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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回头看，长三角曾萌生
许多专业市场与制造业集群。上
世纪 90年代初期， 长三角萌生
各类具有地方经济特色的专业
市场， 比如义乌中国小商品城、

绍兴轻纺城、吴江东方丝绸市场
等，并由此带动了许多村镇“前
店后厂” 个体经济和乡镇企业，

形成一批制造业集群的雏形。

它们， 如今各自转型向何
处？

荨“中国纽扣之乡”大舜街边的城市
雕塑。 于量 摄

茛大舜的一家纽扣工厂里， 工人正
在工作。 于量 摄

襋西塘一家纽扣企业的生产车间。

新华社发

这里的主干道叫“纽扣路”，这里被称作“中国纽扣之乡”，但产业却面临“落后于时代”的痛点

做小纽扣的大舜人，还能否做出点“大名堂”
■本报记者 于量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内，距
离浙江省嘉善县西塘景区不远，就能看到“纽
扣路”的路牌。

这是西塘镇的交通主干道之一。驾车沿着
纽扣路一路向北，十来分钟就能抵达一个叫作
大舜的地方。这里，被称作“中国纽扣之乡”。不
论衬衫还是外套，风衣还是夹克；亦不论品牌
或档次，材质或款式，但凡是纽扣，就有极大可
能产自大舜。作为占据了国内纽扣市场半壁江
山的重要生产基地，大舜的纽扣产业发展至今
已有四十余载，年产各类纽扣 700亿枚并销往
世界各地。

再小的东西背后都有大生意。这一点在制
造业发达的长三角早有公论，纽扣之乡大舜便
是一例。只是，传统制造行业的转型升级已是
大势所趋，单枚利润仍以“厘”计算的小纽扣还
能否做出大名堂？

对此， 在大舜做纽扣的人们又将如何作
答？

“踩”出来的产业

李银林和纽扣打了大半辈子交道。上世纪
70年代初，当时才十来岁的李银林顺理成章地
去了一家纽扣作坊当学徒工。出师后，成了当
地一家乡镇纽扣厂的工人。

“我家那个地方叫渔民村。听名字就知道
了， 那里的人以前都是在太浦河里打鱼的。河
边上嘛，最不缺的就是各种贝壳。有的人不想
打鱼了，就动起了这些贝壳的脑筋。”李银林告
诉记者，早在上世纪初，大舜就已经出现了以
天然贝壳为原材料制造纽扣的小作坊，“真要
这么算的话，大舜造纽扣的历史也有一百多年
咧！”

早期贝壳纽扣的制造工艺十分原始且效
率低下， 用李银林的话说， 每一枚都是工人
“踩”出来的。利用简单的机械传动结构，工人
通过脚踩踏板带动皮带转轮，在原料上冲剪出
纽扣的毛坯。此后，经过抛光、抠槽、打孔等一
系列工序后，带有贝壳天然光泽和纹样的纽扣
就制造完成了。

当年在作坊里“踩”贝壳扣的李银林并没
有意识到，自己和身边的人日复一日干着的这
份工作，未来竟能成就一个巨大的产业。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嘉善农村推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从农田里释放出劳动力的大舜农
民纷纷利用闲置房屋办起了家庭作坊，从事纽
扣加工或小规模的生产销售。

而大舜纽扣产业集群的真正形成，要部分
归功于数百公里之外的温州永嘉县。 伴随着
“温州模式”的出现，永嘉县桥头镇开始培育服
装辅料市场。桥头人斥重金从大舜“挖”走了大
批纽扣工匠，正是他们最终成就了此后闻名全
国的桥头纽扣市场，“桥头纽扣， 嘉善师傅”一
时传为佳话。

1984 年，27 岁的李银林升任大舜纽扣二
厂副厂长，每月工资 46元。选择留守在故乡的
他，看到了“嘉善师傅”们的离开，也见证了他
们的回归。 上世纪 80年代末至 90年代初，嘉
善提出学习“温州模式”，鼓励民营经济发展，

当年远走温州的“嘉善师傅”纷纷带着挣来的
钱回到大舜创业。此时又恰逢大舜纽扣一厂和
二厂相继转制，百余家纽扣厂在大舜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而经营者大多来自这两家厂。

忆起当年事，李银林笑称，纽扣一厂和二
厂堪称大舜纽扣产业的 “黄埔军校”：“我当年
带出来的十几个徒弟，后来也都各自有了自己
的纽扣厂。”

