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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中国的设计师 Toray Wang（设计的）。”

上海时装周的掌舵人、上海时装周组委会副主任、东方
国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童继生走上舞台， 向众人展
示自己身上的中装。

“中国服装最辉煌的时候是秦汉唐。 到了明朝以
后，中国的服装开始由开放服装变成封闭服装。”童继
生一边拉开衣襟一边说，“我们根据中国历史的服装、

西装和中山装，开发出了这么一款看上去是西装，实际
上是中装（的衣服）。”

在 5月 23日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和市场监督管
理局指导、 上海报业集团和东方国际集团联合主办的
“上海时装周助力上海时尚产业发展推进会”上，童继
生穿了这件中西结合的服装前来。“我今天特意穿了这
个服装，代表时尚产业在上海要发布新中装，希望大家
有机会来尝试一下，这是全世界首发，第一件。”童继生
自豪地说。

从 1981年 2月，上海服装公司组建全国第一支时
装表演队，羞羞答答地走上舞台开始；到改革开放的初
澜中，对美与时尚的启蒙在上海开始萌苏；再从 2003

年，上海第一次提出“时装周”这个名字和概念开始，上
海已经有逐浪国际时尚之都的雄心与准备。

而 2019年 3月 13日，“上海时装周” 正式获得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
准、成为国家注册品牌商标，在“法治思维+品牌理念+

合作共赢”思想下，上海时装周成为驱动上海迈向卓越
全球城市的助推器，成为上海打响“四大品牌”的一声
嘹亮号角。

1979年春天， 颇有远见的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将时
装发布会开到了北京和上海。当金发女郎在 T台上撩动长裙，

台下观众竟不约而同地向后仰身。“像在躲避着一种近在咫尺
的冲击波”，笔者如此描述。这场发布会给时任上海服装公司
经理的张成林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原来衣服不仅仅是挂在衣
架上陈列，还可以穿在人身上得到活灵活现地展示。

1980年 11月 19日， 上海服装公司组建了新中国第一支
时装表演队，20岁的徐萍成了其中的一员。她回忆起当时的情
景说：“我们这些形体课上连棉袄也不肯脱、穿上高跟鞋走路
歪歪扭扭的工厂女工们， 经历了 3个月的艰苦训练， 终于在
1981年 2月 9日，在上海友谊会堂进行了首演。”

刚开始非议不断，直到 1983年 5月 13日，时装表演队走
进了中南海汇演。这次演出使得这第一代的时装表演队具有
了划时代的意义，《人民日报》为此刊登了《新颖的时装，精彩
的表演》一文介绍他们的演出。与此同时，时装表演队也开始
走出国门，先后在日本、美国、欧洲的 T型台上，展示中国改革
开放后的着装变化。

这些中国模特身上所呈现的缤纷色彩，唤醒了人们对美
的追求，影响了中国时尚行业的发展，继而推动了社会观念
的进步。

如果说第一支时装表演队代表着对审美与时尚的启蒙，那
么从 1994年上海市委市政府牵头开始筹划举办“上海国际服
装文化节”，则代表着一个学习和追赶的过程。

1995 年，首届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在上海举行，当时上
海纺织工业局的初心很朴素： 国际服装的发展可谓日新月
异，但上海与之仍有不少差距，包括面料、款式、色泽等都不
尽如人意。

“通过精心设计构思来提高服装的身价和附加值，提高品
牌知名度，才能扩大市场。”时任上海纺织局副局长的刘勤当
时这样说。

1999年，上海国际服装服饰中心成立。2003年 4月，为进
一步接轨国际时装发布惯例，组委会又决定在每年 4月、10月
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期间，同期举办上海时装周活动，发布当
年秋冬以及下一年春夏作品、流行趋势。

也是在 2003年，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首次引用“时装周”

这个名字和概念。这距离最初的“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已经
过去近 10年，也由此开启“上海时装周”正式冠名的历史。

