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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智变，共赢未来。4月 11日，
“创意华夏 时尚新密2019中国（河南）
国际大学生时装周暨青年时尚创意文
化节”在新密市鲁班喜悦酒店举行新闻
发布会。会上宣布，本届时装周定于5
月 21日~27日在新密市产业集聚区豫
发米兰小镇举办。时装周特邀指导，中
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学
院设计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吴海燕被授予“新密城市设计顾问”
称号。新密市委书记蒿铁群致辞，新密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红伟发布新密服装
十四条优惠政策，河南省服装行业协
会会长李刚介绍活动内容。

当前，纺织服装行业正处于转型
升级的关键时期，近年来，新密市委、
市政府按照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次中心
的目标，抢抓战略机遇，依托服装产业
优势，以“科技、时尚、绿色”为服装产业
发展的新定位，培育具有新密特色的制
造文化，加快服装制造业转型升级，全
力打造先进制造强市，推动高质量发
展。新密市围绕打造千亿级品牌服装
产业，先后获批“中国品牌服装制造名
城”“中国服装优质制造基地”等国字号
荣誉，新密产业集聚区是以品牌服装为
主导产业的集聚区。2018年规模以上
工业纺织服装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96%，美丽经济产生巨大生产力，使
新密成为郑州一颗璀璨时尚明珠。

据介绍，2019年大学生时装周由
中国服装协会等国家级组织指导；由
河南省工信厅等省政府部门和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等支持；由中共新密市委、
新密市人民政府、河南省服装行业协会
共同主办。活动定于 5月 21日~27日
在新密市产业集聚区豫发米兰小镇举
办，期间将举行创意华夏 时尚新密
2019中国（河南）国际大学生时装周暨
青年时尚创意文化节开幕式及开幕秀，
亚欧国际服装论坛，“服与礼”国际文创
论坛，“我也可以当大师，我也能够成名
家”与国内外服装大师面对面，国际国
内知名设计师交流秀，省内外服装院校
毕业作品发布秀，品牌、设计师校企合
作联合秀，校服职业装设计大赛总决
赛，童模大赛决赛及童装品牌联合发布
秀，中国（河南）服饰文化效果图创意大
赛及优秀作品展，名企英才见面会，闭
幕秀及颁奖典礼等活动。

2018 年，新密市举行首届中国
（河南）大学生时装周暨青年时尚文化
创意周活动，30场专业活动轮番上演，
57所院校 10场发布秀精彩纷呈，来自
省内外、郑州及周边纺织服装产业链
核心企业、本土企业，相关科研机构、
院校、上中下游产业代表齐聚一堂，共
话发展，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而今年
的时装周活动，与去年相比，更是亮点
纷呈，精彩不断。首先，本届时装周首
次开通 5G 通道，对活动进行全程直
播，同时开通时装周官微平台，发布时
装周信息，打开微信可搜索“新密科
技”进行关注；其次，本次时装周的国
内外影响力、认可度以及品牌、企业关
注度、参与度都空前高涨，邀请到数十
名业内大咖出席，数百家国内外大专
院校参与，近千家品牌服装企业融入，
数万名大学生优秀作品展示。时装周
已成为促进大学生就业的重要窗口，
成为教育、科研成果加快转化成生产
力的重要孵化器，成为企业发展投资
的重要平台。为了服务好本次活动，
时装周期间还将同时举办首届新密美
食节、首届新密工艺美术文化节等活
动，大家可以边观美服，边品美食、赏
美玉，度过一次愉快的新密之旅。

此外，为真诚邀请国内外有识之
士和各界朋友前来新密考察、投资、合
作，新密市发布了“新密服装十四条”
的政策红利，包括服务企业入驻、国内
外 500强和行业 20强服装企业入驻、
新设立服装企业总部和高层次人才落
户，对在科创板、中小板、创业板等上
市及服装企业申请财政补贴贷款，对
服装企业智能化改造等项目，参加各
级展销会，在央视媒体做广告，获得中
国驰名商标等一系列奖补优惠和特别
政策支持。

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会长倪阳
生，西安工程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
院院长戴鸿，英国中华总商会副主席
刘凯祥，纽约国际教育集团董事长孙
保忠，杭州职业技术学院达利女装学
院教授白志刚，上海纺织建筑设计研
究院院长助理金平良，省、郑州市、新
密市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领导，省内
外优秀企业家专家以及 40 多家媒体
代表共300余人参加发布会。

打造千亿级品牌服装产业
助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2019中国（河南）国际大学生时装周5月21日新密启幕

新密，境内有黄帝古都轩辕丘，是古老华
夏文明的核心区域，不仅文化厚重，而且是闻
名全国的品牌服装制造基地，拥有上百家知名
服装品牌，是郑州区域服装的一张响亮名片。

近年来，新密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郑
州市各项决策部署，突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升
级”主线，按照“融入郑州、对接空港、创新驱
动、持续转型”的发展要求，把推动转型升级作
为县域经济的重中之重，坚持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支持发展高端制造业、

大力扩张现代服务业，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开启打造国家中心城市次中心新征程。全
市经济发展质量、发展规模水平、民生幸福指
数等连年居全省县（市）前列。

