杂种羊毛。我们为客户研发了一
种特殊混合羊毛，这种混合毛称
为´GT´，代表‘优质毛条生产’。这
种特殊混合毛采用了各个类别中
选取的最佳羊毛，是我们的最佳
品质纯套毛。我们向新老客户大
力推荐。”
“阿根廷的羊毛采购无一例外都
采用私人购买方式。阿根廷没有
羊毛拍卖系统，因此购买商与羊
毛生产商建立日常的密切合作关
系，这一点极其重要，”Claudio
Ulrich说。“我们与大多数供应商
保持数十年的良好合作关系，这
让我们能够年复一年不断获得优
质羊毛，确保供货的稳定性。”
他进一步指出：“为了获得合适
的羊毛，我们必须与牧场主建立
良好的关系。我们了解牧场和牧
场主，知道可供的羊毛品种与供
货时间，也知道羊毛品质如何。
这可为客户带来明显益处。与供
应商和客户保持同样良好的个人
合作关系，这就是我们业务的关
键。”
“虽然所有原脂毛在牧场进行分
拣，但在采购羊毛后，我们伦普
利公司训练有素的员工会在羊毛
运抵仓库时再次对羊毛进行分
拣。这种进一步分拣提供了为保
持优质标准提供了额外保证，确

MISSING PIC

从左至右：Mariano Guerra、
Claudio Ulrich 和Jorge Tanco

保客户确切获得所订购的产品，”
伦普利公司高级羊毛采购员Jorge
Tanco先生说。
Tanco先生指出，在国家政策的
大力支持下，阿根廷羊毛业为
本地生产的羊毛开展了广泛宣
传。这些政策包括为牧场羊毛
分拣建立改良项目的“Prolana”项
目。“Prolana”项目自1994年开始实
施，涉及羊毛充分制备与剪毛技
术各个方面的规范，以交付精良
制备和妥善包装的无污染羊毛。
“此外，我们还在自己的仓库为
羊毛开展深入细致的重新分拣作
业。这确保了我们自己的最佳商
业规范，为我们交付的羊毛的优
质标准提供了保证，”Guerra先
生说。
有关向伦普利阿根廷公司购买羊
毛的详情，欢迎与Claudio Ulrich
联系，电邮：culrich@lflsa.com.ar；
电话：(+ 54911) 4477 8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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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西兰洗毛可获得更洁净亮白的羊毛
规范。我们将来自现场地下自流井的纯
天然淡水作为洗毛用水，而不使用除去
大量酸性物和聚合物的回收水或尿液的
回收水！”Cunningham先生说。“向客户
提供最高水平的环境认证和标签，这是
我们客户服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Nigel Hales (左) 和 Tony Cunningham查看可以降低纤维残留物水平的Topmaster洗毛生产
线加工的羊毛

“出口商委托卡瓦利公司开展洗毛加工，
这样做有许多非常好的理由，”卡瓦利
洗毛厂（Cavalier Woolscourers）的Tony
Cunningham先生说。“羊毛更洁净，残留
物含量最低，周转时间迅速，这些只是
加工商和出口商从我们的洗毛加工服务
中获得的部分好处。”
卡瓦利洗毛公司的水晶
纯白羊毛在世界各地需
求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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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还在降低用水量、能耗及回
收等环境问题领先一步，采取国际最佳

卡瓦利洗毛厂每天对逾65,000只绵羊生产
的1800个毛包开展洗毛加工。公司在纳皮
尔和蒂马鲁有两家加工厂，这两家加工
厂的原脂毛和特种纤维年加工量超过1亿
公斤。这两家工厂运行安达（ANDAR）
加工生产线，靠近主要港口设施，为客
户提供富有成本效益的物流服务。卡瓦
利洗毛厂不但为地毯用羊毛、美利奴羊
毛开展洗毛加工，而且为包括羊驼毛、
马海毛和黑色羊毛在内的特种纤维开展
洗毛加工。公司接受大小订单，包括小
到一个毛包的订单。
“我们拥有一流的技能和机械设备，
能够提供一步到位的服务，同时在价
格方面与中国乃至亚洲其它任何地方
的任一洗毛厂一样具有竞争力，”Tony
Cunningham说。公司自己不从事羊毛贸
易业务，而是一家独立的委托洗毛加工
商，因此不会与任何客户发生利益
冲突。

BG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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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瓦利洗毛厂采用电脑控制的原脂毛混
合系统。这种系统包括适于各种羊毛类
型及长度的多个原脂毛开毛机，让公司
能够降低传统洗毛装置产生的污水达到
40%以上。

标准(Bio Grow NZ Organic)、农业和渔

公司提供各种传统洗毛服务，如个性化
毛包品牌/标签选择、尼龙羊毛包装材
料、红色、蓝色或绿色束带、符合工厂
特定要求的毛包重量、“ICE”纯白羊毛选
择等。

“我们为每一位客户提供合适的‘配方’，”

公司获得了ISO 9001认证、全球有机纺织
品(GOTS)的“100% 新西兰有机洗毛”认证
以及环保选择EC – 47 – 11认证，后者
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的洗毛生态标签标
准。EC – 47 – 11与全球绿色建筑标准
挂钩，同时与Asure质量有机标准(Asure
Quality Organic)、新西兰生物有机生长

经过高度改良和精细调整，可以按照确

业部(MAF)过渡设施以及更多机构相联
系。“我们拥有各种证书，充分证明我
们是世界上最具品质意识的委托洗毛公
司！”Hales先生说。
Tony Cunningham说，“我们提供量身定
制、极具成本竞争力的羊毛加工服务，
是新西兰唯一一家专门安装安达‘Top
Master洗毛机’的洗毛公司，这种洗毛机
切的质量标准洗净细支羊毛。”
欢迎与Nigel Hales和Tony Cunningham
联系，电邮：nigel@hbws.co.nz
或tonyc@ctyscour.co.nz
www.cavalierwoolscourers.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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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标带标签获得中国购买商认可
“红标带(Red Band)标签完全在于质量、
一致性和可靠性，”新西兰国际羊毛公司
（WSI）中国经理陈宇辉先生说。“这个
标签与我们的直接采购网络相连，一直
可以回溯到个体牧场，从而提供全面的
可追踪性。我们的中国客户知道，他们
可以年复一年，依赖我们的红标带标签
来达到自己的期望。”
WSI是新西兰最大的羊毛出口公司，无论
是原脂毛还是洗净毛，都可以供应所需
要的任何羊毛类型。“我们非常熟悉中国
羊毛加工厂家的要求，”常驻南京的陈先
生说。“通过中国办事处，我们可以迅速
有效地处理所有查询。”
WSI向精选绵羊牧场采购羊毛，这些牧场
在纯净、绿色、自然的环境中生产羊毛。
羊毛然后在最现代的羊毛洗净厂洗净。我
们执行严格的环保系统，在洗毛过程中只
使用新西兰纯净水。所产生的有机废料用
来生产一流堆肥产品。公司实施ISO 9001
和14001 标准。红标带标签针对一系列的
羊毛品种提供，以满足不同的工业需求，
例如，簇绒地毯、阿克明斯特地毯以及其
它室内纺织用途。每一次发货都有广泛的
保证和详细检测证书。

“JS Brooksbank公司建立了
牢固的新西兰原脂毛出口业
务。我们两家服务不同市场
需求的独立公司合幷，不仅
可为我们的整体业务带来平
衡，同时也为客户提供更广
泛的选择，”陈先生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WSI还
与新西兰羊毛公司（Wools
of New Zealand）以及新
西兰美利奴羊毛公司）
（Merino New Zealand）
这两家一流新西兰公司合
作，为粗支羊毛发展新的
机会。“按照一个一揽子协
议，我们现在可以利用三家
公司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我们发挥各自的优势与专长，共同
协作，为致力支持每家公司的羊毛生产商带来更高回报。”
WSI向世界各地出口新西兰羊毛，除中国办事处，在印度和土
耳其也设有办事处。“红标带是扎在所发运的每个毛包上的一条
红色束带，非常容易辨认，”陈宇辉先生说。“中国羊毛购买商
明白红标带羊毛是优异质量和一致性的标志。”

必要时，整个洗毛过程也可以从世界任
何地方的单机电脑终端操控。在毛包钻
芯取样的48秒钟内，即可获取全部检验
数据。通过监控每个毛包的品质，我们
可以调整工厂设备，尽量减少差异，确
保精确符合客户的规格要求。内部羊毛
测量技术确保羊毛测量更加快捷，更有
效率。WSI对每个毛包的品质严格监控，
并具有可调控范围，以确保满足客户特
定的规格要求。
WSI还收购了原脂毛出口公司JS
Brooksbank，以增大了原脂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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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专长依然
行之有效
公司作为新西兰最优质美利奴羊毛供应
商远近知名。“我们直接向位于新西兰南
部地区的一组精选羊毛生产商采购美利
奴羊毛。这些羊毛生产商都采用相同血
系的绵羊生产羊毛。这些绵羊生产的羊
毛质量很高，特别受到各种毛条生产商
的青睐。”
此外，公司还向广大终端用户出口杂种
原脂毛、洗净毛、灰褪毛、毛条以及专
为床上用品行业加工的羊毛。公司名列
新西兰前十大羊毛出口公司之一。

Peter Crone展示新西兰美利奴毛条

自

1930年代起，John Marshall有限
公司就开始向国际羊毛市场供
应新西兰羊毛。

“羊毛业自此之后发生了许多变化，但
我们仍然相信，与客户建立良好的日常
合作关系，一定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
用。因此，对我们来讲，这一方面没有
任何变化。我们仍是一家非常传统的
羊毛公司，”Peter Crone在他的基督城
(Christchurch)办事处说。“在客户要求
某个特定羊毛品种时，知道我们将按照
他们的特定需求交付产品。客户相信
我们将持续提供最优质的供货，获得符
合他们所需求参数的优质产品。”John
Marshall有限公司一贯奉行“优质羊毛、
良好环境规范和可靠服务”的经营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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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Marshall有限公司每年采购的羊毛
中，大约10% 的羊毛用于生产公司的高
档Joma羊毛。这种羊毛经过特殊的羊毛
卷曲加工，不仅蓬松度增加了40%到
50%，天然弹性也获得进一步提升。这种
羊毛的每根纤维都像小弹簧一样作用，
纤维垂直排列并且具有卷曲性，在人体
下方共同创造一个促进空气循环的气
垫。公司为美洲、亚洲和欧洲的床上用
品生产商供应适于最优质床垫、枕头及
其它床上用品生产用途的Joma羊毛。
新西兰羊毛属于天然纯白纤维，不含黑
色纤维，让生产商更易于生产色泽浓郁
一致的羊毛产品。它是一种户外放牧生
产的可持续性纤维，具有天然长纤和结
实耐用的特点。 “新西兰羊毛被视为适于
许多用途的一流环保地毯纤维，这正是
原因所在。”
详情请洽Peter Crone，电邮：
peter@joma.co.nz或 info@joma.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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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福曼羊毛公司团队（从左到右）：Helen Cameron、Louise Tabb、Tara Richards、Peter Christensen、Steve Finnie、Phil Deacon

历史悠久，声名远播

新

西兰福曼羊毛公司
(Fuhrmann New Zealand)是
新西兰拍卖会上最大的羊
毛购买商之一。公司提供
价格合理且品种多样的羊
毛。“我们与中国客户保持
着良好的沟通，这有助于
确保我们根据客户的实际
生产采购合适的羊毛。”
福曼公司董事总经理Peter
Christensen先生说，“中国
是我们羊毛最大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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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多年来，我们公司一直向中国供
应羊毛，对他们的需求了如指掌。”
福曼公司从1735年起便一直从事羊毛贸
易，是新西兰历史最悠久的羊毛贸易公
司之一，也是国际细内达集团的一部
分。“集团业务遍及全球各地，拥有强大
的国际网络，作为该跨国集团的一部分
对我们非常有利。”Peter Christensen说。
John Henderson长期担任新西兰福曼公司
董事和股东，长达51年时间，现在已经
退休。新成员Phil Deacon加入了团队贸
易部。公司董事总经理Peter Christensen

F U H R M AN N Z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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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细支美利奴羊毛
进入意大利高档时装

新

西兰不但是有名的主要地毯羊毛生产
国，而且还供应世界上最细支的一些

羊毛。新西兰南岛林第斯岭（Lindis
Ridges）牧场生产的最细支羊毛毛包细度只有10.65
微米。
细内达集团新西兰公
司也为意大利著名时
装设计室采购新西兰
最细支的美利奴羊
毛，并且是新西兰美
利奴羊毛的主要出口
商之一。
“我们专营11微米以
上的较细支羊毛的
采购业务，并向Loro
Piana等生产线需要最
细支羊毛的公司供应
羊毛，”细内达集团新西兰公司经理和采购员Helen
Cameron在基督城如是说。公司为遍布全球的整个
细内达集团购买新西兰羊毛，其中包括集团在中
国、意大利、阿根廷和埃及的加工厂。
“一流时装品牌公司找我们供应细度达到11微米的
新西兰美利奴羊毛。我们每年采购现有的最细支羊
毛毛包，如果毛包达到我们的标准，我们就会尽量
为客户采购毛包，客户然后将毛包加工成高档西服
面料。”
Helen Cameron生长于新西兰南岛的一个高原羊
场，从1986年起便一直从事羊毛业工作。“因为较
细支羊毛未必进入拍卖，所以与牧场主建立这种快
速联系大有帮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与生产
细支羊毛的牧场主建立了长期关系，彼此相互信
赖，”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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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董事Steve Finnie虽常驻新西兰，但经常到
中国各地出差拜访客户。公司供应各类新西
兰羊毛，包括美利奴羊毛、原油毛、洗净
毛、灰褪毛以及各类羔羊毛。
“我们一向以质量为重，”Steve Finnie说，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采购之前，会亲自评
估每个毛包，确保完全符合客户的订单要
求。与客户保持沟通，满足他们不断变化的
需求，是福曼不变的经营理念。也因此我们
需要一位中方代表来为这一重要客户群提供
服务。
周罡先生是新西兰福曼羊毛公司中国区总经
理，其办公地点位于上海。
周罡先生负责所有从新西兰福曼羊毛公司出
口中国的羊毛业务。他说：“要能够对不断
变化的市场行情做出反应，这一点非常重
要。作为新西兰最大的羊毛出口公司之一，
福曼公司经营的羊毛品种多样，既可以为面
料行业、地毯制造、床上用品、花式纱、
毛毡生产等提供羊毛，也可以为家居装饰、
针织纱线生产提供羔羊毛。”
“当今市场竞争激烈，有时又非常动荡，
羊毛产业需要一个能提供优质羊毛的大型供
应商，同时还要具备快速的对接服务，这正
是我们能为客户提供的。”Peter Christensen
说，“作为新西兰羊毛的可靠供应商，我们
在中国建立了一流的声誉。欢迎对我司羊毛
业务感兴趣的中国购买商联系我们或我们中
国区总经理。”
新西兰福曼羊毛公司
邮箱：fuhrmann@fuhrmann.co.nz
电话：+64 3 379 6173
传真：+64 3 365 0747
中国区总经理：周罡
邮箱：risingzhou@icloud.com
手机：+86 18616758989
微信：rising_fuhrmann
电话：+86 21 33926301
传真：+86 21 33100605

NEW ZEAL AND

新西兰报告

道森新西兰公司不仅仅
开展羊毛贸易

在

新西兰羊毛牧场主中，
很大一部分都向道森新
西兰公司供应羊毛，其
中既有规模较小的牧场主，也有规
模较大的牧场合作社。因此，公司
能够供应从杂种羊毛到美利奴羊毛
的各类新西兰羊毛。
“道森新西兰公司不是一家传统
的羊毛公司，”牧场直购部经理
Wayne Robertson说。“我们通过牧
场直购销售部门，与牧场主建立了
非常牢固的联系，能够利用靠近新
西兰最佳羊毛产区的近水楼台优
势。我们与其中许多牧场主都有个
人关系，经常拜访他们。这种个人
关系和亲自参与的方法，确保可追
踪性连续不断，可以一直回溯到
牧场。我们开展直接购买和拍卖
会购买业务，也确保了供应稳定
性。我们能够控制和追踪羊毛从牧
场到出口的整个过程，并且知道
在任一时间哪里可以采购可供羊
毛，”Robertson先生说。
“有些海外制造商和零售商有意看
看自己销售的产品所用羊毛产自何
处，我们还安排他们前来参观访
问。我们的牧场主非常乐意展现新
西兰羊毛业的风采，向人们宣传
我们羊毛的最佳用途。这些参观访
问具有很高的教育价值，让牧场主
和制造商建立前所未有的联系。我
们能够为牧场主和制造商创建一个
有始有终的羊毛故事，增进他们对
供应链的了解，不再是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这已经成为一个从牧场
到商店的可追踪性故事。羊毛业的
可追踪性和可持续性开始深入人
心，”Robertson先生说。这正在引

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国际市场的
注意。“这些参观访问非常重要，
让客户尽可能获得最佳羊毛解决方
案，这正是我们道森公司的服务
宗旨。”
道森公司与利用其羊毛的生产商密
切合作，帮助生产商改进产品，进
而实现销售额增长。“我们为客户
提供建议，告诉他们如何选择适合
其特定产品生产需要的最佳羊毛。
加工这类羊毛将为客户按预算带来
最佳成效。“我们的客户需要的是
按自己的个别需求和要求量身定制
的专门服务，需要的是稳定的羊毛
供应，这正是他们来找我们的原
因，”Don Kars先生在公司位于基
督城的总部如是说。
道森集团在世界各地设有办事处，
向全球各地35个国家采购羊毛。作
为道森集团的一部分，道森新西兰
公司具有国际影响力。“从牧场直
至套毛及更深加工产品的整个羊
毛供应链，我们积极寻找机会，
在羊毛业的其它许多领域取得了
成功，因此不会把自己限定于‘羊
毛供应’业务。我们迎接挑战，锐
意创新，大胆创造，建立了一流的
声誉，每天在此推动下不断向前发
展，”Kars先生说。“道森集团是全
球羊毛业影响最为广泛的企业之
一。世界任何地方的制造商都可以
与我们洽谈自己的羊毛需求。我们
能够通过欧洲办事处，满足对所有
产地的任何羊毛品种的大小订单要
求。” 如要了解道森新西兰公司的
更多情况，请发送电邮至
wayne.robertson@hdawson.co.nz
或don.kars@hdfarmdirect.co.nz

John Dawson

新西兰羊毛服务国际有
限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
John Dawson 已被委任为新
西兰羊毛服务国际有限公司
(WSI)首席执行官，接替今
年早些时候退休的Michael
Dwyer的职务。John于1978年
加盟Mair集团，开始了自己在
羊毛业的职业生涯。1992年，
他加盟了WSI公司，专门从事
国际羊毛营销工作。John熟谙
欧洲、太平洋和亚洲地区的市
场，知识非常渊博。
新西兰羊毛服务国际有限公司
成立于1991年，最初是新西兰
羊毛局的一个分公司。如今，
公司已发展成为一个垂直一体
化的国际羊毛洗净和出口企
业，并已成为伦普利集团的一
部分。作为新西兰最大的原脂
毛和洗净毛出口商，公司经
营两个洗毛厂，一个位于新
西兰北岛，一个位于南岛。公
司总部设在基督城，在中国、
土耳其和印度设有办事处。
在本文付印之时，公司正在等
待新西兰商务委员会批准与新
西兰仅有的另一家洗毛厂-卡
瓦利洗毛有限公司（Cavalier
Woolscourers）合并。预计
这项决定将在今年晚些时候
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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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普利集团扩大羊毛品种供应范围
场的羊毛品种。对于从生产商直至客户
的每项羊毛流程，我们都提供完全可追
踪性与认证。”