于“上海时装周”而言，这个名字的出现仅仅是一个开端。

此后十多年时间，上海各方群力摸索，寻找时装周创新迭代的
突破口。

2013 年起，上海时装周推出“Design by Shanghai 设计师
海外推广项目”，多次赴伦敦、巴黎、米兰、洛杉矶等地展示中
国本土设计师的先锋设计。

2015年，上海时装周以“中英文化年”为契机，升级成为国
家级的文化交流平台，举办“创意中国，风尚上海”系列活动。

2017年，上海时装周成为中意文化合作机制的中方成员
单位。

随着上海时装周国际化程度日益提升，上海时装周的秀场
也几经辗转。从原先的浦东滨江、复兴公园的临时帐篷，转至

新天地、外滩源、上海展览中心、800秀、中海国际等时尚地标。

发布模式也从“拉郎配”本地服装走秀，组织群众看“演出”为
主，到以国际大牌专场为主，逐步将重心转移至对本土原创设
计的扶持。

回望 17年的发展足迹，上海时装周所打造的时尚产业链、

生态圈，渐显魅力。刚刚过去的最新一季上海时装周共举办
111 场时装秀，其中参展品牌超过 1100 个，展会面积逾 4 万
平方米，既包括国内服装服饰品牌，也吸引不少国际品牌展
团进入，以及亚洲品牌参与。海内外参与交易总人数超过
43000人。

如今，上海时装周已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对接全球时尚
资源最丰富的国内时尚活动。“几年之前当我第一次来到上海
时装周时，这里相对还是比较本土化，而今天的上海时装周已
经成长为一个国际化的平台。” 英国时装协会首席执行官
Caroline Rush在一次公开采访中表示出对上海时装周的极大
认可。

作为串联产业链、撬动生态链的全城盛事，上海时装周不
但为行业带来丰富有效的交流互动， 平台的辐射效应近年来
也呈几何倍增长并平铺至城市各个角落。与此同时，大量中国
原创设计品牌亟需像上海时装周这样的配套平台。

有数据统计，2018年上海时尚消费平均客单达 3319.2元，

较 2017年增长 39%。在本季上海时装周期间，新天地、上海展
览中心等时装周活动场所周边的新天地淮海路、 南京西路和
虹桥等商圈的消费监测显示， 时尚消费平均客单价为 4716.3

元，较去年同期上涨 27%；在时尚消费总金额方面，上述重点
监测区域消费总金额达到 1.42亿元，较去年同期上涨 58%；就
消费性质来看，上海时装周期间自主消费人群占比超过 40%，

为计划性消费人群的 1.6倍。

上海时装发展见证了国内时尚界的历史变迁，上海服装产
业离不开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

今天， 上海已经获得了伦敦至今仍未实现的交易市场地
位，并开始向巴黎看齐，在东方巴黎打造集结时装展示、买手
订货、全民时尚的高品质的时装周生态圈，已经隐隐有着“亚
洲最大时装订货季”之势。

有人说：“时尚，绝不是灵感瞬间迸发的产物，而是商业运
作的成果。”上海时装周已不再只是满足热闹的活动，更是生
产与设计充分融合的盛会。它是国内时尚产业的标杆，有益于
建立稳固的国内时尚产业链，打造属于全球的知名商标品牌。

依托上海这座百年时尚之都的城市底蕴和文化自信，上海
时装周已成为上海“四大品牌”建设的重要环节，也是展示上
海形象的新名片、都市合作的具体内容，并纳入“上海文创 50

条”重点推进项目。上海市委十一届四次全会将“上海时装周”

列入上海“二个面向”提高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
手、上海全球新品首发的重要平台。

上海时装周的影响力不断提高，随之而来的，是责任越来
越大。它既要打响上海“四大品牌”，又要跳出国际四大时装周
的固有模式，其中的确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思。

从朴素初心到接轨国际

从本土服装节走向国际时装周，从表演性走秀发展为市场
化经济活动，随着上海时装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一走过 17

年的知名品牌，亟需一张能保驾护航，助力迈向发展新高度的
“通行证”———国家注册品牌商标。

于是，在上海市政府相关领导的关心下，上海市商务委、上
海市商标审查协作中心等各相关委办部门的共同协调，以及东
方国际集团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扎实筹备下，2019 年 3 月 13

日，上海时装周终于正式获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标局批
准，成为国家注册品牌商标。

商标是商品进入市场的“通行证”，也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重
要内容。所以，上海时装周如果不能拥有自己的商标，就无法在
市场上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相当于“裸
奔”，这制约了上海时装周的进一步发展。

事实上，由于“名字”和“商标”引发的纠纷，此前早有发生
过。2016 年， 国际四大时装周之一的纽约时装周， 就曾因为
“New York Fashion Week”被他人抢注，而产生了重名问题，当
时造成不少误解。

为避免类似情况发生，上海时装周一直在想方设法注册自
己的商标。但对其而言，尽管拥有 17年的发展历史，品牌也堪
称国内外知名，商标注册却并非是一件易事。其中最主要的原
因，就在于“上海时装周”的名字本身，“上海”属于地名，而“时
装”又是通用名称，一般情况下不予以核准。