光有生产不够，还要有销售渠道。李银林
说，大舜的纽扣产业，是靠一个又一个销售人
员实打实跑出来的。

“那个时候哪像现在，没有网络，鲜有手
机。搞销售的就是捧一本黄页，挨家挨户跑服
装厂上门推销。”李银林回忆，当时的大舜几乎
家家户户都在做纽扣，“前店后厂”式的家庭工
厂遍地开花。生活在大舜，生产在大舜，但是大
舜的销售人员却是全国各地跑。此后一些外贸

公司的到来， 更是让大舜纽扣顺利出
海，卖向全球。

如今回头看，长三角的许多专业市场与
制造业集群，都有类似的开端。上世纪 90年
代初期，长三角萌生各类具有地方经济特色
的专业市场，比如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绍兴
轻纺城，吴江东方丝绸市场，常熟招商场，黄
岩路桥小商品市场，江阴纺织市场，温州的
服装、鞋革市场，海宁许村被面市场，湖州织
里绣品市场等，并由此带动了许多村镇“前
店后厂”个体经济和乡镇企业，形成一批制
造业集群的雏形。

它们，如今各自转型向何处？

“赚小钱”的隐忧

1997年，大舜纽扣产品销售量已占国内
市场约 30%，“中国纽扣之乡”的称号花落大
舜。而就在这一年，李银林出任新成立的嘉
善银螺纽扣有限公司总经理，直至今日。

位于大舜纽扣园区的银螺公司现有职
工 60余人，年销售额近 2000万元。在大舜，

已属规模较大的企业。坐在略显空荡的总经
理办公室里， 造了 40多年纽扣的李银林坦
言对于行业的前景并不乐观：“这么多年了，

纽扣的价格却几乎没有变化。 但是现在，市
场的压力越来越大， 生产的成本也越来越
高。你问我有没有信心，老实说，信心不大。”

从人力“踩”，到车床“压”，再到数控机
床的引入，在李银林看来，传统的纽扣制造
在技术上早已“碰到天花板”。产品的附加值
低，利润薄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市场对于纽
扣的刚性需求固然存在，但是未来的路怎么
走，却有点看不清方向。

“大钱赚不到，小钱还是有的。”李银林
说，在大舜，即使是那些作坊式的纽扣企业，

每年的利润也能让一个本地家庭的生活过

得足够安逸。只是这份安逸背后，始终存有隐
忧。

转型升级，从来都不简单。不仅要创新，还
要充分实践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纽扣生产的染色、电镀、喷漆等工艺环节，

均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而小型纽扣生产企业的
不规范操作更加重了大舜面临的环保压力。

2014年，大舜所属的西塘镇全面启动纽扣行业
专项整治， 以废水治理为主线， 兼顾废气、粉
尘、噪声、固废的治理，对污水管网覆盖范围内
的纽扣生产户原地整治，未覆盖范围内的纽扣
生产户搬迁或关停。经此一役，大舜区域原有
的 1030家纽扣生产型企业被削减至 636家。

这次整治行动， 亦是一次大浪淘沙的过
程。大量“低小散”纽扣企业和不合规企业的关
停清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舜纽扣行业长
期存在的同质化竞争和恶性价格战。 然而，产
业的老化依旧是高悬在大舜头上的达摩克利
斯剑。

嘉兴综合保税区 B 区管委会主任张激文
对大舜纽扣产业的现状如是总结：“低端产能
严重过剩，高端产能严重不足。没有上市公司，

没有行业龙头，没有叫得响的品牌。整个纽扣
园区里 600多家企业， 年产值 2000万元的规
模以上企业只有区区 19家。转型升级，势在必
行。”

一个小故事就能反映出大舜纽扣产业的
尴尬处境。张激文告诉记者，前些年，曾有一家
外贸公司带着一张国外订单来到大舜，要求定
制一批特殊工艺的高端纽扣。跑遍大舜的大小
纽扣生产企业， 竟没有一家能接下这个单子。

万般无奈之下，对方败兴而归，最终还是在广
东找到了生产厂家。

“这种事情发生在大舜，简直是给‘中国纽
扣之乡’丢人。”张激文说。

好在意识到问题的大舜已经开始了行
动。2017 年，西塘镇出台《西塘大舜纽扣“二

次创业、转型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一方面实
施纽扣企业绩效综合评价，倒逼企业转型；另
一方面也在加快培育示范龙头企业， 延伸纽
扣产业链。