Angus Hooke

定

制西服所用的细支羊毛需求
持续下滑。这一高档时装部
门对细支美利奴羊毛的需求

举足轻重。“细支羊毛价格最近有所攀
升，但需求缩减仍然令人感到担忧，”伦
普利集团（Lempriere）的Angus Hooke先
生在墨尔本公司总部说。“在全球范围，
细支羊毛产量增高，但需求并没有相应
增长。”
Hooke先生指出，澳大利亚羊毛生产商
转为扩大细支羊毛生产，部份原因在于
选种与遗传特性。虽然最近喜降甘霖，
干旱仍是影响澳大利亚部份地区细支羊
毛生产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在本生产季
节，16微米细度羊毛供应量比上年增长
了30%左右，17微米细度羊毛供应量增长
了15%。相比之下，21和22微米细度的羊
毛供应量比上年分别下降14%和20%，23
微米细度羊毛则比上年下降了21%。
伦普利集团一直以供应19微米及更细支
范围的最细支澳毛而闻名，客户包括意
大利的顶级面料生产商。“我们也认识
到，客户对羊毛产品的兴趣已经扩展，
因此将较粗支品种也包括在内，”Angus
Hooke说。“我们积极做出反应，现在不
仅可以供应15－24微米细度的羊毛，而
且还可以供应杂种羊毛以及适于粗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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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从事羊毛生产与销售业务已有逾150
年的历史。在此期间出口了20多亿公斤
的最细支羊毛。公司仍是一家完全由家
族拥有的企业，在羊毛生产直至经纪人
服务、出口及初期阶段加工的原材料供
应的各个部门领域开展经营，不仅在澳
大利亚占据15%左右的市场份额，而且还
是新西兰、南非、南美和北美市场的主
要羊毛购买商。
为了满足各种微米细度品种的供货需
求，伦普利集团澳大利亚公司不但通过
澳大利亚各地的完善牧场渠道，向私
人采购20%的羊毛，而且也是拍卖会上
的主要购买商。“规模确实非常重要，
我们一直都是澳大利亚五大购买商之
一，”Hooke先生说。“作为世界最大的羊
毛交易商和加工商之一，我们的目标就
是按客户的规格要求提供解决方案。”
“我们为客户提供富有竞争力的羊毛采购
结构，为他们的各种羊毛纤维需要交付
低成本解决方案。从采购、融资、加工
和生产、物流和行政，对这一结构进行
精简。我们主要采购原脂毛，并根据客
户的要求向客户销售原毛、洗净毛或毛
条向客户。在我们的羊毛采购总量中，
委托购买业务约占15.0%。”
“客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求知道自己所
购买产品中的原材料产地。我们采用多
样化的采购渠道，包括从牧场直接采购
以及拍卖会采购，确保为客户提供从绵
羊直至货架的全程追踪保证。”
欢迎与Angus Hooke联系，电邮：
Angus.Hooke@lempriere.com.au
或info@lemprierewo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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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报告

米歇尔羊毛公司以质量和服务为重
中国炭化业务不断增长

米

歇尔羊毛公司（Michell
Wool）的中国炭化业务不断
实现增长。公司拥有145年
羊毛加工经验和专长，为公司奠定了深
厚的基础，因此能够为全球客户提供最
高品质的产品。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环境
中，公司不断取得成功，需要提供一流
的客户服务，继续增强这一强大平台的
实力。
客户找米歇尔公司加工羊毛，期望获得
最高品质的产品，但米歇尔中国加工厂
提供一流客户服务，达到五星级的客户
满意度评分，正因为如此才不断吸引许
多客户成为长期的回头客，米歇尔羊毛
公司中国办事处总经理梁玉解释说。
米歇尔羊毛公司提供各种服务，让加工
厂家和交易商能够利用我们在澳大利亚
现成的羊毛采购网络、高品质加工、清
洁生产、富有竞争力的加工以及渊博的
羊毛知识，同时让客户既可以选择将制
成品送货上门，也可以选择购买粗梳原
脂毛，在我们的苏州加工厂加工，按自
己的想象来进行羊毛混纺。
除来料加工外，米歇尔羊毛公司还供应
一系列标准类型的炭化毛，也可以与您
协作，创造适合您需要的类型和规格。
我们还可以为包括粗纺和家居纺织品用
途在内的一系列用途，供应散纤维防缩
羊毛和扯断毛条。
米歇尔羊毛公司为毛条针织市场生产扯
断毛条，拥有多年的经验和专长，因此
能够为毛条针织厂商生产最经济的产品
以及倍受青睐的扯断毛条。公司采用精
选羊毛和加工技术，为绒毛织物和床上
用品部门专门生产各种毛条产品。毛条

针织厂商能够改变毛条长度，利用最佳性
能实现产量和质量。
米歇尔羊毛公司对澳大利亚和中国的污水
设备做出重大投资，确保生产厂持续达到
和超过日益收紧的国际法规要求。这使得
公司拥有处理污水的基础设施，处理程序
具有可持续性，进一步让我们的所有全球
客户感到放心。
“羊毛在可持续性和环境影响方面非常有
说服力。消费者日益意识到所购买产品的
环境影响，羊毛可以再生，可以回收，我
们需要在初级生产阶段就确保不断做出相
同的宣传。这一投资使米歇尔公司的所有
客户和产品受益，投资羊毛未来为羊毛生
产商带来了信心，”David Michell说。
在长达145多年的经营历史中，米歇
尔公司见证了许多起起伏伏，公司对国际
羊毛业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将不断利
用专家员工组成的国际团队，寻找并推动
新的机会，在整个纤维供应链建立合作伙
伴关系，积极参与，注重满足客户看重的
的需要：品质、服务、速度、准确性、时
机、供货保证以及新产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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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x & Lillie提供一流可追踪性
售一级挂上衣架，并且标签证明这一过
程未曾中断为止。我们能够对羊毛提供
全面的可追踪性，并能向世界各地的加
工厂供应未接受切臀皮手术绵羊生产的
羊毛。”
“我们有自己的羊毛经纪和直购公司－
Fox & Lillie农村有限公司 (FLR)。因此能
够直接接触牧场主，直接购买大部份羊
毛。这属于议价销售，而非拍卖采购，
所以更加个人化，让人们可以将羊毛视
为一种高档的‘利基纤维’”。

从左至右：Wes
McNaughton、Jonathan
Lillie、James Lillie、David
Martin和Peter Maher

除直购部门外，Fox与Lillie公司的羊毛
购买商分布在澳大利亚各大羊毛销售中
心，积极参加各种拍卖销售，为公司采
购羊毛。
Fox & Lillie集团总部设在澳大利亚，是一
家羊毛采购、经纪、加工与出口公司。
公司从澳大利亚各地以及包括南非和阿
根廷在内的其它各大羊毛生产国采购羊
毛，全球出口网络遍及各个现有及新兴
羊毛消费国。如今，集团作为一家多元
化的国际企业，不断扩展并进行多种经
营。年销售量超过2400万公斤，公司与
世界大多数国家具有羊毛供应联系。

“我们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是所供应羊
毛品种系列最全的公司之一，既照顾到
行业的粗纺部门，也照顾到精纺部门。
在粗纺部门，我们不仅为针织业生产各
种草杂含量很低的洗净羊羔毛品种，而
且还生产用于毛纺织造和针织业的各种
洗净毛、炭化毛和开松毛条品种，从最
佳颜色的羊羔套毛到颜色较差的短纤污
渍毛不等。”

“六十五年多来，我们作为优质供应商建
立了一流的名声，客户一直对我们十分
信赖，”公司董事Jonathan Lillie说。“不论
是直接向当地牧场主购买羊毛，还是在
我们在中国的现代毛条生产厂开展开松
毛条专业梳毛，我们秉持公司1948年创
建之时所创立的永不过时的简单理念－‘
品质与服务’。 ”

公司还在中国与地方产业联合经营一家
特种羊毛加工厂。澳奔拓扑纺织有限公
司（OTCL）是位于张家港的一家开松毛
条加工厂。这个加工厂面积达10,000平方
米，主要加工澳毛，同时也从新西兰、
南非和欧洲采购羊毛，增加为客户供应
的羊毛品种系列。加工厂供应15.5 - 30微
米和40hm－55hm的一流彩色毛条和去色
毛条，包括防缩处理和巴索兰处理的毛
条产品。

“对于那些具有可追踪性要求的客户，
我们的供应链从我们熟悉和信赖的专业
羊毛生产商开始，”公司董事James Lillie
说。“可追踪性和透明度是我们工作的
重中之重。”可追踪性过程直接始于牧
场，但并非终于牧场，而是到服装在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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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满足客户对细度、长度或款式
的参数需要，无论是原脂毛、洗净毛还
是毛条，我们都能够供货，”James Lillie
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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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克羊毛公司始终如一供应最佳澳毛
Kingston SE拥有自己的仓库，羊毛生产
商可以将羊毛送到我们的Kingston SE仓
库，在仓库门口即可获得直销价格。利
用直购和传统拍卖系统，我们能够快速
交货，并且确保价格具有竞争力。
Josh Lamb说，“泰克公司将羊毛视为一种
宝贵的产品，而不只是一种商品。我们
从牧场和拍卖会直接采购，能够保证终
年稳定供应澳大利亚的最佳剪毛。传统
羊毛分级知识在澳大利亚羊毛供应中占
据核心地位。泰克羊毛公司的团队拥有
渊博的传统羊毛分级知识，能够针对个
别加工和生产需要，熟练地提供相匹配
的类型和混合羊毛。”

Josh Lamb检查运往中国客户的羊毛

“虽然中国经济放缓，但泰克羊毛贸易
公司（TWT）对中国的羊毛出口不断增
长，”Josh Lamb说。“我们发现长度为
2 - 2.5英寸的粗梳羊毛增长尤为显著。我
们所供应的中国大多数加工厂都非常了
解澳毛，完全知道自己需要采购什么羊
毛，但有20％左右加工厂也确实向我们
咨询，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我们经常去中国拜访客户，为这些加工
厂提供建议，告诉他们哪些羊毛最适合
生产需要。特别是如果有价格更便宜的
羊毛类型能够同样或更好地满足生产需
要，我们也可以提供这一方面的帮助。
这种亲自参与的方法确保我们供应的羊
毛的加工性能始终如一。”
泰克羊毛贸易公司是向中国供应澳大利
亚原脂毛的最大供应商之一，也是澳大
利亚最大的私营羊毛直购公司之一。
公司在维州的Hamilton和Benalla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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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厂运营良好，货物充足，物
流和处理十分快捷。我们每年出口20多
万个毛包，供应各种标准羊毛类型－从
细支到中等细度的美利奴羊毛到杂种羊
套毛和混合类型以及边坎毛和粗梳毛类
型不等。”泰克公司一向按品级、毛条长
度、拉伸强度和背景色泽来进行原脂毛
估价。
最近，泰克羊毛贸易公司被选中参加澳
大利亚试点项目－“澳大利亚受到信赖的
贸易公司”项目。这一项目旨在精简主
要贸易伙伴及其相关海关机构的交易手
续。Josh Lamb解释说：“泰克公司希望通
过简化通关手续，加快放行时间，缩短
为客户交货的时间。”
泰克羊毛贸易公司为世界各地大大小小
的100多家公司供应羊毛，并且向大量精
梳、粗梳和炭化加工厂供应原脂毛。“有
些客户每年只购买2－3个货柜，有些客
户每月购买2－3个货柜。我们公司的实
力在于，不论客户规模大小，我们都能
照顾到所有客户的需要，”Josh Lamb说。
详情请洽Josh Lamb先生，电邮：
trading@techwool.com.au

Techwool Trading

澳大利亚报告

AUSTRALIA

管理团队（从左至右）：David
Ritchie (董事经理)、Myungjin (Jim)
Kim (董事长)和Paul Ferronato
(高级羊毛采购员）

澳大利亚最大羊毛加工厂提供更佳解决方案

维

多利亚羊毛加工公司 (VWP)
为确定报价和订购提供全面的
原脂套毛采购服务。但公司的
核心业务在于炭化和洗净毛加工。三十多
年来，这一直都是公司的重点。公司向世
界各地出口澳大利亚洗净毛，特别侧重于
韩国和日本市场。“洗净毛和炭化毛为出口
商和加工商都提供更佳解决方案，”VWP
董事长金先生说。“双方各获所需，节省运
输成本，”他说。澳大利亚羊毛加工成本高
于亚洲，这种说法已经不合实际。
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羊毛加工公司，
VWP向世界各地的公司出口羊毛，所出口
的洗净毛和炭化毛都是100％的澳大利亚羊
毛。这种羊毛没有和其它国家的劣质品种
混合。购买VWP在澳大利亚已经加工好的
羊毛，进口商便不用担心对当地环境的负
面影响或者污水处理成本等问题，从而获
得又一项益处。
“亚洲的劳动力、能源、水处理和运输成
本大幅上涨，”VWP高级羊毛采购员Paul
Ferronato说。“凭借这些因素以及我们为
客户提供的质量和成本效率，我们占据
优势，能够为客户提供最佳的加工选择。”
如果将当地运输成本及仓储费用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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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再加上原脂毛重量更大产生的更
高运输费用，对羊毛加工商而言，进口洗
净毛和炭化毛比进口原脂毛更具有成本优
势，成本几乎与在中国加工相同。
公司提供一系列多种多样的洗净毛和炭化
毛，满足纺织厂和纺织厂的各种要求。从
新季度美利奴羊毛到全长美利奴套毛以及
各种杂种羊毛，VWP都能供应适合任何需
要的产品。
VWP的羊毛采购员遍布澳大利亚的所有羊
毛购买中心，在需要时可以为客户购买羊
毛，公司还为每位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全
面来料洗净或炭化服务，为世界各地提供
快捷的转运、船运和物流服务。公司有讲
中文、韩文、意大利语和日语的员工，与
世界任何地方的客户沟通非常方便。
“我们富有专长，拥有先进的炭化厂，
从最细支美利奴羊毛到最粗支的当恩斯羊
毛，都能够进行炭化加工。我们使用澳大
利亚的洁净用水，同时采用最先进
的加工技术，所加工的羊毛具有一流的
洁净度、强度和一致性，以此远近闻名，”
Paul Ferronato先生说。“我们能够为客户
供应各种类型、长度和质量的炭化毛，并
且与纺纱厂直接协作，开发最适合他们需
要的特定类型的羊毛。”

澳大利亚报告

AUSTRALIA

从左至右：Shane
Kirkpatrick、Luke Grant和William
Davidson

中国买家需要
长度更短的澳毛
“我们供应中国客户要求的任何品质、尺寸和规格的羊毛。我们的羊毛
富有成本竞争力，特别是开松毛条和炭化毛类型。我们建立了牢固的
声誉，客户对我们交付的羊毛，特别是色泽和长度尤其感到满意，”
西海岸羊毛公司（WCW）销售经理William Davidson先生说。Davidson
先生定期访问中国加工厂，在中国知名度很广。

西

海岸羊毛公司(WCW)是西
澳州的一家私营公司。公司
熟谙中国羊毛加工厂家所要

求的羊毛，对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羊毛
已经15年多的历史。“自1993年以来，
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一直与中国毛纺厂
开展协作，”William Davidson说。公司
管理团队包括Shane Kirkpatrick、Mal
Edinger、Luke Grant、John Kirkpat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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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Davidson和Brad Faithfull，羊毛
代理网络遍布全州。
WCW公司雇有29名员工和12名乡村羊毛
采购员，包括在悉尼和墨尔本专门收购
美利奴羊毛和杂种羊毛的采购员。WCW
公司在西澳州设有五家乡村仓库，直接
向羊毛生产商采购羊毛。WCW公司经营
各类原脂毛出口业务，从细支美利奴羊
毛到杂种羊毛不等，同时也是直接向西

AUSTRALIA

澳大利亚报告

“我们专精于普通商业套毛类型以外的
羊毛类型，侧重于长度较短的羊毛或更
专业化的羊毛类型，以满足针织部门的
中国加工厂的需要。这包括18.0至22.0微
米的开松毛条类型，”William Davidson
说。“许多中国客户前来参观我们的澳
大利亚仓库，我们按照客户的严格要
求，为客户生产他们设计的‘内部’羊毛
品种。”

主要优势所在，”WCW公司联合董事
Luke Grant说。 “公司在细度、长度、
特点、色泽和草杂含量方面对所供应的
羊毛精心选择，大量开展私人购买业
务，能够在拍卖网络外采购大量羊毛，
这些毛包均以牧场原毛批形式出运。
我们从自己开展羊毛混合加工业务转
移，现在可应客户要求让客户自行混合
羊毛。当然，我们主要经营传统羊毛品
种，但如果客户/加工商需要专门的羊毛
品种，我们也可以按客户的严格规格要
求供货，”Davidson先生最后说。

“我们主要采购和经销15.5至28.8微米细度
的美利奴羊毛品种，不仅与西澳州羊毛
生产商建立直购网络，而且还在拍卖会
上安排自己的羊毛购买商，这是我们的

西海岸羊毛公司欢迎中国加工公司垂询。
查询请洽William Davidson，
电邮：william@wcwts.com，
电话：+61 407 938 397。

澳州羊毛生产商购买粗梳毛的最大采
购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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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羊毛质量与畜牧业标准不断提高

南非羊毛局首席执行官
Louis de Beer

“南非羊毛生产商十分重视畜牧业与环
境，”南非羊毛局(Cape Wools)首席执行
官Louis de Beer说。“对于南非羊毛生产
商来说，资源保护属于重中之重，‘清洁
绿色’方式成为自然而然的经营理念。这
种理念带来的成果就是全国羊群具有良
好的适应性，在自然环境中健康生长。
南非不实施绵羊切臀皮手术，”他说。
很大比例的南非剪毛均采用手工剪毛。
许多生产商选择手工剪毛而非机械剪
毛，主要原因在于保护牲畜福利。
在许多农村地区，天气条件可能极度恶
劣，仲夏出现春寒期的情况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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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与机械剪毛相比，手工剪毛让剪
毛人能够为绵羊保留多一点羊毛，从而
可提供稍多一点御寒保护。
南非不断为国际毛纺市场供应分级良好
的优质剪毛，建立了牢固的声誉。“南非
羊毛具有各种微米细度和毛丛长度，
确保可以通过精纺、半精纺或毛纺系
统，加工成各种各样的细支羊毛服饰产
品”，de Beer先生说。由于精梳套毛具有
较高的内在毛业强度，各个销售毛批之
间的毛业长度偏差和草杂含量也较低，
因此可以生产出短纤维值和CV(%)豪特值
都非常低的优质毛条。

南非报告

SOUTH AFRICA

细支羊毛生产商将羊毛分级为22个系列，
以便单个系列的所有可测量特性保持均衡

剪毛制备不仅包含对剪毛毛棚管理与牧
场质量保证程序制定严格措施，避免任
何有害材料混入毛包中的羊毛，同时也
包含围绕毛棚管理程序持续开展剪毛人
培训课程，确保剪毛质量。
行业规范的一项最重要标准之一，就是
让分级人员确保单个系列中的任何可测
量特性或不可测量特性保持均衡。因
此，将微米细度、长度、强度、草杂含
量(VM)、净毛率、品质与外观等特性偏
差降到最低水平，这一点至关重要。
剪毛时间非常灵活，生产商可以对市场
行情做出迅速反应。65%以上的剪毛通常
为长纤羊毛(60毫米以上)，其余剪毛则为
非常适合细支羊毛服饰业的短纤羊毛。