上海市商标审查协作中心主任林海涵表示，上海时装周取
得注册品牌商标一大意义在于品牌打造。在他看来，一家企业
取得商标，可以更好地在市场上展示自己的形象。而上海时装
周对标的更是巴黎、米兰、伦敦和纽约这样的国际时装周大平
台。“想要引领世界潮流，首先需要奠定法律基础。在此基础之
上，才能全方位将其打造成上海的服务品牌、文化品牌”。

除了助力品牌打造，上海时装周取得注册商标这一里程碑
式的成果，更是对上海时装周 17年来平台价值的认可，体现了
当前时代下，上海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

一方面， 上海时装周注册商标的获批让其拥有了这一名
称的独有权和排他性，避免了仿品的出现；另一方面，则是为
“上海时装周”进一步的品牌运营和 IP打造，提供了保护和更
多可能。

从实际应用角度出发，这意味着今后对于要冠以“上海时
装周”之名的活动，会经历更加严格的筛选。对于那些想要进入
中国市场的国际品牌来说，“上海时装周”更将成为一个经过认
证的、更有保障的官方平台。

实际上，近年来，上海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不遗余力。2017

年 9月，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受理落地上海，上海成为全国唯
一能开展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的地方城市。 而据上海 2018知
识产权白皮书显示 ，2018 年上海商标的申请量同比增长
18.9%，新增注册商标同比增长 51.4%，到 2018年年底，上海有
效注册商标总量同比增长 30.8%。

这一个个数字， 都充分代表了上海在推进知识产权保护、

服务方面的提升，展示了上海在加快新时代引领型知识产权强
市建设方面的努力。

在强调知识产权保护重要性的同时，上海市商标审查协作
中心主任林海涵还提到， 外界不能对知识产权保护过度解读，

甚至是把它妖魔化。没有那么多小偷，也没有那么可怕，不能走
反了，要鼓励做更多新的东西。

严格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样也是上海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的重要抓手。而上海整体营商环境建设，近年来已经取得一定
成绩。

2019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总体排名位列全
球第 46位，比 2018年大幅跃升了 32位，而上海作为样本城市
之一，权重达 55%。这充分体现了上海在营造稳定、公平、透明、

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方面，所付出的卓有成效的努力，获得了全
球认可。

通过知识产权保护，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将继续成为上海
的关注重点。2018年，为贯彻落实国家进一步扩大开放重大举
措，加快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上海制定了“上海扩大开放
100条”行动方案，其中聚焦的五大领域，有一项是打造司法保
护和行政保护协同的知识产权保护高地，另一项是营造国际化
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 上海商标协会会长樊芸则谈到，

2018年，上海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的服务窗口开到了义乌，今
年可能扩大到其他长三角城市，这些都为上海及华东地区企业
实施“走出去”战略，更好参与
国际竞争，提供更加便利的路
径，为上海打造国际化法治化
便利化营商环境提供了重要
支持。

在相关政策东风频频传
来的今天， 上海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总经济师杜贵根认
为， 上海时装周 17年的品牌
成长， 见证了上海时尚产业
发展的历程， 充分显示了品
牌对企业、 产业和经济的重
大推动作用， 既是品牌与经
济共成长， 也是品牌与社会
共发展。

从“裸奔”到更多可能性
“上海时装周”注册为国家品牌商标，具有了唯一性之后，

“上海时装周”的特性、标识性是什么？如何提高它的美誉度、认
知度，整合产业链发挥价值，这是接下来要思考的问题。

对标国际市场，何建华深入分析了几大时装周：巴黎时装
周起源于 1910年，聚集了一批拥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奢侈品牌，

特别是法国本土老牌梯队，包括香奈儿、爱马仕、迪奥……米兰
时装周，在国际四大时装周中，崛起时间最晚，意大利人将上乘
面料+高定手工+成衣款式，成就了高级成衣的发源地，古驰、普
拉达、BV等大牌都发源于意大利；纽约时装周，偏向于大众化、

多元化。“任何一个国际性的时尚都市， 都需要一个时装周。上
海时装周，承载面料、设计、制造、演艺等各种要素，同时要有自
己的精准定位。”何建华说。

随着社交媒体不断入侵人们日常生活， 千禧一代习惯认
识品牌的方式，不再是观看一整场秀，而是 Instagram 上博主
穿着的一件单品。“宇宙第一博主 Chiara Ferragni 成为第一位
登上《Vogue》封面的时尚博主，她的同名鞋子品牌在全球已经
有将近 200家实体店，预计明年收入将超过千万欧元，甚至被
哈佛商学院收录为商业案例。”何建华认为，社交媒体与时尚
产业日益浸润，上海时装周要善于打造品牌，久久为功提升知
晓度美誉度；善于制造明星，做大做强粉丝经济；善于设计话
题，吸引网民大众参与社交化讨论；善于制造热点，开展事件
营销。同时，上海时装周要能与城市文化建设，善于制造时尚
流行文化。