品牌服装既是新密市着力打造的千亿级
产业，又是新密重要的优势产业。新密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服装产业，着力推动服装
产业转型发展，实现了从代加工到自主品牌的
跨越发展，从服装制造业向服装时尚创意产业
发展的良好转变，在河南省180家产业集聚区

中，新密产业集聚区是以品牌服装为主导产业
的集聚区。目前，新密市服装企业 200多家，
拥有全国驰名商标 1 个、河南省著名商标 8
个、名牌产品 2个，建立研发中心 6个，形成了
以渡森、六骏车、金宝来等自主品牌为代表的
裤业服装企业群，打造了烟花烫、名妹、风行凯
奇等一批知名女装品牌，落地了以国际（郑州）
时尚总部港、女装原创产业园为代表的一批服
装科技产业园区，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纺织
服装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6%。

聚焦服与礼 主题更鲜明

本届时装周活动聚焦“服与礼”，意喻华夏
文明的文化脉络在中原，将传统融于当代，以
中原文化为体，以现代时尚为形，向世界传递
文化新密、时尚新密、创意新密的新内涵。

无服不成礼，新密是夏商周文化带，有太
多的礼制文化沉淀，礼可以通过设计变成生产
力，礼也可以通过挖掘变成设计趋势，向世界
发布。本次活动将通过礼品形制，图案与工艺
将中国文化活化其中，向世界传递东方文明。

两场国际论坛 更高规格发声

本次“亚欧服装论坛”主讲嘉宾由国际范儿
的吴海燕担纲，邀请国内外在文化、时尚、产业经
济领域有国际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参加，从产城
融合、文旅融合等方面探讨时尚与城市发展。

“服与礼国际文创论坛”，邀请清华大学、
东华大学、江南大学等高校的专家教授；意大
利、泰国设计大师；汴绣、朱仙镇木版年画、密
瓷、密玉、密银等非遗传承人等文化泰斗，围绕
文化传承与生活方式、传统活化与时尚设计、
原创设计与新型商业模式进行交流。

全国高校参与 更广交流联动

本届时装周邀请全国80余所大中专院校
来豫参与，北京服装学院、东华大学、天津工业
大学、武汉纺织大学、西安工程大学、江西服装
学院等名校参展参演。将是河南大中专院校
首次集中与省外院校在同一平台竞技交流，是
河南高校教育成果的集体展示。大学生时装
周这一公共平台，已成为河南服装教育领域师
生与全国职业教育共办共享的开放互通空间，
是不同教育模式和成果的展现平台，已成为各
院校间教学互为借鉴，师生共享的一堂公开

课，让各大院校在学习交流的过程中，不仅能
看到自身的优势，更能得到不同院校特色教学
模式带来的启发。

名企英才见面 更多成果落地

本届时装周不仅是展示交流的平台，更是
大学生走向社会的窗口。活动期间将举办名
企英才见面会，校服设计大赛和中国（河南）服
饰文化效果图创意大赛，全省200余名优秀的
毕业生的毕业作品将在时装周上展示、推介，
将有万名与服装、设计、艺术、创意相关的大学
生来参观、学习，进行就业咨询。时装周平台
将成为促进大学生就业的一个重要窗口，有力
促进“产学政研企”合作。

阶层“十、百、千、万”更显设计赋能

大学生时装周是大学生展示设计创意的
舞台，他们兼具设计师和消费者双重角色，为
行业、品牌洞察高校学生等年轻用户的需求，

了解大学生用户群体的时尚喜好提供了机
会。青年人在哪里，市场就在哪里。

时装周期间将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
利、俄罗斯、希腊、日本、韩国、泰国和中国香港
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时尚大咖参与，体
现国际性；100名国家级行业专家、名校教授、
沿海发达地区商协会、全球500强品牌服装企
业、全球奢侈品品牌、上市公司领袖走进时装
周，体现权威性；1000家设计研发机构、设计
师、供应商、产业链深度对接；吸引全省10000
余名大学生走进新密，充分体现设计赋能。

文化跨界融合 更助美丽经济发展

文化的本质是思想。礼仪、制度、器物都是
文化的载体，以中原文化为魂，服与礼、服与制、
服与器、服与食都是文化载体的相互融合，反映
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本届时装周融入了
首届新密工艺美术文化节，首届新密美食节。
文化跨界融合，发展美丽经济，美丽经济将产生
巨大生产力，助推新密成为河南的时尚明珠。

新密服装产业概况

本届时装周特色

“新密服装十四条”政策

为加快推动新密市服装产业转型升级，着
力打造千亿级品牌服装产业集群和中部地区
有影响力的时尚高地，新密市委、市政府出台
了支持服装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

一是对入驻新密市创新创业综合体的科
技型服装企业或企业总部（含区域总部），3年
内免租金，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
予以全额奖励。