南非毛条具有良好的纤维直径和纤维长
度分布特性，适于通过纺纱工序，加工
成人们可以想象到的各种商业用纱，满
足服饰业的要求。南非美利奴羊毛非常
适合柔软帖身面料或针织产品用途。
南非出口商在设计适当的混纺纱方面经
验丰富，可以满足客户对各种半成品的
规格要求。
“按照行业最佳规范制订的标准和指导原
则，开展细致入微的剪毛分级，这是南
非羊毛生产商的工作工作”，de Beer
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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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剪毛以美利奴羊毛为主。在这类剪
毛总量中，套毛所占比例在65%－75%之
间，剩余部份由零次毛、腹部毛和羊羔
毛组成。南非剪毛具的净毛率较高，60%
以上剪毛的净毛率至少为60%。羊毛草杂
污染含量受到严格限制，80%以上剪毛的
草杂含量水平通常都非常低(2%以下)。
纤维直径从17微米到24微米不等，98%以
上剪毛的纤维直径在24微米以下。很大
比例的羊毛生产商采用混合放牧方式，
因此每两年剪毛三次较为普遍。
南非生产的剪毛几乎全部由获得国际羊
毛实验室协会鉴定的检测机构－南非羊
毛检测局进行检测和认证。

SOUTH AFRICA

南非报告

成功开展贸易
三十余载
南非莫地安诺集团（Modiano South Africa）是向中国市场供应南非羊毛历史最悠久的
最大供应商之一。自1994年起，莫地安诺集团便一直向中国供应羊毛，与中国羊毛加
工厂家建立了长期而又富有成效的关系。在二十多年前，公司意识到中国作为羊毛出
口市场的重要意义，同时还看到中国市场的巨大发展潜力，因此开办了中国办事处。

在

此期间，由于南非羊毛的优
异特性，在中国受欢迎程度
逐年增长。2014/15生产季节
同比实现了一流增长 – 在南非在此期间
生产的全部原脂毛中，80%出口中国。绝
大部份南非羊毛是作为原脂毛形式出口
的(>95%)。

在过去几年中，南非羊毛产量不断增
加。预计2015/16生产季节的产量将增长
2%左右，达到大约5100万公斤。
中国羊毛用户了解使用南非羊毛可以带
来的好处。80%以上的剪毛细度范围在19
－22微米之间。超过16%的羊毛细度低于
19微米。南非美利奴羊毛的平均洗净率
南非莫地安诺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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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60%。南非短羊毛非
常适合细支粗纺服装行
业，而且在整个生产季
节都可以轻松提供。长
羊毛(60毫米以上)仍然占
据南非所提供羊毛的大
部份，但近年来，开松
毛条和粗梳羊毛出现了
显著增长，在中国极受
欢迎。

南非莫地安诺集团
驻上海代表罗震江先生

南非莫地安诺集团能够
供应各种长度和品种的
全套南非羊毛。“我们拥
有丰富的经验，可以向
中国加工厂提供建议，
介绍最适合其生产用途和预算的南非羊
毛类型，”罗震江先生在公司驻上海办事
处称。
“几年前，中国客户便发现使用南非羊毛
具有多种优势。南非羊毛的CVH系数很
低，因此大受青睐，用于出口订单以及/
或者与CVH系数较高的羊毛混纺（以便
降低混纺羊毛的平均CVH系数）。”

南非莫地安诺集团一丝不苟地开展估价
程序，确保客户尽可能获得最佳价值。
“我们的中国客户然后可以按照自己的要
求，与其它羊毛混纺，达到所需要的确
切参数，”罗先生说。“我们的羊毛毛丛强
度高，具有其它优异的特点。因此，加
工厂纷纷反映，使用南非羊毛，从原脂
毛到毛条的转换成本更低，毛条产量因
此更高。”
“我们可以按质按量为中国加工厂供货，
熟谙中国客户要求，并能以合适的价
格，按照其用途购买合适的羊毛。我们
在上海设有一个办事处，因此能够对当
地中国客户的需要迅速做出反应，尽可
能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服务，”罗先生说。
因为生长条件良好，毛丛强度一般都很
高。种籽污染有限，80%以上剪毛的草杂
含量水平通常都非常低(0.5% -1.5 %)。
南非剪毛以美利奴羊毛为主，南非生产
羊毛的许多牧场主都遵守严格的最佳行
业规范。“在需要时，我们还向客户提供
南美凯普羊毛公司（Cape Wools SA）出
具的未割尾证书。”这就为中国生产商带
来了机会，让他们可以在客户要求从原
脂毛到成衣具有可追溯性时，使用这种
具有可靠来源的美利奴羊毛。
南非羊毛检测局(WTBSA)根据国际毛纺
织组织(IWTO)制订的程序，对羊毛纤维
直径、草杂含量和净产出率进行检测。
南非莫地安诺集团出口的所有羊毛都获
得了南非羊毛检测局的检测和认证。
南非莫地安诺集团与中国羊毛公司建立
了和友谊和互惠互利的关系。“我们对中
国羊毛用户做出了长期承诺，并保有了
良好的销售记录。我们衷心感谢客户的
宝贵支持，并希望继续发展这些合作。”
欢迎与上海办事处的罗震江先生联系，
电话： 21 5298 7567/8
电邮：davidluo@modianoc.com
或 admin@modiano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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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Wright (左)和Paul Lynch
手捧广为全球羊毛加工厂家使用的南非洗净毛

南非标准羊毛公司
设立新办事处并聘请新职员

中

国继续成为南非羊毛的最大

“我们一直以富有竞争力的价格供应羊

购买国。南非标准羊毛公司

毛，确保以合适的价格为每位客户采购

一直是向中国供应原脂毛的

合适的羊毛。我们致力确保按时履行中

主要供应商。“南非羊毛具有优异特点，

国客户的订单，满足他们的预算需要”，

具备适合各种用途的良好加工性能，中

Paul Lynch说。“我们公司的规模之大足

国毛条加工商对此十分了解。随着中国
纺织业日益重视国内市场，采购各种各
样的羊毛十分重要”，Mark Wright说。

以保证供应量，但不会因规模过大而牺
牲产品质量或服务水准。”
最近，随着Ken Craig获得聘任，公司团
队实力大增。Ken曾在南非最大的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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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低品质的羊毛到适于纺纱用途的细

经纪商－ BKB经纪人公司工作多年，拥

支羊毛，南非标准羊毛公司对系列最为

有丰富的经验。此外，公司已还搬迁至

广泛的南非羊毛具有丰富的经验。“我们

南非的羊毛评估与销售中心－羊毛公司

了解中国毛条生产商对羊毛品种、品质

(Wool House)大楼内的一个定制设计的新

以及单证的要求。相信我们与中国建立

办事处。

的良好关系以及我们的可靠服务与优质

南非羊毛标准公司十分注重羊毛供应的

产品未来将不断发展。”

技术方面，包括羊毛评估和选择合适的

SOUTH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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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这构成了公司商业模式的核心。

使用南非羊毛，就可达到同样良好甚至

“我们聘请最优秀的技术人员。我们的

更佳的加工性能。“全球各地的南非羊毛

工作人员对各种类型的南非羊毛了如指

用户了解南非羊毛的这些特点，这正是

掌。在向我们的中国客户发货前，Paul

南非羊毛的市场需求持续增长的原因所

和我本人还会反复检查所有订单”，Mark

在”，Paul Lynch说。

Wright说。“我们知道，与中国客户保持
良好的有效沟通也非常重要，我们总是
迅速回复任何查询。”

绵羊切臀皮在南非几乎未有所闻，这是
南非标准羊毛公司提供的又一大产品优
势。担心绵羊切臀皮问题的公司知道，

所有羊毛均由国际毛纺组织鉴定合格的

南非羊毛不会对他们的进一步加工供应

独立实验室(南非羊毛检验局)检测，并按

链带来问题，从而可放心向南非标准羊

国际惯例采用国际毛纺组织检验证书作

毛公司购买南非羊毛。

为交易基础。

详情请洽：Paul Lynch，电邮：

南非美利奴羊毛享有均匀、柔软和纤维

paul@standardwool.co.za；Mark Wright，

强度高的美誉。尽管南非羊毛的产出率

电邮：mark@standardwool.co.za；

与草杂含量规格不同于澳毛，但若正确

Ken Craig，电邮：ken@standardwool.co.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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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普利公司实现
南非羊毛出口增长
“南非美利奴原脂毛日益引起世界各地客户的兴趣。我们积极响应这一
需求，在南非设立了办事处，”伦普利集团（Lempriere）的Angus Hooke
说。“如今，大约七年时间过去了我们已成为南非拍卖会上的最大购买
商，”他说。“我们的主要出口市场包括中国、印度、欧洲和美洲。”
羊每9个月左右剪毛一次，剪毛更为频
繁，为寻求优质美利奴羊毛稳定供货的
客户提供了另一富有吸引力的选择，”他
说。分级工作细致入微，一直是南非羊
毛业羊毛制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南非大陆生产的一流纤维为购买商带
来许多创新机会，伦普利公司根据客
户加工要求提供富有竞争力的羊毛供
货，”Angus Hooke说。“此外，我们还供
应产自纳米比亚和肯尼亚等非洲其它地
区的原脂毛和半加工羊毛。”
南非伦普利团队 – 后排： Martin Both (高级羊毛采购员)、Mariska Strydom (物流经理)、
Deon Erasmus (羊毛采购员)。前排： Matthew West (船运办事员)、Maryka Pegram (船运办
事员)、Wimpie Muller (贸易经理)

大

多数南非羊毛的细度范围在
18－21.5微米之间，80%的剪
毛属于24微米细度及更细支范
围。伦普利公司购买的所有羊毛均由获
得国际羊毛实验室协会鉴定的检验公司
进行检验。“南非羊毛手感柔软，非常适
合贴身面料产品与针织品用途。因此，
我相信，南非羊毛的市场需求将不断增
长。”
“与澳大利亚相比，在南非开展羊毛分级
和剪毛的成本都更为低廉，而且南非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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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求知道他们所
购买产品中的原材料来自何处。我们拥
有多样化的采购渠道，包括从牧场直接
采购以及拍卖会采购，确保为客户提供
从绵羊直至货架的完全可追踪性保证。
当然，南非羊毛还有另一项优势，这在
于南非绵羊未接受切臀皮手术，伦普利
公司可应客户要求提供绵羊未接受切臀
皮手术的证书。
“我们与供应商建立了牢固联系，确保按
质按量的稳定可靠供货。伦普利集团从
事羊毛采购、加工和出口业务已有150多
年的悠久历史，伦普利南非公司是这个
全球供应网络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欢迎与Angus Hooke联系，电邮；
angus.hooke@lempriere.com.au

SOUTH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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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牧场主坚持羊毛生产
树立良好口碑
Victor Chesky对Geoff Kingwill采访录

南

非牧场主拥有悠久的牧羊与
羊毛生产历史，积极实施良
好剪毛制备，获得了广泛的
认可。“因此，南非羊毛业不断生产优质
剪毛，”南非羊毛局董事长Geoff Kingwill
说。南非羊毛局是代表从生产商到初期
加工商的行业代表机构。业务工作侧重
于整个行业部门的利益，不仅注重生产
商的利益，而且还积极宣传南非羊毛，
鼓励和监督羊毛生产与出口。
令人庆幸的是，南非牧场主坚持羊毛生
产。由于种植庄稼和羊肉生产更有利可
图，一些国家用于羊毛生产的绵羊数目
不断下滑，令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南非
羊毛业保持稳定的生产势头。这是因为
上个生产季节的羊毛和羊肉价格保持稳
定。南非兰特价格受到对美元汇率的有
利推动。Kingwill先生还指出，南非开展
羊毛生产的绵羊数目保持合理的稳定水
平，而且略显上升趋势。因此，与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等国不同的是，南非羊毛
总产量并未下滑。
“我们有很多值得自豪的东西，” Kingwill
先生说。“南非羊毛深受世界各地用户青
睐，如今广泛用于各种产品及用途。羊
毛加工商充分了解南非羊毛的独有良好
特性。”
“我认为，我们的最佳行业规范也充分
反映出我们销售优质产品的能力。我们
采用合乎道德的负责任方式生产南非羊

毛，进一步提升优质服装用羊毛的附加
值，”他说。
与澳大利亚相比，南非的平均羊群规模
要小很多。劳动力不仅成本更低廉，而
且也更容易获得。因此，南非羊毛生产
商可以更加关注自己的羊群。
南非羊毛的CVH系数非常低，长度非常
均匀，深受需求这类参数的毛条与毛纱
生产商的青睐。大多数纤维的细度范围从
17微米到24微米不等，98%以上剪毛的细
度在24微米以下。南非羊毛以优异的色泽
而著称，在亮度标度方面测量为60-69Y单
位。这些出色特性也令南非羊毛成为与澳
毛混纺的理想用材。
中国是南非羊毛的主要购买国，其次为
欧洲和印度。“虽然中国市场可能波动很
大，但对于我们而言，过去两年一直较
为稳定，” Kingwill先生说。
“随着人们对南非羊毛的了解加深，我们
期盼进一步巩固羊毛作为一种真正特殊
纤维的概念。南非羊毛局致力与IWTO以
及羊毛宣传活动(CfW)协作，开展全球规
模而非全国规模的合作项目。这些机构
已成为推动羊毛业发展的积极力量，能
够参与其中，我们深感荣幸。”
“南非羊毛价格的长期预测前景十分乐
观，”Geoff Kingwill说，“南非美利奴羊
毛手感柔软，非常适合贴身面料与针织
品用途。这一市场部门日益增长，将确
保对南非羊毛的需求保持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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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型行业支持结构
促进马海毛丰产
撰稿： Robyn Rütters - 南非马海毛行业通讯记者

安哥拉山羊如何到达南非海岸，如何繁衍生息，羊群不断扩大，这个
故事真得非常奇妙。

在

1838年，土耳其苏丹千里
迢迢，将十二只阉公羊和一
只母羊发送到伊丽莎白港。

苏丹想保护土耳其强大的马海毛帝国，
因此将这些公羊阉割，使其失去繁殖
能力。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船上的母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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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怀孕，在去非洲途中产下了一只小
公羊，南非的行业由此应运而生。
如今，南非的马海毛产量位居世界之首
– 这一切多亏了苏丹的失误和那只怀孕
的母羊。在过去几年中，马海毛市场不
断取得强劲增长。受过教育的消费者将

MO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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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海毛视为适合未来并具有可持续性的
豪华天然纤维，这是推动马海毛实现一
流增长的最大因素。
南非是世界上最大的马海毛生产国，马
海毛产量占全球马海毛市场的53%。对这
种高档纤维的需求增长迅猛，所有剪毛
都倍受生产商青睐，马海毛在2014年的实
际平均售价达到了204.78南非兰特。尽管
全球萧条迫在眉睫，但2014年的出口情况
与2013年相同，出口量达到365万千克 –
比2012年增长了13,7%，意大利、中国和
日本对进口马海毛的兴趣与日俱增。
消费者有意识地购买采用环保和可持续
方式生产和制造的产品，这种全球性转
变的新趋势让马海毛生产商真正从中受
益。马海毛是用途最为多样的纤维之
一，无论是家用还是商用，在针织部
门、室内装潢、生活方式、制造、运动
服饰、高档西服等部门都非常紧俏。

Ermenegildo Zegna幼马海毛特别拍卖会（从左到右）: Andrew Laing（SAMIL采购员）、
Pierre van der Vyfer（开普马海毛和羊毛公司马海毛部门经理）、Matthew Fox（拍卖员）、
Jannie Lategan（获得最高售价的生产商）、Deon Saayman（代表Ermenegildo Zegna的南非
马海毛公司董事经理）。（摄影： Theuns Botha)

马海毛行业认识到对马海毛生产的需要
不断增长，因此投入建立了一系列的支
持结构来促进南非的安哥拉山羊养殖。
南非马海毛生产商协会 (SAMGA) 是为安
哥拉山羊牧民提供支持和游说服务的生
产商机构，其中一些服务包括专门指定
行业兽医，着重解决安哥拉山羊的畜牧
需要。这个机构还对与山羊健康相关的
因素开展专门研究，在各个地区举办生
产商信息日活动，为牧民们提供建议和
信息，支持和促进马海毛的生产。
南非马海毛生产商协会 (SAMGA)还负责
促进马海毛生产以及安哥拉山羊的综合
养殖，同时不断与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
构商议涉及生产商的各种问题。
由于有了这种强有力的行业稳定支持结
构，加上南非马海毛公司与知名马海毛
制造商之间开展的各种行动和协作（如
为马海毛生产商举办的Miyuki 杯马海毛

2014年Miyuki Keori杯大奖赛获奖者 – 后排从左到右： Gert Jordaan (冬季剪毛冠军)、
Barries Snijman (最具可持续性生产商亚军)、Louw & Frans Retief (总亚军)。前排从左到右:
Billy Colborne (夏季剪毛冠军)、Jordy van Hasselt (2014年Miyuki Keori总冠军奖杯获奖者)、
Roy Heydenrich (最具可持续性生产商获奖者)

大奖赛、Ermenegildo Zegna 杯马海毛大
奖赛和Daidoh杯大奖赛），马海毛生产
不断实现较高标准。
生产商投资养殖优质公羊，确保最佳成
果和优秀遗传特点，非常重视生产优质
马海毛剪毛。
wool&yarnChina 2015 | 99

马海毛－特别报告

MOHAIR

让马海毛温暖世界 – Hinterveld生产的马海毛毛毯

探索马海毛王国
南非马海毛公司(MSA)是为促进和宣传马海毛纤维而成立的一家非营利
公司。作为营销宣传行动的一部分，MSA推出了一个教育项目，与国
内外教育机构展开战略协作，鼓励设计专业学生把马海毛作为设计应
用选择来进行试用。

这

一项目采用与有关大学开展
设计比赛的形式开展，让获
奖者有机会来南非，亲自体

验马海毛纤维的来源。这一项目经证明
非常成功，并向国际扩展，现已推广到
日本、中国、英国和南非的七所高级时
装院校。最近与中国上海东华大学开展
了一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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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比赛的获奖者Chen Yinzhu在2015年
来到南非，第一次见到了安哥拉山羊。
来自上海的纺织业记者Lyria Zeng陪同中
国代表来到南非，对她的马海毛体验进
行了报道。
“作为‘2014年中国马海毛时装设计大赛’的
客人，我非常荣幸获得南非马海毛公司
邀请。2015年6月，汉哲实业公司的两位

MOHAIR

员工Tristan和Sam、“2014年马海毛时装
设计大赛”获奖者东华大学Chen Yinzhu、
东华大学教授Zhou Honglei、来自中国最
大的马海毛纱厂之一的金女士以及我本
人来到南非伊丽莎白港，开始了探索这
个马海毛王国的短暂而又精彩之旅。”

的牧场。肖恩个
头魁梧高大，
是这家牧场的主
人。他向我们展
示如何给安哥拉
山羊剪毛，如何
给马海毛分级。

在中国人们对“马海毛”
认识不清

“安哥拉山羊每
年剪两次毛，大
约产3 ½千克马
海毛。马海毛的
质量分为两种基
本样式，一种是
环状毛，一种是
扁平波浪状毛。
马海毛通常分三
个等级出售：细
支等级、中支等
级和结实等级，
这主要取决于安
哥拉山羊的年
龄。一般而言，
幼马海毛最细
支，也最昂贵。
现在我给大家演
示一下怎样给山
羊剪毛，”肖恩
说。

作为一名纺织业记者，我承认马海毛在
1990年代为普通中国主妇所熟悉和青睐。
由于购物选择有限，中国主妇们不得不
自己为家人织毛衣和围巾。
从毛纱开始，中国主妇然后发现一种叫
做“马海毛纱”的蓬松美丽的纱线，对这种
可爱而又富有异域风情的纤维情有
独钟。中国的马海毛热始于1990年代，
但人们对这种纤维的起源并不了解。
在很短一段时间后，“人造马海毛”在中国
市场盛行一时。因为价格更便宜，系列
色彩丰富，人民对这种人造马海毛纱的
需求超出了从国外进口的真正马海毛。
从此以后，中国市场一直误以为“马海毛”
是使用晴纶制造的一种人造纤维，这种
纤维因为穿戴不舒适，最终不再受人
青睐。
如今，并非所有中国消费者都知道马海
毛是什么，但对这种纤维毛丛较长、富
有光泽的特点十分熟悉。事实上，虽然
世界许多地区都生产马海毛，但南非的
马海毛产量占全球的80%。我们需要让中
国人了解有关的情况，正因为如此，南
非马海毛公司开展这一项目，带我们来
到原产地，让我们能够把有关情况告诉
中国市场。
我们参观了安哥拉山羊牧场，这是最精
彩的体验。南非牧场比我们想象的大得
多! 最重要的是，安哥拉山羊自由放养，
非常快乐。
我们参观了肖恩•霍布森（Sean Hobson）

马海毛－特别报告

牧场的装置将山
羊仰躺固定，
然后使用机器剪
毛，整个过程非
常快。每六个月
剪一次毛。在这次剪毛示范中，山羊很
轻松、平静，显然剪毛过程对安哥拉山
羊没有伤害。
我们惊奇地发现安哥拉山羊几乎365天、
每天24小时在露天生活! 对南非的当地人
来说，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我
们原以为安哥拉山羊没有那么独立，所
以这对我们来说完全是新奇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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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参观南非马海毛牧场

我曾参观过中国内蒙古的羊绒牧场，
看到那里的山羊白天放出去，日落时分
回到牧场。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山羊
整天留在羊圈，吃牧民们收来的干草。
当然，中国这些牧场的规模小得多!