“当年张爱玲为什么走了一圈，又回到上海，因为上海女人
的情调、浪漫、文化气质。”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上海商标协会
会长樊芸说，上海时装周应该成为上海的文化交流中心、品牌
中心、研发中心，既有本土的基因，又有国际的视野。

前几天，樊芸在淮海路上看到一家门店，门口排了很长的
队，而且都是年轻人在那里排队，“先不论这是策划还是故意炒
作，网红店的一些做法，挺有意思，值得研究。”

毫无疑问，随着国家注册品牌商标的靴子落地，上海时装
周未来的道路，将通过品牌和渠道的双向驱动，建立起良好有
序的贸易氛围，推动个性化产品实现商业化发展，提升品牌的
市场生存能力，以市场力量滋养创新。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上海时装周选择的目标是要
将上海打造成全球时尚新品首发地。

另一方面，上海时装周还以持续打造亚洲最大订货季为目
标， 通过 MODE上海服装服饰展联合时堂、Ontimeshow、DFO、

Alter、Tube、not Showroom六大各具特色的时尚贸易平台，形成
时装周商贸体系，集聚来自 30多个国家超过 1100个服装服饰
品牌，在黄浦、长宁、静安、浦东、徐汇等中心城区的各大地标场
所同期举办订货交易会。依托品牌和渠道的双向驱动，建立起
良好而有序的贸易氛围， 推动个性化产品实现商业化发展，提
升品牌的市场生存能力，以市场力量滋养创新，进一步锚固亚
洲最大订货季的时尚版图，并逐步建立起各个品类、风格定位
的细分市场循环，帮助品牌实现精准转化。

除了商业方面的版图规划，如何用好上海的文化基因，同
时进一步推动上海文创产业的发展，也是上海时装周面临的
考量。上海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城市气质，为时装周凝聚了
独有的魅力，创意的种子、拓新的枝芽闪烁发光。理念创新、

技术更迭、材质优化……这些因素相互激发，在上海时装周上
迸射出一个个动人瞬间，并最终汇流为一座城市、一个时代
的记忆。

全球同行公认，古代文明时尚以东方为代表，现代文明时
尚以西方为代表，各领风骚近千年；未来文明时尚一定是以东
西方融合为代表，再领风骚上千年。这个东西方文明融合的时
尚代表地，就在当今世界经济最活跃的中国，就在中国经济发
动机的长三角新上海。上海发展时尚产业势必将走出一条兼收
并蓄、东西结合的道路，把专业与商业有机结合形成时尚产业
新的发展路线。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童继生说：“我
们将以上海时装周商标注册成功为契机，努力通过时尚产业发
展，来实现传统制造业、服务业转型升级发展。我们希望全行业
秉承‘法治思维+品牌理念+合作共赢’思想，发展‘大时尚’产业
经济，大力保护知识产权，进一步优化设计师创意设计的营商
环境，把上海时装周打造成全球时尚界的知名商标品牌，让商
标、知识产权促进产业经济发展。”

对标国际
发展第三条道路

“随着国家注册品牌商标的获批，上海时装周也迈入了新
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上海时装周平台要向质量变革、动力变革
和效率变革迈进，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链接各方资源，来整合各
方的力量，推动、打响上海购物品牌。”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
敏此前表示。

“‘上海时装周’成为国家注册商标之后，有了唯一性，受到
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上海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何建华说，上海正在打响“四大
品牌”，而上海服务、上海购物、上海制造、上海文化，都与“上海
时装周”相关。

2018年 4月，《关于全力打响上海“四大品牌”率先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全文发布。其中提到，全力打响“上海服
务”品牌，加快构筑新时代上海发展战略优势，这里面包括围绕
提升服务经济能级，加快实施提升专业服务能级、建设国际会
展之都、建设国际设计之都等三个专项行动。同时，上海全力打
响“上海购物”品牌，加快建设国际消费城市，包括着力擦亮上
海购物节、上海时装周等名片，实施“上海购物”全球推广计划，