二是对新设立的服装总部企业，年营业收
入首次达到 1亿元以上的，给予最高 500万元
的资金奖励。

三是对新引育落户新密的服装高层次创
新创业人才（团队），给予最高400万元的项目
资金支持。

四是对服装制造项目实行容缺受理，承诺
办理。

五是推行新建服装项目“拿地即开工”模
式和零土地技改项目“承诺即开工”模式。

六是对服装产业技改项目和新建项目，给
予最高1000万元的生产和技术设备补贴。

七是对国内外 500 强、行业 20强服装企
业入驻新密的重大工业项目，采取“一事一议”
方式，给予特别政策支持。

八是对在科创板、中小板、创业板等挂牌
上市的服装企业，给予最高300万元奖励。

九是对服装企业申请不超过1000万元的
财政补贴贷款，利率不高于一年期贷款基准利
率上浮的30%。

十是每年安排不低于 1亿元的财政贴息
贷款、引导设立不低于 5000万元的服装产业
发展基金，财政安排 500万元的风险补偿金，
对为服装企业提供科技贷款的金融机构发生

贷款本金部分的实际损失，给予80%的风险补
偿（单笔补偿不超过500万元）。

十一是对获得银行贷款的科技型服装
企业，给予不超过 100 万元的贷款利息补
助，对通过担保公司担保获得银行贷款的科
技型服装企业，给予不超过 30 万元的担保
费补助。

十二是对服装企业智能化改造项目和新
建智能化生产线、智能车间，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0万元的生产和技术设备投资补助。

十三是对服装企业参加各级展销会、博览
会，给予每年不超过100万元的布展补贴。对
于在央视媒体做广告的服装企业，给予每年不
超过300万元的广告补贴。

十四是对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的服装企业，
给予1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时装周活动清单
◆创意华夏 时尚新密 2019 中国（河

南）大学生时装周暨国际青年时尚创意文
化节开幕式及开幕秀

时间：5月 21日 20:00~21:00
地点：豫发米兰小镇康宁街
本次活动由吴海燕全程指导，特邀中

国服装设计师屈丁南团队研发定制具有华
夏文化符号的服饰，联合中原工学院、轻工
业大学、河南工程学院等院校共同演绎；邀
请中国高级秀场执行团队东方宾利携中外
名模执导本届时装周。

◆2019 亚欧国际服装论坛
时间：5月 22日 9:00~12:00
地点：豫发米兰小镇 6楼会议室
主讲嘉宾：吴海燕
口号：复兴华夏 创意中原 融入世界
关键词：时尚与城市 教育与人才 产业

与商贸
本届论坛邀请在文化、时尚、产业经济

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家学者，探索文化
与时尚、带动城市、带动产业发展的新路径。

◆“服与礼”国际文创论坛
时间：5月 23日 9:00~12:00
地点：豫发米兰小镇 6楼
主讲嘉宾：江南大学教授崔荣荣
论坛主题：当“非遗”遇见“文创”
关键词：文化基因与生活方式、传统活

化与设计方法、设计品牌与新型商业模式

◆“我也可以当大师，我也能够成名
家”与国内外服装大师面对面 2场

时间：5月 24、26日 9:30~10:30
地点：豫发米兰小镇 6楼

◆省内外服装院校毕业作品发布秀
10场+本土品牌企业校企合作联合秀 9场

时间：5月 22~27日
地点：豫发米兰小镇康宁街

◆国际国内知名设计师交流秀 2场
时间：5月 22、23日 20:00~20:30
地点：豫发米兰小镇康宁街

◆2019 中国（河南）校服职业装设计大
赛总决赛

时间：5月 26日 20:00~20:30
地点：豫发米兰小镇康宁街

◆2019 中国（河南）大学生时装周童模
大赛决赛及童装品牌联合发布秀

时间：5月 25日 16：30~17:00
地点：豫发米兰小镇康宁街

◆豫发杯 2019 中国（河南）服饰文化
效果图创意大赛及优秀作品展

时间：5月 21~27日
地点：豫发米兰小镇康宁街主秀场通道

◆2019 中国（河南）大学生时装周暨国
际青年时尚文化节闭幕秀及颁奖典礼

时间：5月 27日晚
地点：新密市青屏剧院
内容：1.“服与器”时装秀；2.成果及项

目签约仪式；3.中国（河南）大学生时装周
优秀作品汇演；4.颁奖典礼：2019 河南省服
装设计新秀奖、本届大学生时装周推动大
奖、育人奖、校企合作明星企业奖、优秀指
导教师奖以及最佳单项奖等。

◆◆首届首届新密美食节新密美食节
时间时间：：55月月 2121~~2727日日
地点地点：：豫发米兰小镇步行街豫发米兰小镇步行街

◆◆首届新首届新密工艺美术文化节密工艺美术文化节
时间时间：：55月月 2121~~2727日日
地点地点：：豫发豫发米兰小镇步行街米兰小镇步行街

◆◆20192019 中国中国（（河河南南））大学生时装周名企大学生时装周名企
英才见面会英才见面会

时间时间：：55月月 2525日全天日全天
地点地点：：豫发米兰小镇康宁街豫发米兰小镇康宁街

岳冰冰岳冰冰 张秋玲张秋玲

2018中国（河南）大学生时装周掠影2019中国（河南）国际大学生时装周新闻发布会

以服装产
业为主导的新
密市科技创新
创业综合体效
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