“LADUMA NGXOKOLO、CRAIG

安哥拉山羊真聪明! 他们会在露天生活，
不怕豺狼野兽和恶劣天气等潜在威胁! 牧
民们使用风车取水，取出天然淡水
喂羊，所以羊群每天都会来水点喝水。
头羊总是第一个过来从水眼喝水。环境
清洁是促进安哥拉山羊健康生长的主要
因素。牧场位于东开普的卡鲁地区，土
壤肥沃，环境安全，为安哥拉山羊羊群
的繁殖提供了支撑。牧民们严格管理培
育工作，改善马海毛的质量。

NGXOKOLO，他的Maxhosa品牌在欧洲

马海毛时装的触感
马海毛产品谁不喜欢? 马海毛用途多样，
我想即使有过敏症的挑剔人士也能选择
到合适的马海毛产品。南非马海毛公
司董事经理Deon Saayman带我们来到
伊丽莎白港纳尔逊曼德拉都市大学，请
Grobbelaar教授介绍他们对时装设计的教
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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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VE、DAVID TLALE、MARC
JACOBS、MARIANNE FASSLER和
SUZANNE HEYNS都是以马海毛设计知
名的南非时装设计师。特别是LADUMA
大获成功，” Grobbelaar教授说。
令人遗憾的是，南非毕业生在时装品牌
和行业方面的选择不多，但他们都有一
个坚强的信念，矢志成为独立的时装设
计师或裁缝师。
马海毛产品设计质量一流，吸引了喜爱
天然豪华的人士。虽然马海毛价格不
菲，但马海毛产品经久耐用，持续终
生，生态环保，散发自然之美。
我相信，南非马海毛公司有效开展营销
宣传工作，势必传达到全球客户，为他
们提供前所未有、更加宝贵的马海毛教
育。希望更多美丽的马海毛产品供应中
国，新一代南非时装设计师通过自己的
设计，扩展和宣传南非本土文化的历史
遗产。

INDUSTRY NEWS

行业新闻

马海毛让您出彩

马

海毛这种利基纤维用途多样，
品质独特，天然纤维“行家”对
此了然于心。正如佛罗伦萨男
装展（Pitti Uomo）的一位见识广博的人所
说：“很多西装都很别致，但最别致的西装总是含有
马海毛。”
当然，这种纤维用途广泛，使用范围远远超过精纺
面料。一流田径运动员将身体发挥到极限，对马海
毛袜十分青睐，将其作为自己的首选。高档汽车配
有长捻绒马海毛地毯垫，室内设计师利用这种豪华
纤维的各种用途进行设计，不亦乐乎。
新一代追求个性，讲究高品质，马海毛以可持续性
和创新特质成为他们青睐的纤维选择。对马海毛的
需求日益增长，为采用一种醒目的标志-“马海毛标
志”，加入自然纤维之列提供了机会。
南非马海毛公司 (MSA)是马海毛行业的全球领导企
业。作为国际影响宣传活动的一部分，公司推出了
一个注册标志，让消费者能够认识马海毛以及含马
海毛产品的独特性质的。

推出马海毛标志的主要目的在于牢牢树立
马海毛作为一种首选豪华天然纤维的地
位，同时确保这种纤维在市场上的可持续
性。直到最近，我们才有可识别的标志，
可以贴在货架上的产品上，让消费者能够很容易辨
别产品是否含有马海毛。因此，我们鼓励所有马海
毛产品制造商都登记使用马海毛标志，登记是免费
的。马海毛标志将证明产品含有马海毛，但这并非
质量保证。

运作方式:
如果制造商生产的产品的马海毛含量为10%以上，
就可能有资格在缝纫标签、挂标以及行业展销会上
的手册和营销材料上使用这一标志。一旦您的申请
得到批准，MSA将寄给您一份起始工具包，其中包
括各种营销材料，确保您能够将这一标志整合在自
己的产品和展台中。

申请办法:
只需进入www.mohair.co.za，点击 ‘Mohair Mark’
（马海毛标志）选项卡，在网上申请即可。
wool&yarnChina 2015 | 103

德国报告

GERMANY

不断增长，Semmelhaak先生认为这一趋
势将会延续。德国东部和南部羊毛产区
每年生产6000 - 7000吨羊毛－其中60%的
羊毛属于较细支羊毛。“德国羊毛质量稳
定，草杂含量低，在长度和色泽方面具
有优异特点，非常适合优质地毯混纺用
途，”Semmelhaak先生说。
“Friedrich Sturm公司占德国羊毛出口总量
市场份额的30-35%。我们主要专营德国
北部地区生产的羊毛，在北部羊毛市场
所占份额达50-60%左右。”
John Semmelhaak(右)在汉堡仓库中接收来自德国各地的羊毛

德国羊毛使用
数量日益增长
撰稿：Victor Chesky
“德国羊毛与新西兰羊毛、爱尔兰羊毛和
英国羊毛并驾齐驱，增强了自己作为地

毛出口年增长率达20%，Semmelhaak先
生认为这归功于公司采取透明的经营方
式，与大小客户打交道。
“我们的所有羊毛都经过检验，致力为客
户提供优质产品，确保最高水平的产品
稳定性。每个毛批均按客户的规格要求
进行分拣，幷由欧洲羊毛检测局 (WTAE)
检测。客户知道，我们向他们出口的德
国羊毛是100%德国产羊毛。我们不销售
混纺羊毛，”他指出。

毯用羊毛的优质来源的稳固地位，”德

“未来将带来各种挑战，”Semmelhaak先

国羊毛最大出口商Friedrich Sturm公司的

生说。“我们的剪毛大多出口中国市场。

John Semmelhaak说。“作为可以替代传统

中国市场的贸易条件十分艰难，我们预

新西兰羊毛、爱尔兰羊

期新推出的环保限制条例以及竞争激烈

毛和英国羊毛的一种良

的内部市场将迫使一些小型工厂关闭，

好选择，我们的羊毛在

使得一些工厂完全退出羊毛加工业。”

全球各地的地毯生产行
业占有一席之地。”

羊毛压缩打包准备运往世界各地的客户
104 | wool&yarnChina 2015

在过去几年中，Friedrich Sturm公司的羊

此外，欧洲出现暖冬，批发及零售商积
存了大量成品服装存货。他还指出，原

这是因为在过去几年，

油价格下滑将导致合成纤维与人造纤维

德国羊毛产区迎来一流

价格下降。“消费者不断注重商品价格，

的季节性条件，年产量

从而可能寻求更低廉的选择，”他说。

达到2000吨。牧场主不

但尽管面临这些问题和挑战，他对羊毛

断改良羊毛生产规范与

业前景仍保持乐观。他认为，虽然中国

制备，致力生产更优质

市场有所下滑，但德国羊毛日益受到地

的细支羊毛。26－30微

毯部门的关注、认可和需求，仍将在国

米细度范围的羊毛产量

际市场拓展销路。

GERMANY

“客户与我们建立良好的业务关系，不
断从中受益，感谢他们帮助我们年复一
年实现业务增长。我们实行一流商业规
范，让各方都从中受益。”
Semmelhaak先生经常拜访德国各地的供
应商以及全球各地的购买商。通过这种

德国报告

亲自参与的方法，公司确保在收购、物
流和分拣方面为牧场主、加工商以及生
产商提供的支持做到公开透明。
有关Friedrich Sturm公司以及德国羊毛的
详情，请与John Semmelhaak联系，
电邮：jrs@frsturm.de

羊毛规格表

品种
Eider羊毛
美利奴I级羊毛
美利奴II级羊毛
Geest羊毛
Schwarzkopf羊毛
棕色羊毛
Schnucken羊毛

细度

洗净率%

平均毛长

34 / 36 my
28 / 30 my
30 / 32 my
35 / 37 my
30 / 32 my
34 / 36 my
38 / 42 my

65
52 / 54
52 / 54
50 / 52
52 / 54
60
60

8-12 cm
5-9 cm
5-9 cm
8-12 cm
7-9 cm
8-9 cm
8-1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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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只是一家运输公司

欧

洲市场要求快捷稳定交货，
不断为原脂毛、洗净毛和
毛条出口商带来压力。“当
前，欧洲市场竞争激烈，大多数客户无
法等60天才收到从南非、乌拉圭、中国
或澳大利亚运来的货物。因此，在安全
可靠的欧洲仓储设施中保存可以迅速
交付的存货，才是明智之举”，Bremen
Woll服务公司(BWS)总裁Nadolski先生
说。Nadolski先生在羊毛处理、分拣和运
输方面拥有30多年的丰富经验。
“我们为欧洲市场的羊毛和毛条进口业务
提供安全可靠的仓储与物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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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dolski 先生说。“多年来，我们一直为
BWK公司开展羊毛及羊毛相关产品运输
服务，在这一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公
司不仅可以安排所有海关与进口相关单
证，而且还可以在德国不来梅的公司保税
仓库中保存出口商货物，从而可避免货物
出售前缴纳2%的应付税。
“我们可以提供东欧和西欧各个目的地的
运输服务，拥有完全电脑化的系统，可
以为出口商处理各种单证，为客户提供
非常周到幷且富有竞争力的成本结构”，
Nadolski先生说。BWS公司不参与羊毛交
易，因此不会与使用公司服务的客户产
生利益冲突。

GERMANY

德国报告

公司提供原脂毛紧压与分拣服务以及紧
压包装服务。“客户可以充分利用我们的
服务与专长，放心将羊毛货物保存在我
们的保税仓库中”。
使用富有经验的物流与仓储公司提供的
服务既省时又省钱。在向欧洲市场进口
原脂毛、洗净毛和毛条时，由于严格的
海关法规与精确程序要求，可能造成货
运延误并产生不必要的成本，因此避免
这类隐患至关重要。
欢迎与Nadolski先生联系，电邮：
b.nadolski@bws-bremen.de

Benedykt Nadolski在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羊毛及毛条仓储服务的两家仓库之一

广而告之，备受认可
与世界各地购买商建立联系
在www.woolnews.net网
站刊登广告，只需其它传
统广告媒体成本的很小一
部分，便可传递到全球逾
56个国家的2500多家羊毛
和纺织品公司。
在www.woolnews.net网
站上设立广告图标，将贵

USD 199.00 per month
minimum 6 months

公司与世界各地的新购买
USD 245.00 per month
minimum 6 months

商建立联系，我们的读者
只需轻点按钮，便可查阅
贵公司资料，只需数秒时
间，便可与阁下联系。

USD 399.00 per month
minimum 6 months

欢迎了解详情，网址：
http://www.woolnews.
net/advertise-wit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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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羊毛进口商
应及早采购
用户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这些用户需
要可靠的供应商，要求供应商每次都能
按时交付优质羊毛。”
“当季生产的最佳欧洲羊毛很快一抢而
空。要等很长时间，到下个生产季节才
会有更多羊毛。因此我们建议中国客户
及早规划，在生产季节及早采购。这对
确保客户获得新生产季节生产的优质羊
毛至关重要”，Andrew Kawalec说。“今年
欧元下跌，而且对欧洲所有羊毛品种的
需求非常强劲，这一点尤为明显。”
与其他羊毛生产国不同的是，欧洲没有
拍卖系统，大多数欧洲羊毛都私下出
售。原脂毛生产极富季节性特点，品质
优异的羊毛仅在生产季节开始时供应。
从三月至六月为正常生产季节。每年的
剪毛产量相对较小。
BWHK公司是主营德国及匈牙利羊毛的
原脂毛出口商，同时也向中国出口俄罗
斯及其他欧洲国家生产的羊毛。公司销
Andrew Kawalec在BWHK公司的不来梅仓库 － 羊毛在仓库打包准备运往中国客户

售28－32微米细度范围的德国羊毛，因为
这一细度范围的德国羊毛具有高度蓬松
性，尤其适于手工针织纱用途。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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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原脂毛出口而言，2014-15年并非一

德国羊毛也是床上用品行业及其它任何

帆风顺，但我们对中国市场的原脂毛

需要高度蓬松羊毛产品的理想用材。

出口却创下了最高记录”，德国Bremer

BWHK公司的仓库靠近不来梅哈芬

Wollhandelskontor GmbH(BWHK)公司

(Bremerhaven)和汉堡的主要深海良港，

亚洲地区原脂毛销售与营销团队负责人

可以迅速有效地安排对中国各大港口的

Kawelec先生说。“我们与中国客户建立

运输，提供符合客户规格要求的正确

了一流合作关系，一向努力与中国羊毛

单证。

“当前市场的特点不仅要求富有成本竞争力的快
捷运输，同时也要保证每次交付质量稳定的产
品。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我
们积极控制羊毛选择流程，并且拥有德国不来
梅仓库的紧压包装设施”， Kawalec先生说。
此外，公司还以供应各个产地的优质毛条而远
近知名，是欧洲为数不多的IMO/GOTS认证有
机毛条生产商之一。公司在欧洲市场开展优质
防缩加工处理，推出了非氯化EXP防缩处理独
家创新技术，获得了IMO/GOTS认证，日益
受到市场青睐。此外，公司还为客户提供防缩
(Superwash)、“Sim-TEC”柔软光艳性和巴索兰
(Basolan)等传统处理工艺。
BWHK公司销售的羊毛由欧洲羊毛检测局
(WTAE) 检测，所有出口毛批都可出具国际毛
纺织组织(IWTO)检验证书，为买卖双方提供进
一步的全面保证。
“我们备有存货，以此为豪，但有意购买优质
德国原脂毛及其它欧洲原脂毛的购买商应该知
道，原脂毛的生产季节及数量都十分有限。
客户应及早规划，否则可能错失良机。”
有关BWHK公司产品与服务详情，请发送
电邮至：andrew.kawalec@brewoko.de或
info@brewoko.de

Bremer

WOLLHANDELSKONTOR GMBH
www.brewok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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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羊毛适于混纺和手工针织
倍受中国市场青睐

中

Frank Meyer与蚕丝条和蚕茧

Ralph Behnke向西欧客户展示南非洗净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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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毛条生产商对欧洲
羊毛、尤其是德国羊
毛的购买量日益增加。
德国羊毛非常适合与其它羊毛混
纺以用于手工针织和机织针织
用途。“我们的不来梅办事处地
处有利位置，致力为中国的公司
提供德国原脂毛和洗净毛出口服
务”，Stucken Melchers公司总裁兼
销售团队负责人Frank Meyer说。
“欧元贬值只会促进这类羊毛的市
场需求增长。”

认证的检验所检测”，Frank
Meyer说。

Stucken Melchers公司不仅可以供
应产自东欧及西欧各地的欧洲羊

有关Stucken Melchers公司产品的
详情，请洽Frank Meyer，电邮：

毛，尤其是德国羊毛，而且还可
以供应南非炭化毛与毛条以及澳
大利亚洗净毛条。“我们还经销
Stucken集团的南非加工厂和纺纱
厂生产的各种羊毛和马海毛”，
Meyer先生说。

meyer@stuckmel.de

Stucken Melchers公司作为丝绸、
开司米、驼毛、安哥拉毛、马海
毛等稀有纤维与特种纤维的一流
经销商在欧洲各地远近知名。
“我们供应的蚕丝绸、柞丝绸、
驼毛、牦牛毛和羊绒毛条均获得
Oekotex-100认证。我们所有的羊
毛均由SGS羊毛检测公司或IWTO

除不来梅总部外，公司还在东欧
和西欧各地有数家仓库。“这让我
们能够迅速采购所需羊毛，让客
户可以获得快捷交货服务。”
“我们公司具备为中国客户采购
特定用途的合适纤维的能力和专
长，因此远近闻名。欢迎有意利
用我们的纤维供应及专长的公司
洽询”，Meyer先生最后说。

“

我们公司拥有150年的

悠久历史，但我们仍将自
己视为一家现代纤维贸易
公司，致力在优质原材料
供应与经销领域提供全方
位服务

”

网上买卖羊毛
不费吹灰之力
“我们的网上羊毛购销平台轻松简单，为用户带来巨
大优势，”国际贸易出版公司 (ITP)首席执行官Victor
Chesky说。“这个平台供买卖双方免费使用，并有中
文版本，为有意在网上销售产品的中国羊毛、毛条
和毛纱销售商大开方便之门。”
只需登录，便可看到可供购买的产品，或者出售自
己的羊毛。这一全天候互动平台易于使用，完全免
费。迄今为止，还没有独立的网站免费提供在线销
售平台。
“我们的woolbuy.net网站促进购买商与销售商之间直
接建立联系。我们并不参与买卖双方之间的任何财
务交易，”Chesky先生说。
“若有意查询或购买羊毛，您可以直接与卖方联系，
没有其他方参与其中。”
Woolbuy.net还为羊毛出口商、加工商和纱线出口
商提供网上广告旗标，广告旗标可以链接到贵公司
的网站。 国际贸易出版公司还出版一份在线月刊
通讯－www.woolnews.net以及国际贸易杂志－《羊
毛出口商》与《国际羊毛贸易》杂志。
在woolbuy.net网站轻松开展原脂毛、毛条及毛纱买
卖销售目录网页－购买商和销售商可查看销售目录
所列产品的照片和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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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毛条出口公司－红日公司(Red Sun)的Nick Chen与Harry
Starkus在KES DISTRI公司的不来梅仓库

Thomas Fuhrmann展示适用于欧洲羊毛进口的大量条例与规定－
“不妨将所有物流单证作业交给我们处理，我们的工作人员经验
丰富，可以帮助您处理这些问题。”