全面提升“上海购物”的国际知名度和全球影响力。另外，上海
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加快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增强文
化软实力，着力擦亮“上海文化”金名片。

而上海时装周则是一个可以同时联系四大品牌的纽
带———通过平台效应提高“上海服务”辐射度，通过产品品质彰
显“上海制造”美誉度，通过时尚体验增强“上海购物”体验度，

通过原创设计展现“上海文化”标识度。如今，上海时装周成为
了一个实体品牌，无疑是为“四大品牌”建设提供了一个坚实的
支撑，成为上海“四大品牌”建设的突破口。

“上海时装周正在打造成为一个平台，可以聚集时尚品牌、

推广前卫理念、广泛结合社交媒体，通过线上线下运营，发挥更
大价值。这对打响‘四大品牌’、推动上海品牌建设、时尚之都建
设，都有很大的牵引作用。”何建华说。

根据国内外多项独立第三方调查分析报告，上海是亚洲最
时尚的城市之一，时尚消费力亚洲领先，逐步成为重要的国际
时尚之都。上海时装周正逐步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时尚设计
师聚集平台、时尚品牌国内外发布推广平台和时尚产业“亚洲
最大订货季”平台。根据世邦魏理仕发布的报告，上海全球零售
商集聚度达到 54.4%，在全球城市排名中紧随伦敦和迪拜位列
第三位，超过纽约、莫斯科、巴黎。知名品牌集聚度超过 90%，路
易威登、香奈儿、爱马仕、古驰等众多国际高端品牌纷纷选择上
海作为其中国地区总部、亚太地区总部的所在地。

“上海时装周打造平台，就像搭了一个大剧院，大家都来
演出，有打造上海时尚品牌的超级个体，包括设计师、服装品
牌、模特、演员、企业……”“上海时装周也不仅仅是一周的活
动，更应该打造成一个月的活动，一年的活动，把上海打造成
购物天堂”“上海就像是一个人，因为有了上海时装周等各种
秀，而变得风趣幽默，充满魅力”……关于上海时装周，这样的
评论络绎不绝。

据了解，上海时装周通过搭平台、聚资源、拓渠道将服务做
深做精，汇集卓越品牌、创意人才，由此吸引同样勇于开拓创新
的买手、媒体人和各类机构的专业人士，从中国和世界各地来
到上海，将“虹吸效应”的成果转化为“辐射效应”。

何建华同时认为，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过程中，城市聚集、引
领时尚，上海责无旁贷，而且上海具备各方面的条件，包括上海
是大城市、高度商业化；聚集了一批世界级品牌和设计师；也是
媒体的集中地，可以引起话题讨论等等。

“上海能不能搞各种秀？ 就像纽约百老汇、 拉斯维加斯那
样，很多人开着直升机过去看秀。尤其是百老汇，已经成为精品
秀，越来越成熟。”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上海商标协会会长樊
芸说，“上海时装周应该逐渐打造成一场精品大秀，涵盖服装产
业链，有模特、会展、企业等，通过这个品牌，为上海打响‘四大
品牌’引流，形成人流、信息流、资金流等，不仅让上海的目光聚
焦在这里，甚至长三角，都要到上海消费。”

与国际四大时装周相比，上海时装周还稍显稚嫩。但十多
年来，上海时装周始终坚持“立足本土兼备国际视野”的多维发
布格局和“创意设计与商业落地并重”的特色定位，致力成为上
海时尚之都、品牌之都、设计之都建设的核心抓手。

当“优质高效”已经替代了“规模成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关
键词，中国的服装时尚产业经历了数次升级与迭代，也已经来
到了“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阶段。在这个机遇迸发的时代，潮
流的保质期一再被改写，时尚的临界点不停被挑战。在新技术
的催化下，在新经济的感召下，在新理念的驱动下，上海时装周
已然成为一个符号，它传递给业界的时尚风向标，将随着中外
设计师的脚步绵延到世界各地。 它带给消费市场创新启迪，给
商业注入更多的源动力。

所以，上海时装周的意义远远不在于这十几天、近百场秀
场的展示，而在于搭建一个能够给各方各面赋能的平台。上海
时装周的赋能意义在于把创意、设计、研发、制造的上游全部
链接到时装周，又通过时装周推送到消费终端，不断地让我们
畅享、 实践甚至重塑上海未来的商业业态， 这种对未来的探
索，不仅仅是定义流行色、当季款这样的时尚风向标，更是通
过一大批设计师品牌的崛起，增加供给侧的丰富度，迎合消费
升级大趋势。

打造时尚新平台
助力“四大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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