出口商充分利用KES DISTRI
公司安全物流服务的优势
“对于欧盟以外的公司而言，从亚洲市场向欧洲进口纤维可能
非常复杂。在海关和税务相关问题方面，欧洲的官僚体系错
综复杂。进口条例和规定日益复杂，选择正确的运输渠道可
以节省大量时间，省去大量不必要的费用，”德国不来梅KES
DISTRI公司董事Harry Starkus说。

多

年来，KES DISTRI公司一直
为中国毛条及毛纱产品进口商
提供物流服务，对从亚洲进口
纤维的相关要求了如指掌。
“尽管别处的物流服务可能更低廉，但客
户仍为我们的超值服务及出色能力所吸
引，成为我们的回头客，”Starkus先生
说。“我们公司从事羊毛与天然纤维运输
业务已有40多年的历史，而且不只提供
纤维运输物流服务。我们与进出口商建
立良好合作关系，让他们能够从我们丰

112 | wool&yarnChina 2015

富的纤维运输知识中不断受益，我们掌
握各种关系，这一知识帮助我们将买卖
双方联在一起。”
KES DISTRI公司与南非、澳大利亚、新
西兰、中国、南美以及其它许多国家的
原脂毛出口商、毛条和毛纱进口商、贸
易商和羊毛经销商合作。“出口商将羊毛
委托给我们时，我们即对这些羊毛产品
开展海洋运输与清关管理，将羊毛运送
到我们的仓库，确保羊毛安全储存，”公
司董事Fuhrmann先生说。不来梅海关部

非常熟悉羊毛进口业务，协助客户轻松办理所
有清关与关税手续，这是我们每天都做的一项
工作。“从长远来讲，通过不来梅进口羊毛，再
用卡车将羊毛运送到意大利，或者运到日益增
长的东欧市场等更远的最终目的地，不仅可以
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减少问题，”Fuhrmann
先生说。
世界各地有100多家羊毛公司使用KES DISTRI
公司的服务，以满足各种仓储和交货要求。“我
们交货迅速，可提供从一个毛包到60多个毛包
的快捷物流服务。我们的团队经验丰富，可以
控制各种物流需要，避免长时间延误，省去在
海关仓库存放所带来的额外费用，”负责与世界
各地客户联系的Harry Starkus说。
除安全运输服务外，KES DISTRI公司还为客
户提供仓储设施以及现场销售服务。如今，供
货数量较小及交货快捷已成为供应欧洲客户的
模式。“正因为如此，许多中国客户将我们位
于不来梅中心的仓库用作储存其毛条及毛纱产
品的零售交易场。购买商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
查看可供产品，按需求购买大小数量的毛批。
当然，产品所有人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全网站
追踪这类交易。 在满足各项合约义务前，送至
KES DISTRI公司仓库的羊毛一直归客户所有，
不会交付和发放给购买商。我们的仓储系统简
单易用，安全稳妥。”
最近，KES DISTRI公司对仓库进行了改造，
扩大仓储能力，致力为客户提供更精简有效的
服务。
KES DISTRI公司获得IWTO检验所认证，可
以在公司的仓库设施开展钻芯取样检测。公司
可将检验证书直接发送给指定方。此外，KES
DISTRI公司还获得有机产品储存与加工GOTS
认证。
“我们为客户提供高枕无忧的优质服务。不妨
将单证作业交给我们处理，所有文件都严加保
密。我们是一家物流公司，不从事羊毛买卖，”
公司董事Thomas Fuhrmann说。
详情请洽Harry Starkus，
电邮：Harry.Starkus@kes-bremen.de

a member of:

IPSEN LOGISTICS
Power beyond car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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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报告

ITALY

Giovanni Zedda (左)与Piercarlo Zedda

Pantex公司享誉全球
制作世界最佳服装，需要世界最佳面料，生产世界最佳面料，需要从最佳纤维开始。作为
意大利的一家主要企业，Pantex公司对这一优质供应链的初期阶段发挥主要促进作用。
“我们供应各种优质羊毛和毛条，”Pantex
公司联合董事经理Piercarlo Zedda说。
Pantex公司总部设在比耶拉的中心，
由Piercarlo Zedda和Giovanni Zedda负责
管理经营。
“我们的产品包括最常规的存货品种，
但我们拥有广泛的全球联系，可以为需
求不同品种的客户采购羊毛，安排快捷
交货。”
此外，公司还供应毛条、开松毛条、
再梳毛条以及产自澳大利亚、新西兰、
南美、南非和欧洲的洗净毛。“我们提供
个性化订购系统，致力满足客户的个别
规格要求，并且在各个羊毛生产国建立
良好联系，确保良好的存货选择。”
Pantex公司的存货包括混纺羊毛、
炭化毛、炭化混纺毛和炭化落纤以及精
梳废毛、纺纱废毛和织造废毛。公司在
意大利比耶拉的中心拥有仓库设施，在
欧洲各地设有代表处，不断为客户提供
一站式优质服务。“我们在世界各地拥有
强大的供应商网络，能够为全球广大客
户群供应羊毛产品。我们集中开展纤维
分拣、清洁、混纺和开松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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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tex公司的所有羊毛运送到加工厂，
进行检测和分级。公司提供长期合同，
同时从公司仓库也可以进行一次性
购买。
公司从事羊毛贸易已有40多年的历史，
并不依赖代理开展业务。公司根据大小
数量的订单，采购原脂毛、加工羊毛、
毛条、开松毛条以及羊绒等特种纤维，
所销售的所有羊毛均获得国际羊毛实验
室协会(Interwoollabs)鉴定和认证。“我们
为所有原脂毛提供可追踪性保证，在意
大利开展所有原脂毛加工。这将确保消
费者购买的带有‘意大利制造’标签的零售
服装确实是在意大利制作的。”
“三十多年来，客户不断与我们开展贸易
往来。事实上，因为我们的羊毛产品质
量非常稳定，大多数客户甚至无需我们
提供样品，只需我们直接交货即可。
欢迎希望向我们销售羊毛及毛纺产品的
公司以及有意购买我们羊毛产品的公司
洽询。”
欢迎与Piercarlo Zedda和Giovanni Zedda
联系，电邮：pantex@pantex-spa.it

PANTEX
S.p.A.

意大利报告

ITALY

Mauro Delorenzi先生

意大利代理商久负盛名
服务快捷可靠

意

大利北部比耶拉一向被称为欧洲羊
毛与纺织品生产公司的中心，尽管
面临其他国家日趋激烈的竞争，意
大利-尤其是米兰周边地区 – 继续成为最高档
毛纱、面料和服装生产商的中心。
Greystone羊毛公司总部设在比耶拉的中心，
公司提供快捷可靠的服务，不断为客户供应各
个产地的毛条、开松毛条、洗净毛、炭化毛以
及除毛羊绒、除毛羊绒毛条和安哥拉毛等高档
纤维。
“我们供应新西兰洗净毛以及澳大利亚洗净毛和
炭化毛，欢迎需要特定羊毛品种的客户与我们
联络，”Mauro Delorenzi说。
公司按套毛为客户供应从产地直接采购的羊
毛，与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欧洲供应商建立了
牢固联系。如果客户要求迅速交货，公司在大
多数情况下都可在数天内安排交货。
“我们非常乐意与新客户讨论他们的羊毛需求，
帮助他们确定目前可供应的最合适的羊毛。”
公司一直寻求与世界各地的羊毛和特种纤维出
口商以及毛条和落梳毛生产商建立联系。
详情请洽比耶拉的Mauro Delorenzi，电话：
039 015 8497172；电邮：mauro@gw-sr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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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A

加拿大报告

中国使用的加拿大羊毛数量不断增长

中

国一向是加拿大羊毛的最大市场。如今，
中国羊毛加工厂家更熟悉加拿大羊毛，将
加拿大羊毛用于各种用途。

“客户对各种用途选择加拿大羊毛，这种趋势日渐
增长，”加拿大羊毛合作公司(CCWG)总经理毕洁索
（Eric Bjergso）说。“如今，世界各地的羊毛购买商
都将加拿大视为一个优质羊毛的额外来源。我们的
加拿大羊毛提供一流选择，既可以用于与其他羊毛
混纺，也可以单独用于生产系列广泛的各种产品。”
“我们的传统羊毛市场是中国、乌拉圭、美国、印
度，当然还有加拿大国内市场。今年，我们向捷克
共和国的大型梳毛厂成功开展了加拿大羊毛的营销
宣传工作，扩大了我们的影响力，”毕洁索先生说。
“这为我们提供一个优异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向不同
国家的一系列潜在购买商提供我们经过分级和客观
测定的羊毛。我们继续对羊毛处理设备进行升级，
改善总体效率。在我们Carleton Place的羊毛分级中
心，新安装了一台额外的配有自动输送带的高密度
压毛机，在羊毛分级方面，我们继续培训新一代的
羊毛分级员，”他说。
加拿大羊毛合作公司是一家全国性的合作社公司，

自1918年起便一直为加拿大羊毛业服务。公司代表
农场主对羊毛进行收取、分级、测量和营销。公司
每年对近140万公斤原毛进行分级和营销，业务遍及
细支、中支和粗支羊毛三大类中的每一类别。加拿
大羊毛细度从22－35微米不等，所生产的羊毛大都
在29－31微米细度范围内。
加拿大非常适合绵羊和羊毛生产。羊毛在民用和军
用服装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对国内工业
贡献巨大，而且还对重大商用纺织业做出了很大的
贡献。
加拿大羊毛合作公司按照获得认可的国际羊毛业规
范和标准对羊毛进行分级和营销。所有羊毛品种分
级后均接受客观测量。“我们认为，这一做法给我们
带来了基本优势。为每个销售毛批提供准确测量，
这种做法得到了我们客户的广泛认可。客户知道，
他们将获得制备精良的优质分级羊毛，帮助产品增
加市场价值。”
“我们拜访新老客户，特别是南美洲和中国客户，签
订了大量远期订单。我们期盼向这些市场供应我们
质量优异的加拿大羊毛，”毕洁索先生最后说。
详情请洽毕洁索先生，电邮：ericb@woo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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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TURKEY

羊毛在位于伊斯米尔的Akel Tekstil洗毛厂外晒干

轻松获得
土耳其羊毛
“一些公司大力宣传自己的有利位置，这
对我们公司而言不成问题。土耳其的地
理位置十分有利，不论客户是在欧洲、
中东、美国还是在亚洲，我们都可以轻
松快捷地为客户安排订单运输，”Akel
Tekstil公司的Baris Gelenbe在伊斯坦布尔
的办公室说。

Baris Gelenbe展示 Akel
Tekstil工厂的洗净毛

“土耳其的位置十分近便，让我们还能够
快速前往客户所在地，亲眼看看客户使
用什么设备和生产什么产品，为每位客
户及每个订单确定最佳洗净毛，”Gelenbe
先生说。
“多年来，我们一直为意大利、葡萄牙
和比利时生产商供应洗净毛。我们供应
22-40微米细度范围的土耳其与欧洲原脂
毛和洗净毛。”
此外，公司还为毛条、床上用品、
床垫、仿毛产品、面料、地毯和地垫生
产商供应羊毛。
“我们生产优质洗净毛，在质量和价格方
面可与世界各地的最佳加工商媲美，”联
合董事Omer Ozden说。“我们是唯一一家
供应20.2微米细度洗净毛的土耳其公司，
我们的洗净毛产品获得认证羊毛检测机
构报告的认可。”
Akel Tekstil公司的洗毛厂位于由萨克，
业务繁忙而又稳定，不断为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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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罗马尼亚羊毛以及各种欧洲羊
毛、澳大利亚羊毛、新西兰羊毛和英国
羊毛开展洗毛加工。工厂接受委托开展
羊毛分拣和加工，同时也为公司自用羊
毛开展加工。
大型仓库设施与新的洗毛生产线相得益
彰，致力满足各种加工需求。公司拥
有两条洗毛生产线，日洗毛能力达到25
吨。洗毛生产线现配有8.2米宽的洗毛池
和除尘设备，提高了产品的质量。Akel
Tekstil公司的洗净毛和原脂毛年供货能力
分别达到3500公吨和5000公吨。
公司为加工商供应这类羊毛产品，其中
一些羊毛用于混毛以降低成本。“我们
拥有丰富的知识与专长，可为客户提供
适合特别加工需要的最佳羊毛建议，”
Gelenbe先生说。Gelenbe先生经常拜访
客户，查看客户使用的设备及生产的产
品，从而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好的建议，
告诉他们可以带来最佳成效的最佳羊毛
品种。
“我们非常乐意与大小客户合作，可以根
据客户需求为小批量订单安排货运。我
们一向按样品质量交付羊毛，确保羊毛
产品货真价实。”
如要了解Akel Tekstil公司供应的羊毛产品
详情，欢迎与Baris Gelenbe联系，电邮：
woolakel@gmail.com/wool@akelwool.com

西班牙报告

SPAIN

西班牙羊毛倍受青睐

Pablo Cuesta(左)和Juan Antonio Cuesta

西班牙羊毛倍受青睐

西

班牙羊毛日益受到世界各地客
户青睐，西班牙羊毛贸易公
司－Lanas Cuesta公司积极响

应这一增长的需求。“我们拥有完善的船
运及运输相关处理程序，能够为客户提
供轻松快捷的交货服务，”Lanas Cuesta
公司联合董事Pablo Cuesta说。

120 | wool&yarnChina 2015

公司经销各种羊毛，但主营从22微米至
高达37微米细度的西班牙羊毛，专营细
度范围为22.5－23.5微米、长度在56－60
毫米之间的西班牙美利奴羊毛。公司出
口100%纯羊毛，也可按客户要求供应法
国和葡萄牙羊毛。

虽然西班牙美利奴羊毛的特性不同于澳
大利亚和南非美利奴羊毛，但西班牙羊
毛确实可为全球各地的加工商带来其它
优势。

“目前，我们的主要出口产品为23－24微
米细度范围的美利奴原脂毛。我们一直
为客户提供欧洲羊毛检测局出具的检验
证书。这类检验包含微米细度、净毛率
和草杂含量信息，”Pablo Cuesta说。

Lanas Cuesta公司向欧洲、非洲、亚洲
和美洲出口原脂毛、洗净毛、落梳毛和
毛条。公司董事Juan Antonio Cuesta和
Pablo Cuesta在欧洲羊毛交易行业中远近
知名，在欧洲羊毛交易与加工方面拥有
近30年的丰富经验。

Lanas Cuesta公司向牧民和牧场合作社直
接采购羊毛，主要从西班牙南部的羊毛
产区收购羊毛。公司在西班牙各地设有
仓库，羊毛分级人员经验丰富，兢兢业
业。“客户如需要特定羊毛品种，我们也
向其他羊毛交易商采购羊毛，”Cuesta先

SPAIN

生说。“我们可以提供洗毛设施，也可以
与其他委托加工精梳商开展合作，充分
利用他们的加工设施。”

羊

毛宣传活动在世界各地许多
地方积极开展，在西班牙也
产生了很大影响。西班牙已

连续三年负责主办羊毛宣传庆祝活动。“
我们国家的羊毛业积极参与这项举措，
我们对此深感自豪，”Pablo Cuesta说。
公司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地区设有羊毛仓
库。“这类活动为我们带来一流的公关
价值。看到普通民众积极参与我们的活
动，并且有机会向国际观众展示我们的
羊毛，无不令我们深感振奋。我们的西
班牙羊毛为世界各地的羊毛加工商提供
了一种很好的选择。”

西班牙报告

一百多家零售商及品牌商通过橱窗装
饰、特别促销以及店内活动，不断为
这一宣传活动提供支持。社交媒体也
积极参与这一活动，吸引了逾10,000名
追随者。马德里高档商业中心Barrio de
Salamanca举办各种向公众开放的羊毛庆
祝活动。
马德里市中心创建了一个“羊毛公园”，展
示羊毛一年四季可带来的各种益处，让
游客能够在这个花园中探索羊毛的各种
天然特性，享受羊群带来的无穷乐趣。
“我们对羊毛交易拥有丰富的经验，欢迎
有兴趣的羊毛购买商洽询，”联合董事
Pablo Cuesta说。
有关Lanas Cuesta公司产品与服务详情，
请洽Pablo Cuesta，电邮：
lanascuesta@lanascues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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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报告

INDIA

现代羊毛公司
建立全球影响力
中国和印度继续成为从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及其他羊毛生产国进口原脂毛的最大进
口国。欧盟和美国是羊毛与羊毛混纺产品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也是推动印度羊毛业及出
口发展的重要因素。现代羊毛公司（(Modern Woollens)）从印度向中东、拉丁美洲、东南
亚和东亚地区出口精纺毛纱及毛条产品，在这一领域占据领先地位。

现

代羊毛公司董事长
兼董事经理Rajesh
Ranka 说：“我们经
营印度历史最悠久的精纺公司之
一，不断扩大国际市场影响力，
维护我们与世界各地消费者建立
的良好声誉。”
现代羊毛公司是一家拥有纵向
一体化结构的生产商，不仅在
孟买设立营销办事处，而且还
在Rajasthan的Bhilwara运营生产
厂。Ranka先生说：“我们生产的
毛条和毛纱产品中，80%远销全
球各地逾25个国家，包括欧洲、
拉丁美洲、中东、非洲国家、澳
大利亚与新西兰。”
为了实现与公司精纺部门的一体
化，公司于1991年建立了精梳分
部。“我们为毛条生产运行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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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的欧洲设备，其中包括英国
Peitrie Mc Knaught公司生产的洗
毛机、Thibeau公司生产的粗梳机
以及法国N. Schlumberger公司生
产的精梳机与针梳机。毛条总产
能达到每月200吨，内部毛条染色
厂的月加工能力达到120吨。”
现代羊毛公司的所有毛条均采用
澳大利亚的优质美利奴羊毛进行
加工。公司常规生产16.5－ 26微
米细度范围的毛条，但也可为特
定订单生产至多28微米细度的毛
条。公司产品适于服饰与针织
面料用途。毛条打包为10公斤毛
块，采用优质HDPE包装袋进行
包装，并使用铁丝或固定带捆
扎。“客户充分认识到，与通常来
自亚洲市场的产品相比，我们供
应的毛条质量更胜一筹，”Ranka
先生说。

“我们自有毛条染色厂，纺纱部
门有能力供应本白色和染色毛条
及混色毛纱，这些有利因素不断
带来竞争优势。我们供应系列范
围广泛的产品，包括100%羊毛、
涤纶/羊毛混纺纱、羊毛/尼龙混
纺纱、羊毛/丝绸混纺纱、羊毛/
羊绒混纺纱、弹力及无弹力SIRO
纱、包芯弹力纱等。作为单一采
购点，公司提供各种毛纱解决方
案，满足世界各地的广大客户的
要求。”
现代羊毛公司供应各种毛纱，
包括从NM12至NM 120纱支的单
股、双股和3股毛纱。在公司生产
的150吨精纺纱中，110－120吨毛
纱供应出口，30－40吨毛纱供应
国内市场。
“我们的远景目标是以富有竞争力
的价格供应优质产品。这样就可

WOOLLENS
MODERN THREADS (I)有限公司的一个部门)

印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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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客户开展优质服务，确保公
司的未来发展。我们年复一年，
在生产与出口羊毛及混纺精纺纱
领域实现一流绩效，屡次荣获行
业大奖。”
公司出口羊毛脂，无水绵羊油工厂
年生产能力达到100吨。无水绵羊
油是用于化妆品、护肤膏及药物的
淡黄色透明产品，公司拥有F.D.A
颁发的IP许可证开展无水绵羊油生
产。公司还出口300吨落梳毛及其
它类型的废料和副产品，主要出口

南韩、欧洲、中国和日本。 “我们
公司的政策就是在原脂毛至毛纱
加工过程中，充分利用所有产品
与副产品。因此，我们从洗毛用
水及进一步加工中提取羊毛脂，
增加羊毛脂用于绵羊油产品的价
值。我们清楚了解落梳毛、落梳
毛与软再生毛、毛刺、纺纱混合
废料等梳毛废料和纺纱废料的分
离工艺。”
现代羊毛公司获得ISO 9001
Oekotex 100认证，执行严格质量

控制。公司运营设备精良的实
验室。
“我们能够为世界各地的客户供
应各种产品，提供一流的服务和
富有竞争力的价格，这正是我们
公司的实力所在，”Ranka先生最
后说。欢迎世界各地的广大客户
洽询。
有关现代羊毛公司可供产品的
详情，请与Sujeet Kumar先
生联系，电邮：exports@
modernwoollens.com

JAYA SHREE公司在印度羊毛出口业占据领先地位

作

为全球最重要的纺织品生产
国之一，印度日益成为纺织业
引人注目的焦点。印度是仅次
于中国的第二大羊毛进口国，也是为欧
洲市场供应毛条和毛纱的主要供应国之
一。Jaya Shree公司是印度首屈一指的纺织
品出口商，公司供应的毛条和毛纱产品在

国内外市场享有强劲需求，作为最知名的毛条及毛纱产品出口公
司之一，建立了良好的声誉。 Jaya Shree公司为世界上一些最大
品牌供应毛条和精纺毛纱。公司的原毛是从澳大利亚、新西兰
和南非采购的最优质的美利奴羊毛。公司在1995年初建立了羊
毛精梳部，目标是对其自身的精纺部门进行整合。如今，公司
业务已遍布全球。近年来，公司已成为世界各地许多纺纱厂的
优选供应商。
“印度毛纺业日益发展，”（精梳）副总裁助理Manoj Marda
说。“更好地利用技术以及政府激励措施和其它能力建设举措，
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扩大出口，同时也可以促进国内消费增长，”
他说。
“我们供应优质毛条，致力提供高水平的服务。我们的全球客户
群不断增长。公司已成为世界各地许多一流纺纱厂的优选供应
商，”Marda先生说。“我们的年生产能力已增至1000万公斤毛条
和300万公斤洗净毛。毛条制成10公斤毛块，按大约320公斤的
适合海运的压缩毛包装运。”
“公司团队的经营理念在于确保安全的工作条件，注重环境的可
持续性，”Marda先生说。“除亚麻纱和亚麻面料外，我们还供
应各种羊毛产品，从14.5至24.0微米细度范围的毛条到用于织造
和针织用途的16至120NM纱支范围的精纺毛纱和羊毛混纺纱不
一而足。我们最新开发了羊绒毛条产品，进一步丰富了我们的
产品系列，”他说。在过去十八年多的时间中，公司一直开展良
好运营，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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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ya Shree公司获得ISO 9001:2000、ISO
14001:2004、OHSAS 18001:2007 & SA 8000:2001
和Oekotex 1级认证。
公司还供应适于服装(西服)、针织品、饰件
（披巾和披肩等）和装饰品用途的定制本色精
纺毛纱和染色毛纱，年产量达400万公斤。“我
们的机织纱客户遍及五大洲。欧洲是西服用毛
纱的主要市场，我们的毛纱在欧洲市场与顶级
供应商相媲美，”副总裁助理(精纺部)Naveen
Chandra先生说。“我们的产品系列包括纯羊
毛、羊毛/涤纶混纺纱、羊毛/尼龙混纺纱、赛
络(siro)毛纺纱、赛络/莱卡毛纺纱、紧密纺毛
纱和绉纱。”
“我们供应适于横机(毛衫)、圆机(套衫)、羊毛
袜(普通水洗或机洗、完全易保养)用途的各种
针织纱，也供应羊毛与聚铣铵(尼龙66)、丙烯
酸、丝绸、竹原纤维、羊绒、马海毛等纤维
混纺的毛纱，”(精纺部)总经理Aloke Roy先生
说。“Nuvolana是我们的毛衫针织纱品牌，不
仅赢得多项国内外品牌提名，也是可与意大利
品质相媲美的最受欢迎的毛纱。”
有关毛条详情，请洽Manoj Marda先生，
电邮： manoj.marda@adityabirla.com
有关机织纱详情，请洽Naveen Chandra，
电邮：naveen.chandra@adityabirla.com
有关针织纱详情，请洽Aloke Roy，
电邮：aloke.roy@adityabirl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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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RUSSIA

俄罗斯羊毛日益获得认可
撰稿：Victor Chesky

三

十年前，俄罗斯一度是世
界最大的羊毛进口国和出口
国。如今，作为一个自由市

场经济体，俄罗斯重建羊毛生产能力，
致力改善牧业规范与检验程序，促进俄
罗斯羊毛生产商增强分拣与质量控制
知识。斯拉夫扬涅羊毛公司（Slavyane
Wool）是俄罗斯当今最大的俄罗斯羊毛
出口商之一，本人采访了公司董事Sergey
Puzanov，询问中国普通羊毛购买商对俄
罗斯羊毛的了解程度如何？

Sergey Puzanov

“如今，中国许多羊毛加工商对俄罗斯美
利奴羊毛都非常熟悉，”在北京生活和工
作的Puzanov先生说。“欧洲和印度的羊
毛购买商对俄罗斯羊毛的购买量也日益
增多。俄罗斯一些地区生产一流质量的
美利奴羊毛，羊毛价格富有竞争力，
可以由国际检验公司进行检验。羊毛加
工商面临羊毛价格上涨以及市场需求疲
软的压力，因此获得其它羊毛供应源变
得越来越重要，”Puzanov先生说。“越来
越多中国公司现在都采购俄罗斯羊毛，
这正是原因之所在。”
目前，中国是俄罗斯羊毛的最大购买
国。“我们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有讲
中文的工作人员，可以迅速处理任何查
询。我现在住在北京，就是为了进一步
促进我们与中国客户建立的重要合作
关系，”他说。
目前，俄罗斯的羊毛生产部门既包括养
殖300－1000头绵羊的个体农场主，也包
括存栏数达25,000 – 30,000头绵羊的牧业
联合企业与机构。1998年，俄罗斯的绵羊
存栏数为1260万头，到2010年增至2000万
头。如今，俄罗斯绵羊中仅有60%属于美
利奴羊品种，与其它大多数国家一样，
双用型绵羊生产日益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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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最佳美利奴羊毛产于斯塔夫罗
波尔地区，斯拉夫扬涅羊毛公司在这一
地区设有自己的主要收购点。公司是俄
罗斯羊毛的最大出口商－每年收购和出
口约2,000吨原脂毛以及多达300吨的羽绒
材料。公司可供应美利奴羊毛、半细支
羊毛、半粗支羊毛、羊毛落纤、剪毛(羊
皮剪毛)和洗净毛。
“羊毛直接从牧场交付，由我们经验丰
富的工作人员负责分拣。我们十分重视
按客户要求分拣羊毛，并采用优质包装
材料。我们不断扩大产品系列，现在可
以通过我们的孟买与北京办事处供应毛
条。”
“我们的俄罗斯工作人员拥有多年的羊毛
业从业经验，大多数工作人员毕生从事
羊毛与绵羊工作。因此，我们具备迅速
采购羊毛的良好能力，有时可以按客户
的特定及特别规格要求采购羊毛。”
斯拉夫扬涅羊毛公司与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的公司建立了密切联系，可以按客户
规格要求供应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羊毛。
此外，公司还与日益发展的俄罗斯纺织
业建立直接联系，可以轻松为有意在俄
罗斯建立合资企业的外国公司牵线搭
桥。“毛纺面料与服装生产商应将俄罗斯
视为重大市场机会，”Puzanov先生说，
“我们的人口超过1.42亿人，冬季非常
寒冷，具有可支配收入的中产阶级也呈
现日益增长的势头。”
“多年来，我们一直为中国市场供应俄罗
斯羊毛，对中国羊毛加工商的要求了如
指掌。欢迎有意了解俄罗斯羊毛详情的
公司垂询，”Puzanov先生最后说。
欢迎与Sergey Puzanov联系，
电邮： woolslav@mail.ru

床上用品报告

BEDDING

床上用品行业对加工羊毛需求旺盛

床

上用品生产商需求环保型羊
毛产品。“消费者对这类无毒
天然纺织产品的需求，给羊

毛加工业带来了挑战，”布莱福德特种加
工商公司(SPB)的Albert Chippendale 说。
这家总部设在布莱福德的公司专门开展
毛条和散纤维羊毛防缩处理业务。
SPB公司是英国首批按照严格的欧洲法
规获得综合防污控制工厂认可的公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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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们采用Kroy技术，因为这一技
术比其它任何防缩技术都更胜一筹，”
Chippendale先生说。“我们研发了自有
工艺，在不使用氯的情况下将羊毛加工
成可机洗的出色产品。但即使在我们工
厂供应的氯处理羊毛产品中，产品的氯
含量比饮用水中的氯含量还要低！”他指
出。
“我们工厂符合各种最先进的处理加工
要求，按照ISO 9001质量标准开展经

营。我们还向英国的环境署注册，供应各
种获得OEKO TEX认证的环保型天然产
品，”Chippendale先生说。OEKO TEX是一
种独立检测和认证系统，适用于纺织品价值
链各个生产阶段的纺织产品(纤维、纱线、面
料以及包括辅料在内的即用型终端产品)。对
于SPB公司之类供应儿童床上用品的床上用
品生产商而言，这一系统尤为重要。
Kroy系统消除了以前羊毛防缩工艺中存在
的不一致性，具有一流成效，包括改善纤维
色泽、柔软性及染色特性，尤其有助于精纺
毛衣、针织服饰、内衣及针织纱减少起球问
题。使用防缩羊毛生产的制成品能够超出相
当于50个家庭洗涤周期，不会因为压缩或起
毛而产生任何恶化，幷且可以大大延长使用
寿命。“我们对这种处理工艺拥有丰富的经
验”，Chippendale先生说。
SPB公司是一家100%独立的公司，不与其他
任何羊毛出口公司结盟。“作为一家独立的委
托加工商，我们将按客户的规格要求，对交
付给我们的羊毛开展优质加工处理，确保客
户对此感到放心。我们周转快捷，通常可在
数天内为客户交付加工产品，”Chippendale
先生说。
详情请洽Albert Chippendale，电邮：
speciality.processors@btopenworld.com
深受床上用品行业青睐的加工羊毛

wool&yarnChina 2015 | 129

纺织机械报告

TEXTILE MACHINERY

Coppa Biella
公司供应优质前纺设备配件
Coppa Biella公司是前纺设备智能机械解决方案生产的龙头企业。
“我们在这一领域拥有的40年丰富经验，
我们的精梳机就是由此而研发出来的，”
Mario Ploner说。“这些精梳机使用最优质
的钢材，并且采用高度准确的工艺和最
现代化的设备制造。并可为各种设备供
应精梳机。”
世界各地的生产商可以订购适于自己工
厂设备的特有精梳机。“我们可以按单机
设备的特定订单要求生产精梳机，”
Ploner先生说，“并且向世界任何地方安
排送货服务。”

S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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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不断要求更新生产周期中使用的机
械与设备的技术能力。公司不断与亚麻
和羊毛纤维纺纱制备领域的一流纺织设
备生产商开展，这也是公司经营的一大
特色。
公司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机头处理，
产品经过最严格的检测。由此保证产品
经久耐用，维护要求最低，并且可以单
针更换。
有关详情：commerciale@coppabiella.it

新型精纺梳毛机为各种纤维提供解决方案
“多年来，一直都没有新型精纺梳毛机得
到研发，”nsc纤维至毛纱公司亚洲地区销
售总监Eric Fessler说。“因此我们非常荣
幸地宣布，公司将在今年11月于米兰举
办的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上推出幷展示
新的设备。”

纤维强度是nsc 纤维至毛纱公司设备提供
的质量控制的一部分。NSC技术人员开
展现场安装，为所有客户提供轻松快捷
的安装服务。公司为轻松维护操作提供
特殊工具。

我们通过向客户广泛咨询，研发了这一
新设备，旨在为纤维加工商提供最佳解
决方案，这些纤维加工商面临要求很高
幷且竞争激烈的市场。这一设备专为加
工18－25微米细度的纤维而设计。“我们
力求为任何类型的长纤维提供全套毛条
生产设备，”Eric Fessler说。

• 大容量加料斗

“这种新机器不仅可以实现较高程度的生
产效率，同时还具备易于维护和易使用
的优异特点，十分精巧、高效和可靠，
使用非常方便，而且还配有轻松维护计
划。”
新型梳毛机的机身采用了全新设计概
念。我们研制了非常坚固的构架。轧辊
结构经过强化，具有很大的作业宽度。
设备运行非常安静，进料传动器上配有
双安全控制装置。
此外，新型梳毛机还配有带振动式剥离
器的大容量加料斗、带可变速度传动器
的进料辊以及可以拆卸的底层支撑架。
传动控制可从控制台调整速度。
“我们展望未来，满足客户不断发展的需
要。我们通过触屏式设备提供故障排除
帮助，”Eric Fessler说。保持纤维长度和

综合特点：

• 精巧梳毛设备包括 –
1. 进料辊
2. 配有3组操作/剥离器的机架辊
3. 2个分离式锤状装置
4. 传送辊
5. 配有5组操作/剥离器的主绷架
6. 双落纱装置
7. 带引出辊的织物收集装置
8. 万用机头
9. 带自动落纱装置的条筒引纱
• 专门用于18－25微米细度范围纤维的梳
毛机
• 应用梳毛原理，实现以下成果 1. 双落纱装置
2. SWIFT>1000米/分钟
3. 增加FFD
4. 新概念 15<SDSR<19=higher Hm
5. 降低回收纤维密度
6. 最佳织物定义
有关nsc纤维至毛纱公司新型精纺梳毛机
的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nsc-fibretoyarn.com或与Eric Fessler
联系，电邮：Eric.FESSLER@nsc.fr
wool&yarnChina | 131

纺织机械报告

TEXTILE MACHINERY

Tecnomeccanica公司
随时供应草刺搅打机
在过去两年中，Tecnomeccanica公司为毛纺梳棉
机设计出新型草刺搅打机，在世界各地的工厂广
泛应用。“欧洲和南美客户对新型草刺搅打机的
性能非常满意，不断给我们好评，”意大利比耶
拉Tecnomeccanica公司的Mario Ploner 说。

新

“圆筒平均使用寿命最多为5年，使用
Thibeau CA6之类8号梳棉机的毛条生产
商每5年至少使用24个圆筒，考虑到这一
点，我们的新设计非常物有所值，”
他说。

至最多仅1毫米(直径2毫米)。4次磨削后的

“我们可为THIBEAU CA 6和CA7梳棉
机、OCTIR以及毛纺梳棉机建造打毛
刺机。我们生产的打毛刺机工作宽度为
2500毫米或3500毫米，具有良好动态平
衡，运行速度最高可达1600 rpm。飞轮
经过镍、铬、钢特殊混合硬化处理，确
保使用寿命较长，获得理想效果。为了
在相对莫里尔滚轴的运行点中获得平直
表面，宽径圆筒具有仿效弯曲度的圆锥
形。此外，我们还供应根据现有设备尺
寸制造了备用草刺收集盒。”

直径变得太小，整个圆筒必须更换。

欢迎查询技术详情，电邮：mario@tbsrl.it

设计的圆筒中配有数目可变
的刀片(从30片到46片不等)。
为清除羊毛中的所有草杂，

这些刀片经过完美的平直和硬化处理。
每台毛纺梳棉机配有3个或4个打毛刺机
(Chasseurs)，这些打毛刺机每6个月必须
更换。每个圆筒按顺时针方向运行6个
月，然后可按逆时针方向再运行一段时
间。在使用两次后，磨削装置半径将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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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圆筒都可安装在现有设备
中。Tecnomeccanica公司可单独
供应圆筒零件，也可以安装整个
轴承。“一段时间以来，世界各
地的毛纺厂发现更换草刺搅打机
变得更加困难，更换成本也在增
高，”Ploner先生说。“我们研发
了一种更耐用的新设计，与市场
现有的其它模型相比，这种新设计在价
格上更富有竞争力。我们的新设计是一
种快速转动的特制圆筒，这种圆筒可以
调节至非常靠近莫里尔滚轴位置，适合
各种现有设备，通常可为每台设备量身
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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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o Ploner和Marco Ploner在SH 24 Sant’andrea纺织机械设备前合影

SANT'ANDREA纺织机械设备公司
Ploner集团以Tecnomeccanica品牌远近闻名。在2014年底，集团
成功收购了Sant’Andrea纺织机械设备公司。Sant’Andrea公司在
优质高性能设备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在整个纺织业享有很高知
名度。五十多年来，公司一直处于五大洲长纤机械设备制造的
前沿。
“Novara工厂持续开展生产，”Ploner集团首席执行官兼
Tecnomeccanica公司董事Mario Ploner说，“新公司的结构旨在
为客户提供额外专长，开展满足各种市场要求的创新服务。”
自兼并后，Sant’Andrea公司不断提高生产效率，缩短订购至交
货时间。“在过去12个月中，公司获得的订单日益增多，同时还
有大量客户对改造其现有设备表现出浓厚兴趣。我们采用最新
技术生产整理机电子驱动器等设备。这类新设备在米兰举办的
2015年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上(ITMA)展出，”Ploner先生说。
Sant’Andrea公司生产适于各种长纤维梳毛、再梳毛和纺纱制备
工艺的纺织机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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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精梳商、纺纱商和织造商必须满
足大批量产品高速生产的需要，确保一
流价格，要实现这一目标，唯一的途径
就是采用领先纺织设备生产商提供的最
新技术，”最新加盟Sant’Andrea纺织设备
公司的董事经理Marco Ploner说。
“我们在研发领域开展投资，能够供应最
先进的纺织设备。Sant’Andrea Novara公
司生产的机械设备成为品质与效率方面
的基准，”销售总监Silvio Givone说。
公司的产品列表包括毛纺制备生产线以
及合成纤维和包括丝绸羊绒细支羊毛在
内的贵重纤维纺纱制备生产线。机械设
备包括：873－牵切机;2M－万能混合机;
CSN – 交叉式单头并条机; VSN－交叉式
单头并条机; SH-多头并条机; SHE/SHS多头并条机RF; RF5-立式搓皮板整经机;
RST21-集成式并条机。
在Sant Andrea Novara产品系列中，另一
个主要设备就是2MD/C混合机。这一设
备通常用于增强不同类型和色泽的纤维
混合同质性，占地面积小，让操作员能
够轻松高效地运行这一设备。2M由2个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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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平行机头组成－VSN机头1 Rotodisk或
落杆版型的减速头。对各种纤维进行适
配调整，这是制备生产线在随后流程中
获得优异品质和性能的第一步。
Sant’ Andrea Novara公司还经销专为羊绒
纤维加工设计的纺织设备－Sant’ Andrea
Novara VSN并条机，这种并条机能够对
羊绒贵重纤维开展良好加工。VSN螺旋
针梳机不仅保证最佳品质，而且还可提
高产量。公司客户包括意大利羊绒行业
一些最重要的知名品牌公司。
SH多头并条机是深受世界各地纺织品加
工商青睐的产品系列。SH并条机用于羊
毛纤维制备至纺纱生产。多头并条机有
单独的梳条通道，有助于消除任何“纤
维混杂”问题。交叉盘控制头带有旋转
盘移动功能，保证纤维获得精细处理及
一流品质成果。SH多头并条机配有新的
Dialoguer用户设备界面。闸门控制版型
专为最细支毛纱和羊绒加工设计。
详情请洽Silvio Givone Silvio Givone@santandreanovaraspa.com

设备升级在商业上势在必行

全

球纺织业竞争日趋激烈，日益关注环
境问题，促使许多公司生产更优质的
产品。为实现这一目标，生产商需要
采用最新技术。
Tecnomeccanica公司在短纤加工、梳毛和纺纱设
备设计、生产与安装领域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已
经成为纺织设备创新的代名词。
“为了生产符合适当环保标准的优质纺织
品，纤维加工商必须使用最新的纺织设
备，”Tecnomeccanica公司商业总监Mario Ploner
说。“环境法规的变化已迫使许多公司对纺织设
备进行升级改造。”

Tecnomeccanica公司研发的新除尘机安装于泰国Indorama和白俄罗斯Kah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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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nomeccanica公司为世界各
地的梳毛厂供应使用自动喂送
洗毛生产线的原脂毛自动开
毛、打毛和混毛技术，在这一
领域尤其享有知名度。公司还
是毛纺和半精纺混毛设备的知
名供应商，供应半自动和全自
动混毛前纺机、除尘机和梳毛
自动喂毛机。
“我们可以供应最新设备，在
洗净毛打毛与除尘、洗净毛自
动储存箱气压传送和梳毛喂毛
方面为精梳商提供帮助。此
外，我们还为梳毛和精梳部门
的副产品设计和安装抽吸与回收设备。”

Tecnomeccanica公司设计制造的混纺设备

“我们的机器为世界各地羊毛加工商和纺
织品生产商广泛使用，如Loro Piano、
Zegna、Modiano、RedaBarberis、
Miroglio以及其它许多公司。世界各地大
多数毛条生产商的工厂都运行我们的
设备，” Ploner先生说。

“最近，我们在白俄罗斯Kahvol和泰国
Indorama安装了新的制备设备和除尘设
备。这些设备可以降低洗净毛污染，这
与使用有大量污染的东欧羊毛的加工厂
尤其密切相关。这类设备可在洗毛阶段
带来显著益处，”他说。

“我们充分了解纤维加工商面临的各项挑
战，积极与他们开展合作，采用最富有
竞争力的方式，尽可能实现最佳成果，”
他补充说。

详情请洽Mario Ploner，电邮：
mario@tbsrl.it；网址：www.tbsrl.it

Tecnomeccanica公司能够在客户现有空间
实施设备创新技术。不论客户在何处运
营，都可以采取十分灵活的方式与客户
合作，这种灵活服务受到客户好评。“如
果有公司需要我们的专长，我们还可以
提供现有设备升级或翻新服务。我们一
直积极响应客户对现有结构升级改造及
实施新颖创新的需要。但未来绝对属于
先进的新设备。”
“我们的除尘设备(毛条生产设备除尘)被用
作环保必需品，这种设备的耗电量只有旧
型号的一半。在生产各阶段引入的自动化
设备越多，带来的成本节省就越大。生产
流程中的密集型劳动力越少，带来的长期
节省就越多，”Mario Ploner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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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Indorama公司和白俄罗斯Kahvol公司安装了Tecnomeccanica研发的送料器－这种送料
器经过专门设计，不仅与羊毛及合成纤维NSC精梳机兼容，而且还与新型NSC GN8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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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检测的效益

如

今，大多数加工商采用的精
梳毛品种更趋多样化。为所
有购买的毛批开展毛丛长度
及强度的检测，是非常重要的。与套毛
品种相比，边坎毛销售毛批中的变异性
会更高，因此开展毛丛长度与强度检测
尤为重要。这类羊毛的价格随市场需求
每年增长而飞速上涨，客观测量变得尤
为重要。
净毛率和纤维直径钻芯取样的检测是通
过使用一个钻杆切开毛包中的羊毛然后
进行毛包取样。与之不同的是，毛丛长

度与强度的测量是用完整长度的毛丛进
行测量，这个最初取样的程序需要在羊
毛经纪人仓库中完成。
如果购买具有错误参数的羊毛，可能在
加工期间会带来很大的损失。这正是当
今羊毛工业需要依赖这类测量所提供信
息的原因所在。
这种客观测量提供预测加工后获得的平
均纤维长度以便确定精梳毛的价值。这
一长度称为豪特值。经过20年的研究和
试验表明，豪特值与原脂毛的毛丛长度
和毛丛强度有着密切的关联。
“测量数值清清楚楚反映在依据测量结果
所支付的价格中，”澳大利亚羊毛检测局
原毛部总经理Ian Ashman说。“它让加工
商能够更好地确定具体牧场所生产的毛
批价值，降低给加工商带来的风险。生
产商也可以放心自己所生产的羊毛能够
按照客观检测的结果获得合理价格。”
客观检测为羊毛业带来最佳的总体效
益，无可置疑的是，客观检测转变了羊
毛业的运营方式，并成为羊毛业科学运
作的依据。
有关详情，请浏览AWTA网站：
www.awta.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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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TA提供快捷认证服务
证书。为了满足羊毛生产商和羊毛购买商
的这种快速服务需求，AWTA检测中心每
周5天在澳大利亚日夜运营。AWTA在澳
大利亚各地的38个城市和乡镇开展取样工
作，其中许多取样地点位于澳大利亚的边
远地区。

澳

毛在出售前，几乎全部由澳大
利亚羊毛检测局(AWTA)原毛
部(澳大利亚原毛检测局)进行

测量和检验。主要认证检测的项目包括
净毛率、纤维直径、草杂含量以及毛丛
长度与强度。其它检测项目还包括化学
残留物和黑色或有髓纤维含量的检测。
这类检测为购买商对羊毛是否达到自己
所要求的品质提供了保障。
澳毛购买商和销售商需要快速获得认证检
测结果。AWTA提供三种不同水平的服务
以满足客户需要。特快服务在次日上午
颁发95%的证书，加快服务在3天内颁发
95%的证书，正常服务在5天内颁发所有

AWTA只对由取样员采集的样本或者经由
AWTA全程监督的取样操作颁发检测证
书。在过去两年中，AWTA推出了多种额
外服务。检测局现可应客户要求颁发中文
版羊毛检测证书，并可向购买商提供电子
认证服务。
购买商和加工商可以使用AWTA在线
认证系统验证自己的羊毛检测证书(网
址：http://www.awtawooltesting.com.au)。
客户可以使用这一系统核实所收到的羊毛
测量证书的真实性。认证果将采用安全的
PDF格式通过电邮发送给客户。
“我们的主要业务一直是为交易原脂毛开
展检测和出证的服务，”AWTA原毛部总经
理Ian Ashman说。“我们提供羊毛交易系
统保证。电子证书的推出只是由此延伸的
另一项服务，旨在为羊毛业各部门提供额
外保证措施。”
AWTA网站为澳毛使用者提供各种信息，
帮助他们了解澳毛检测的方法和技术方面
的信息。此外，这个网站还提供方便快
捷的导航，帮助用户了解有关更为广泛的
AWTA的重要信息。
这个网站不仅包含原毛、洗净毛、炭化毛
以及马海毛、羊驼毛和羊绒等特种纤维的
检测信息，同时还对原脂毛出售前取样、
检测和认证净毛率、纤维直径、草杂含
量、毛丛长度和毛丛强度提供相关信息。
若要订阅AWTA的定期通讯，请与Tim
Steere联系，电邮：tim.steere@awta.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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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羊毛检测局
网站升级

最

择所需要的姓名，然后触
摸电话号码，手机拨号功
能就会激活，准备拨打电
话。就这样简单！对新西
兰羊毛检测局网站的任何
网页都可以建立捷径，直
接与手机相连。

近，新西兰羊毛检测局
（NZWTA）对网站做出了一
些重大改善。新西兰羊毛检

测局首席执行官Duane Knowles说：“这
次升级将增强用户体验，为客户提供更
多功能。”
据Duane Knowles称，主要改善之处包
括：
•

•

网页设计更具‘响应性’，让网站无论
是在PC、手提电脑、智能电话还是
平板电脑上，都能尽可能采用最佳方
式显示内容。更多人使用电话上网，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新西兰羊毛
检测局网站增添了一些非常特别的功
能，在通过移动装置浏览时可以提供
尽可能最佳的界面。网页移动
版本的信息与标准桌面电脑版
本的信息相同，而且网页可以
根据装置以及所浏览的网页重
新调整大小和重新编排；

•

有一个“新闻”部分提供和
储存客户感兴趣的新闻文
章。这个部分还将保护搜
索系统，让用户能够查找
相关材料。用户可以在搜索框中输入
主题，便可查阅归档文章。

•

我们许多客户都使用证书验证服务，
采用稳妥的方式获得我们证书的副

额外的材料以前通常只显示于
新西兰羊毛检测局羊毛贸易
日志，现在通过网站也可以
查阅。这包括拍卖日期、轮排
数量和行业联系人，所有这些
内容都分别列入相关部分。智
能电话用户可以在电话上建立
这些项目的捷径。这一功能有
一项优势，让您在手机上可以
轻松浏览整个“行业联系人”名
单。联系人可以按行业类别过
滤，然后按字母组别显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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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前这项服务只允许一次查阅一
个证书。我们响应客户的要求，对证
书验证系统进行了升级，让用户一次
能够请求多个证书。

庆祝第30期新西兰羊毛检测局
羊毛贸易日志
今年，新西兰羊毛检测局制作了第30期
新西兰羊毛检测局羊毛贸易日志。
2015/16年度贸易日志 (如右图所示)：
•

帮助促进本地和国际联系的羊毛业行
业联系人综合名单；

•

全国羊毛拍卖日期和轮排数量；

•

新西兰羊毛检测统计趋势；以及

•

新西兰羊毛检测局主要联系人名单。

第一期日志（如左图所示）出版于
1986/87年度，纳皮尔实验室和总部就是
在这一年成立的。如今，日志已经成为
代表新西兰羊毛检测局行业承诺的持久
特点，在全球各地广泛发行。
2015年恰逢中国羊年。新西兰羊毛检测
局日志的第5期中文版不久将出版。

为全球行业提供杀虫剂残留物
检测解决方案
国际环保机构纷纷要求对羊毛化学（杀
虫剂）残留物水平做出严格监管。如
今，世界各地的客户可以利用新西兰羊
毛检测局和澳大利亚农业食品技术实验
室提供的一项全球羊毛检测新服务。
顾客服务经理Phil Cranswick说：“新西兰
羊毛检测局和农业食品技术实验室扩增
了能力，能够分析来自世界任何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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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毛样本的化学残留物。这为实验室广
泛的服务系列新增了一项喜人的服务项
目，提供准确、及时并且具有成本效益
的残留物检测，继续为国内外羊毛贸易
提供大力支持。”
农业食品技术实验室位于澳大利亚墨尔
本，是世界唯一一家获得按照国际毛纺
织组织标准DTM-59开展原毛残留物化
学分析的ISO 17025认证资格的检测实验
室。按照澳大利亚联邦科学工业研究组
织（CSIRO）颁发的许可证，对使用专
利设备和程序从羊毛样本中提取的析取
物进行分析。这些系统由全国检测管理
部门协会（NATA）开展独立审查和认
证。
羊毛样本进口澳大利亚受到澳大利亚检
疫局（AQIS）和澳大利亚海关监管。由
于担心进入澳大利亚的疾病或生物污染
威胁日益增多，澳大利亚实行严格的检
疫限制措施，使国际客户将原毛样本寄
到澳大利亚做杀虫剂残留物检测十分不
便。但新西兰对进口到新西兰的国际羊
毛样本的检疫规定更为有利，新西兰羊
毛检测局和农业食品技术实验室因此能
够综合彼此的资源：
•

在新西兰羊毛检测局制备国际羊毛样
本的析取物；

•

将这些样本析取物运到墨尔本的农业
食品技术实验室；

•

及时将完成的检测数据反馈到新西兰
羊毛检测局并向客户报告。

最近，新西兰羊毛检测局的析取程序获
得了新西兰国际认证局（IANZ）颁发的
认证资格，从而确保析取和分析程序都
完全符合ISO 17025的认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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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新西兰羊毛检测局消除了羊
毛进口澳大利亚的各种问题，为全球羊
毛业提供准确、高效的残留物化学检测
服务。
样本可以发送到新西兰羊毛检测局在纳
皮尔的实验室。有关发送样本的说明－
包括进口许可证文件和规定的申报表－
可以从我们网站的Importing Samples
（进口样本）网页下载。
详情请洽Phil Cranswick (顾客服务经理)：
电话：+64 6 835 1086
电邮：phil.cranswick@nzwta.co.nz （其它
一般查询：testing@nzwta.co.nz）。

新西兰羊毛检测局推出婴儿寝具
表面检测
国际研究成果发现，婴儿死亡与寝具表
面过软存在相关性。这样的寝具表面可
阻碍婴儿的呼吸。
专家通常建议使用硬实寝具表面，而没
有对最低可接受硬度进行量化。新西兰

羊毛检测局现在可以按照国际标准检测
婴儿寝具表面，对任何产品的硬度进行
测量。
AS/NZS 8811.1:2013标准评估的是预料婴
儿可能会在上面平躺睡着的婴儿家具产
品的硬度。此类产品主要与床垫有关，
但也包括婴儿推车、婴儿茧式睡垫、摇
篮、手提婴儿床等。
这项检测使用仪器模拟婴儿的头部，测
量寝具表面的压痕程度。这项检测不适
用于悬挂支撑婴儿的背巾、吊床和其它
装置。
如果您参与制造和销售婴儿寝具表面，
独立检测可以证明产品不会无意中造成
婴儿猝死综合症 (SIDS)。
需要检测的产品可以发送到纳皮尔的新
西兰羊毛检测局实验室。
详情请洽新西兰羊毛检测局：
+64 6 835 1086
电邮: Lorraine.Greer@nzwta.co.nz 或
Christian.Judan@nzwta.co.nz

《羊毛出口商》杂志免费向中国公司发行。请告诉在杂志
上刊登广告的公司您在本杂志上看到了他们的广告，让我
们能够每年为大家免费奉上这一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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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羊毛检测局
热烈欢迎中国代表团

中国纺织业代表团参观欧洲羊毛检测局

2015年7月，南京羊毛市场组织的中国纺织业代
表团赴英国参观访问，考察英国的羊毛品种及
国内供应链，欧洲羊毛检测局(WTAE)接待安
排了代表团的部分参观行程。
欧洲羊毛检测局中国市场运营经理Zhang Pei
Yi为代表团的英国之旅担任向导，带领代表团
成员参观了羊毛生产的各个阶段，包括放牧技
术、剪毛、分拣、分级、包装、检测、洗毛和
毛条生产。代表团参观了欧洲羊毛检测局位于
北威尔士卡纳方（Caernarfon）的国际毛纺织
组织(IWTO)许可实验室，自始至终考察了整个
检验流程，大有收获。
此次参观实验室不仅展示了如何一丝不苟地去
除原脂毛样品中的污染物，从存留的纯羊毛含
量中计算商业净毛率， 而且还示范了羊毛细度
与色泽测量程序，所有这类检测均采用国际认
可的IWTO检测方法，并对各种质量控制流程
进行严密控制。
通过这一检测流程，颁发欧洲羊毛检测局
IWTO证书，使用这一证书的重要性得到了强
调，这类检验证书不仅为客户提供预测加工性
能的准确方法，同时还可在不太可能发生的争
议情况下，保证客户获得国际认可的仲裁程序
服务。中国代表团的此次英国之行，为交流信
息与创意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代表团对羊毛从
绵羊到船运的生产转化过程有了透彻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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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检测毛批数量增加
南非羊毛业在2014/2015年度生产季节的形势十分喜人。虽然产量略有
所下滑，但羊毛价格自始至终保持在健康的水平。拍卖会销售的所有
羊毛都由南非羊毛检验局(WTB)检测和认证。该公司对90000个销售毛
批进行了洗净率和细度检测，同比增长了1％。销售毛批接受毛丛长度
和强度检测的比例也有所增加，占全部受检毛批的将近60％。更多采取
额外的客观测量，可以为购买商和加工商带来直接效益。他们可以利
用这些信息来预测所购买产品的性能。

作

为一家获得国际毛纺织组织
认证的检测机构，南非羊毛
检验局负责监督经纪人商店

南非羊毛检验局是独立实验室巡回检测

的所有取样作业，确保抓取和钻芯取样

年度大会上提交行业报告。成为ILRT集

过程期间所提取样本的完整性。样本严

团一员提供了建立基准的独特机会，

格按照国际毛纺织组织的有关检测方法

让南非羊毛检验局能够审查技术合格

进行检测。检验局非常重视操作员培训

性，保持认证标准。

和质量控制程序，确保检测结果准确，
同时遵照维修时间要求。检测设备经常
采用最新技术进行更新，以提高效率和
生产力。

集团（ILRT）成员。集团的参与成员每
周开展两次试验，并在国际毛纺织组织

公司还是国际羊毛实验室协会（IWL）
成员，该协会的目标是确保采取最正
确、最统一的方式实施IWTO检测方法。
公司每两年参加一次循环检验。

南非羊毛检验局颁发的所有IWTO证书
都可以作为数字签名的加密PDF文档提
供。使用网上验证服务（网站：http://
verify.wtbsa.co.za），可以验证证书的有
效性。用户在网页上输入证书编号和证
书上注明的防伪密码。一旦申请获得验
证，就会将一份证书通过电邮方式寄给
用户。

南非羊毛检验局为纺织品和其它产品相
关行业提供一整套检测服务。这些领域
的发展 － 尤其是汽车和快速流通类消费
品部门的发展令人欢欣鼓舞。南非羊毛
检验局获得了南非全国认证系统的ISO
17025认证，让客户对公司发出的结果充
满信心。

免费了解最新动态
如果您想不断了解世界各地羊毛业的最新动态，请订阅www.woolnews.net
每月免费收到这份电子通讯，查阅全球各地的最新羊毛拍卖报告、羊毛业新闻和发展动态。
www.wooolnews.net供订阅者免费览阅，订阅网址： http://www.woolnews.net/subscribe/

www.woolnew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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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公司为全球客户提供保障
SGS是世界一流的检测、验证、
检验与认证公司，在质量与完整
性方面设定了全球基准而获得公
认。公司有80,000多名员工，在世
界各地建立了一个由1,650多个办
事处和实验室组成的广泛网络。
SGS的办事处遍布全球，不断为
羊毛和毛条购买商与销售商开展
独立羊毛认证服务。公司在大多
数主要生产与消费国设立获得认
可的消费者检测服务实验室，
通过这一广泛实验室网络，提供
毛纱、面料和地毯检测与检验
服务。
SGS羊毛检测服务公司总部设在
新西兰惠灵顿，新西兰羊毛生产
商、购买商、经纪人、羊毛出口
公司和工厂以及世界各地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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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生产商、销售商和购买商均
广泛采用SGS羊毛检测服务。

织组织的许可证，可以颁发国际
毛纺织组织证书。

“如果您需要确定自己购买了什么
羊毛，我们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
提供检测、验证、检验和认证服
务，”经理Jeremy Wear说。“请与
我们的新西兰总部联络，我们会
与最靠近您希望购买羊毛产地的
SGS办事处联系，对您有意购买
的羊毛安排检验服务。我们提供
富有成本效益的快捷服务，尤其
是在提供数种样本的情况下更是
如此。”

“认证必须由完全独立于交易方
之外的机构提供，”Wear先生
说。“SGS完全独立，不代表任
何生产商、销售商、购买商或加
工商的利益。” 除国际羊毛实验
室协会(Interwoollabs)校准标准
外，SGS还使用专门从意大利采
购并在多家国际认证实验室获
得测量的13微米和15微米验证毛
条，确保超细支专业范围剪毛的
一致性。

五十年来，公司不断为原脂毛、
洗净毛、毛条和梳条开展独立测
量，提供跨越不同标准的质量与
数量验证服务。公司不仅获得ISO
17025 认证，同时还获得国际毛纺

有关SGS服务范围及各种技术信
息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wooltesting.sgs.com
欢迎与Jeremy Wear联系，
电邮： nz.wool@s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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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毛纺织组织IWTO 62标准
中文版本生效
“OFDA技术深受中国毛纺业各部门的青睐，”OFDA技术的中
国市场独家经销商爱派克测试技术公司的潘先生说。“这项技术
深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其准确性，而且通常需要两台独立设备所
做的两项测量检测，现在只需要一台设备就可以完成，”他说。

所

有OFDA设备都非常准确可
靠，很少出现故障。这是
因为这种设备没有需要定期

更换的“损耗性”零件。潘先生认为，以
IWTO 62为蓝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行
业标准FZ/T20026-2013 “毛条纤维长度和
直径测试方法－光学分析仪法”于2014年3
月开始生效，中国生产商需要遵守这项标
准，达到高度准确的检测水平，为此需要
OFDA技术，此举将促进OFDA设备在中
国市场的需求不断增长。
OFDA技术广泛用于从原脂套毛直至毛纱
及面料的羊毛加工供应链的各个阶段。
这种设备易于携带，可以在牧场使用。
它可以通过互联网远程操作提供服务，
运行标准Windows PC，便于轻松网络传
送和打印，并可将数据导出至试算表
格式。
这种仪器经设计可为羊毛、羊驼毛、
羊绒、合成纤维、玻璃纤维及其它纤维
开展快速自动直径、长度和曲率测量。
目前这种仪器有380多台在世界各地的30
个国家使用，国际毛纺织组织(IWTO)为
该仪器及其测试方法专门制定了IWTO

TM47、57和IWTO-62标准。二十
多年来，OFDA技术一直为澳大
利亚牧场主广泛使用。
“我们的检测准确度达到了澳大利
亚和IWTO羊毛检测标准，”常驻
澳大利亚的科学家、BSC电子公
司首席执行官、OFDA技术发明
者Mark Brims在澳大利亚的公司
总部说。
OFDA 2000现已完全实现数字
化，可以通过 USB与PC进行界
面连接，为羊毛生产商提供富有
成本效益的有效方法，不断满足行业需
求。OFDA2000 已用于将羊毛分级为有史
以来生产的最细支毛包。

爱派克测试技术公司的潘先生

“从蒙古和秘鲁到意大利，OFDA都应该
成为人们首选的分析仪。在新兴的羊毛
加工国，羊毛业对OFDA系列仪器的需求
保持强劲，羊绒和羊驼毛行业的需求也
在日益增长，”Brims先生说。
“羊毛、马海毛和羊绒等纤维的价格和舒
适度非常依赖于纤维直径，因此测量准
确性对质量控制具有关键作用。其中一
些仪器已测量了100多万份样品。” OF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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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DA 4000分析仪

2000有2种版本：实验室版本和便携式版
本。两种版本在速度和准确性方面优势
相当，可采用与OFDA100相同的IWTO47认可方法在70x70mm的玻璃片上测量纤
维小片。两种版本还可以测量毛丛模式
的纤维，不仅能够在无需清洗和切断纤
维的情况下开展快速测量，而且还可测
量由绵羊饮食和环境变化引起的毛丛直
径偏差。
OFDA 4000完全实现数字化，可以通过
USB与PC连接，并且具有与OFDA 2000相

OFDA技术在南京羊毛市场会议上引起天然纤维加工商的浓厚兴趣

同的优点。这种仪器在测量直径、豪特值
和光学长度方面获得IWTO -62认可。
“OFDA 4000是首个通过直接光学测量方
法测量长度的仪器。这种仪器未使用电容
传感器，从而能够准确测量不同纤维类型
混合及不同纤维直径，”Brims先生说。
此外，OFDA 4000还提供与原有技术兼
容的豪特计算值。为了获得更准确的短纤
维含量，调整加工设备以获得最优质的
产品，我们建议采用光学长度测量。
OFDA 4000的主要优势在于，能够在一次
测量中完成对羊毛纤维所有主要特性的
测量，从而大大减少操作人员的工作量。
此外还可以提供直径相对长度测量。
与其取代的三种仪器(Fibroliner、阿尔米
特仪(Almeter)、OFDA100或激光细度检
测仪(Laserscan))相比，OFDA 4000系统
的成本、大小和重量都大大降低。系统
附有软件，能够检视、组合结果数据并
导出至试算表中。无需购买额外软件来
组合不同仪器的测量结果。
OFDA仪器采用许可方式在全球销售 －
在中国请洽：
爱派克测试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扬路188号汤臣中心
B栋2301室
电话：021 38870960, 68908650；
电邮: info@epco.com.cn；
网址：www.ofd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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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适当用途分拣套毛，是我们加工业务的最重要部分。”
Lanas Trinidad公司董事Pablo Otegui(左)和Pedro Otegui

每天24小时开展一流毛条加工服务
Lanas Trinidad公司拥有年加工10,000吨精
梳干毛条的加工能力，年销售额达7500
万元。公司供应的客户遍及中国、东欧
和西欧、美国、南韩、日本、英国和南
美，并已投资逾1000万元开展研发，
开展可持续生产项目。
“我们将自己视为一家24小时运营的超
市，这个超市能够生产15微米细度以上
的任何毛条品种，”董事经理Pedro Otegui
说。“年复一年，一单又一单，交付优质
稳定的产品，这就是Lanas Trinidad公司
的最大优势。我们每一次都提供富有竞
争力的价格，提供周到的售前与售后服
务。一些公司可能偶尔为之，而我们次
次做到。这正是我们年复一年享有很多
回头客业务的原因。”
“根据适当用途分拣套毛，是我们加工业
务的最重要部分。我们向数代相知的牧
场采购大部分羊毛。我们了解他们的家
庭，了解他们生产的羊毛，乌拉圭的所
有羊毛都通过私人销售，这一点十分重
要。这种私人销售方式也让客户能够对
我们的毛条产品获得极佳可追踪性－我
们对于羊毛产自何处了然于心，”Otegui
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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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牧场一直到发送客户的精梳毛集装
箱，这种追踪系统在整个过程识别羊
毛。我们不断为细支和超细支羊毛生产
商提供支持，积极参与各种细支美利奴
羊毛项目，支持以可持续方式开展羊
毛加工。乌拉圭不采用绵羊切臀皮的做
法。”
Otegui先生指出，为了生产优质毛
条，Lanas Trinidad公司不断在环保方面
做出承诺。“我们非常重视员工团队的专
长，不断为员工和社区提供支持。我们
开展沼气发电，发电量相当于650户家庭
的耗电量，”他说。
Lanas Trinidad公司获得了ISO 14001:2004
ISO 9001:2008、OHSA 18001:2007、
ISO / IEC 17025:2005、GOTS、OekoTex 标准100以及国际羊毛实验室协会
(Interwoollabs)认证。
“最终而言，信任是我们与客户建立良好
合作关系的基石。我们是一家非常透明
的公司－从采购、分拣到最终交货，整
个生产周期都可以在公司网站查看。您
在这个网站上所见到的正是我们日常开
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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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1951年起
便一直从事自己热
爱的事业，”南美
恩若公司（Engraw
S.A.）董事经理
Frank Raquet
Mailhos说，“我们
确保生产高品质的
客户化毛条，满足
客户日益增长的需
求，时刻关怀环
境，保持我们对社
区的承诺。”
在1951年，已故
纺织工程师Frank
Raquet Hosey从美国来到乌拉圭设立纺纱厂。他被
乌拉圭这个国家和人民深深吸引，决定就此留下，
成立南美恩若梳毛制造公司。
南美恩若公司历经三代，如今依然是一家100%的
家族企业。目前是乌拉圭历史最悠久的梳毛制造公
司，管理层和员工兢兢业业，经验丰富，实现公司
的宗旨，即成为一家以客户为导向、提供高品质产
品的公司。
“公司相信，任何企业都必须100%与社区和员工相结
合，”Frank Raquet Mailhos指出。“我们坚信，公司
应该合乎道德，促进改善劳动力队伍和所在社区的
生活质量。南美恩若公司对Fray Marcos镇做出深深
的承诺，与小镇居民建立了互相尊敬、信赖和友好
的关系，对此感到非常自豪，”Raquet先生说。
1951年南美恩若公司的蒙特维的亚办公室

乌拉圭的高品质
羊毛环境责任
Raquet先生说，南
美恩若公司是乌拉
圭唯一一家使用
94%可再生能源运
营的公司。公司在
乌拉圭率先使用风
能，安装了两台
Vestas 1.8 MW涡轮
式风力发电机，为
整个毛条生产提供
电力。南美恩若公
司还非常荣幸地成
为WindMade™的
先驱准会员，这是世界上首个标明使用风能的公司
的全球消费者标签。
南美恩若公司在污水处理池附近的土地上栽种了
5000棵树，充分表明自己对释放到环境中的二氧化
碳数量负责的态度。加工厂经过处理的污水用于
浇灌树木。因此，这些树木不仅促进了水的回收利
用，而且还可以消耗空气中的有害二氧化碳。这些
树木还为加工厂的锅炉提供能源，锅炉完全使用木
头，木头也是一种可再生能源。
恩若公司的加工厂设在蒙特维的亚以外的农村地
区，周围为100公顷林地环绕，从而能够安装一个现
代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增强了公司的环境责任。工
厂的所有固体和液体废料都得到处理，可以达到政
府管理部门所要求的高标准。Raquet先生对达尔文
的理论不以为意，“能够生存的幷非最强大的物种，
也不是最聪明的物种，而是最能适应变化的物种。”
南美恩若公司是南美洲唯一一家拥有防缩设施的毛
条生产企业，这些设施确保客户使用毛条生产的服
装适合机洗和滚筒烘干，幷且符合IWS TM31标准的
严格要求。
Raquet先生最后说：“选择与我们合作，您就选择了
一家一流公司。这家公司不仅拥有家族企业的经验
和传统，而且拥有现代化公司的活力和灵活。”
有关详情，请浏览恩若公司网站www.engraw.com.uy
/ 或联系恩若公司代理federico@engraw.com.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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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Estancias Puppo公司的
D'Jalma Puppo和Margarita
Cortabarrìa

优质羊毛需求一直保持强劲
“乌拉圭的许多牧场主将绵羊作为肉用羊出售，而且未补充绵
羊存栏数。显然，这种下滑趋势将导致剪毛产量不断下降，”
Estancias Puppo 公司董事经理D'jalma Puppo说，“但对于生产优
质羊毛的牧场主来说，他们的羊毛将一直享有强劲的市场需求。”
Estancias Puppo公司出口17–24.5微米细
度的原脂毛，草杂含量为0.3%，平均史
伦伯格干毛条率为77%。我们供应的羊毛
不含有色纤维或黑色纤维，也不含任何
污染物。
“我们的出口量逐年稳步增长，” Puppo先
生指出，“尽管公司业务不断增长，我们
仍是一个家族企业，与所有客户打交道
时富有人情味。”Estancias Puppo公司主
要向中国、印度和欧洲市场出口羊毛。
“我们的客户充分认识到，他们收到的羊
毛直接来自乌拉圭最佳羊毛产区之一的
许多牧场。我们没有中间人，积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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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牧场绵羊直至出口产品的质量。我们
从剪毛和分拣开始质量保证工作，确保
包装订单中不会出现污染或深色纤维。
乌拉圭不采用绵羊切臀皮的做法，”他
说。公司办事处人员配备齐全，可以安
排运输和船运服务。
此外，Estancias Puppo公司还拥有自己的
剪毛团队，按照SUL(乌拉圭羊毛秘书处)
制订的行业规范获得剪毛与分拣培训，
公司是首家获得SUL “绿色标签”的公司。
绿色标签是对剪毛与羊毛分拣优异工作
授予的荣誉标志。经过分拣的羊毛进行
分级，分为不同品质的套毛品种(精选超
级套毛(Superchoice)、精选套毛(Choice)

URUGU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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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碎片毛、腹部毛、零次毛和粪污碎
毛等低级类别的羊毛则予以分开。

务就是为客户供应优质羊毛，”Puppo先
生说。

“我们管理羊毛生产的每个阶段，监督从
绵羊放牧与营养到遗传计划过程的每个
步骤，精心选取配种小母羊和公羊，确
保获得最优质的羊毛。从而可带来一流
的羊毛选择。”

公司十分重视履行合同。“如果客户向
我们订购21微米细度的精选超级套毛，
那么收到的就一定是这一规格的优质套
毛，”Puppo先生说。“我们管理每个羊毛
批的可追溯性。”他还指出，公司只销售
现货羊毛，通常可在一周内安排船运。

“我们还向其他羊毛生产商直接购买羊
毛，”Puppo先生说。“我们采购和分拣其
它牧场生产的羊毛，这些牧场采用我们
严格的质量控制流程，我们因此能够扩
大羊毛数量。我们了解其他牧场主，直
接与这些牧场主进行沟通，保证不会出
现不同类别羊毛混合的情况。我们公司
不混合羊毛，作为我们直接采购供应源
的生产商也不混合羊毛，我们的首要任

“我们牧场接待了来自中国、欧洲和印度
的购买商。欢迎有意购买我们优质羊毛
的其他购买商前来参观，欣赏我们这里
美丽的乡村风景，”Puppo先生最后说。
详情请洽Ing. Agr. Margarita
Cortabarría，电邮：exportaciones@
estanciaspuppo.com 电话：+598 2 7075614
www.estanciaspuppo.com

直接向羊毛生产商采购益处良多
更优品质 • 更优服务 • 更优价格

南美 ESTANCIAS

PUPPO S.A. 公司

Ramón Masini 3153
11300 Montevideo – Uruguay (乌拉圭)
电话/传真：(598-2) 707 5614
电邮：exportaciones@estanciaspuppo.com
www.estanciaspuppo.com

wool&yarnChina 2015 | 157

乌拉圭报告

URUGUAY

中国羊毛购买商
占据乌拉圭羊毛市场
的主导地位
羊毛脂提取设备，不断改进环保能力，
致力在排放和污水处理方面达到政府的
严格标准。
Richard Seizer(中)、
Maximiliano Seizer和
Alejandro Seizer
在蒙特维多的新办事处检查
洗净羊羔毛

中

国继续成为乌拉圭各羊毛
部门 - 尤其是杂种毛相关部
门 - 的最大购买国，其次为

德国和意大利。“杂种羊毛表现非常
良好”， Rantex公司董事长兼乌拉圭羊
毛出口商与洗毛商协会现任会长Richard
Seizer说。“在新的生产季节，因为预期降
雨量少于上个生产季节，羊毛色泽及长
度预期将有所改善。羊毛脂价格下滑，
导致洗毛成本上升”，他说。
尽管如此，Rantex公司仍可增加洗净套
毛的销售量，尤其是对中国市场而言。
Rantex公司为自有工厂引进了一台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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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公司总部喜迁新址，从1966年开
始运营的办事处搬迁至位于蒙特维多中
心的新址。公司的洗毛厂距离蒙特维多
只有一小时车程，原脂毛日产能力在30
吨左右。
“我们的收购仓库位于蒙特维多附近，
与洗毛厂设在同一场址，我们通过这个
仓库向牧场主和代销行直接购买羊毛，
所得到的细度范围在20.0微米至最高33
－35微米之间。”
“我们的仓库占地6,600平米，在此对羊
毛进行分拣，按客户要求对套毛逐一分
级和分拣。我们的报价富有竞争力，欢
迎有意进口乌拉圭原脂毛、洗净毛和羊
毛脂的中国公司洽询”，Richard Seizer
说。wool@rantex.com.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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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性条件
决定供应量

乌

拉圭在本生产季节剪毛产量
有所下降，采购羊毛因此比
往年更难。牧场主保留存货

以待销售，尤其是细支羊毛牧场主待价
而沽，剪毛产量下滑，降雨量增多 –
多种综合因素造成了羊毛供应量减少的
局面。
“在乌拉圭，每个新的羊毛生产季节始
于八月或迟至十月，这取决于气候条
件。如果您有意采购乌拉圭羊毛，这段
时间就是确保获得本生产季节最佳羊毛
的最佳采购与订货时间，”南美托马斯
摩顿(Thomas Morton)公司董事Malcolm
Morton说。
“我们向世界各地出口原脂毛和洗净毛，
中国是我们的主要出口市场。与往年相

比，中国订购的洗净毛数量也
有所增长，但我们的洗净毛大
部份仍出口欧洲市场，”他说。

Malcolm Morton在蒙特维多
办事处

“一旦生产季节结束，一些羊毛品种便无
法获得，”Morton先生说。“但我们非常
了解客户，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品种和品
质的羊毛，这样就可以保证客户对我们
交付所订货物感到放心。我们从事羊毛
贸易已有32年多的历史，拥有非常忠实
和稳定的客户群。”
“中国和欧洲市场对乌拉圭洗净毛的需求
不断增长。致力供应优质羊毛，与乌拉
圭及邻国牧场主建立牢固联系，一直是
我们羊毛出口业务的特点，”他说。
此外，托马斯摩顿公司还供应秘鲁、巴
西和阿根廷出产的羊毛，并且与几乎所
有羊毛消费国保持定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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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圭羊毛秘书处新任主席
（Tacuarembó）。他从2000/2002年起担
任乌拉圭考力代绵羊育种者协会主席、
乌拉圭羊毛秘书处董事(2000/2007年)以
及乌拉圭农村协会董事(2002/2004年以及
2014/2016年)，并从2012/2014年担任乌拉
圭羊毛秘书处副主席。

Alejandro Gambetta Saravia

今

年5月，Alejandro Gambetta
Saravia被委任为乌拉圭羊
毛秘书处主席。Saravia先
生是一位农业工程师、羊毛生产商、
“La Esperanza” 牧场业主以及“Prisul
S.A.”乳牛牧场管理人兼共同业主，这
两个牧场均位于乌拉圭的塔库阿伦波

Saravia先生曾担任由乌拉圭Central
Lanera公司为羊毛生产商开发的“更充分
利用绵羊计划(Making more from Sheep
Program)”项目顾问(2012/2013年);阿根廷
Corrientes地区“El Rocio”牧场绵羊生产发
展计划顾问(2005年);并且还曾担任乌拉圭
绵羊全国战略规划(2009/2011年)及其它许
多项目负责人职务。
他的早期职业生涯还包括在乌拉圭农业
管理学院担任绵羊与羊毛课程教授，并
在1988/1993年间负责为农业管理学院绵
羊与羊毛学部开展羊毛生产研究。

www.woolbuy.net网站为买卖羊毛、
毛条或毛纱提供一种精彩的新方式
供购买商和销售商免费使用－
直接互动、简单易用
专为购买商和销售商设计，
让他们彼此直接交流



只需登入即可查看您可以购买
的产品



只需登入即可列出
您销售的产品

www.woolbuy.net

本网站供羊毛购买商和销售商免费使用
在全球范围全天候购买和销售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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