张激文说， 针对大舜纽扣产业的转型升
级， 在进一步完善三年行动计划的基础上，还
将有一系列大动作。不久的未来，就将逐步实
施。

有了“终极目标”

在大舜，福建人洪志猛是个后来者。

2014年，在上海干了 7年拉链、商标等服
装辅料生产的洪志猛把工厂从上海青浦迁到
大舜，工厂面积从 1000平方米一跃升至 10000

平方米。他说，离开上海固然有成本方面的考
虑，但他更看重的是“纽扣之乡”背后完整的产
业链：“大舜服装辅料产业高度集聚， 方便借
力，能让我们更深度地融入这个产业。”

旁观者清。作为“后来者”，洪志猛对于大
舜有着更为冷静和客观的观察。大舜深厚的产
业资源积累， 确实助推了洪志猛的企业发展。

但是于他而言， 大舜曾经的辉煌与自己无关，

反倒是眼下的僵局更值得思考：“我的企业，年
销售额差不多 5000万元， 放在上海根本排不
上号。但是在大舜，至少排前五。”

指着自己身上那件 POLO 衫的扣子说：

“这种树脂纽扣，单价一两分钱，毛利润差不多
3厘。在大舜，绝大部分企业的主打产品依然是
这玩意儿。”

在洪志猛看来，大舜传统的纽扣生产加工
已“落后于时代”。缺少研发能力和必要的研发
投入，导致产品附加值低，始终只能游走在低
端市场。用洪志猛的话来说，从大舜生产出来
的传统纽扣， 很大一部分最终只能用在那些

“杂牌甚至压根没有品牌的衣服上”。

洪志猛有着强烈的品牌意识。他的品牌叫
OIO，个中倒也没有多少深意，当初取名时只是
因为形似北京的区号“010”而已。

OIO 令人联想到另一个同样由三个英文
大写字母构成的简单名字：YKK。 作为拉链行
业的鼻祖和世界上最大的拉链制造商，YKK占
据了全球拉链市场的最大份额。而洪志猛的终
极目标， 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挑战这一行业巨
头。但是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眼下自家的产品
距离这个目标实在太远：“最大的差距就是‘标
准’。不管是品质标准，还是生产工艺标准，我
们都差了一大截。”

对于这个暂时还有些遥不可及的目标，洪
志猛认为加大在产品研发、技术更新乃至人才
引进上的投入，实现生产的规模化和产品的品
牌化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其实不光是我们，

对于大舜所有的企业， 我觉得都应该走这条
路。或者说，除了这条路以外，我们也没别的路
可以走。”

在大舜的这些年， 洪志猛的企业快速成
长，成为一家集设计、开模、生产、物流于一体
的全产业链企业。而 OIO的产品，也已经出现
在一批知名品牌的服饰上。

9月末，OIO 赴上海参加了一次服装辅料
行业的大型展会，展位紧挨着 YKK。洪志猛告
诉记者，这个展位是自己主动争取来的：“和行
业巨头肩并肩唱对台戏，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种
鞭策和激励吧。”

不仅是小小纽扣， 长三角一批传统制造
业， 正努力在产业布局与科技创新上分工协
作、优势互补。相信长三角一体化这盘大棋，

能赋予纽扣等一系列“小产业”新的实力与活
力。

让纽扣也“上线”

一个尴尬的事实是，在大舜这个“中国纽
扣之乡”，从事纽扣行业的本地青年人并不多。

谈及此事时，李银林语带无奈：“做纽扣，赚的
钱都很‘零碎’，有时一个单子只能挣个千八百
块钱。小青年哪里有这个耐心。”

不过，李银林自己倒是有一位事业上的继
承者。他的女儿王競屏，如今正打理着一个名
为“搜扣”的平台，尝试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

让纽扣这个传统的行业焕发新的生命力。

对于父亲从事的工作，王競屏年少时最大
的印象就是辛苦：“那个时候我爸已经是厂长
了，但是还是经常要跑到厂里去盯生产，有时
还要亲自下车间做染色、做加工。懂事了以后，

才发现原来这门生意这么烦琐，赚点钱远没有
想象中容易。”

王競屏说，自己几乎是本能地觉得，想要
将父亲的事业继承下去。但同时，她也认识到
这个在她看来“没有什么科技含量”的行业，决
不能继续沿着老路走下去。

去年正式上线的“搜扣”是一个面向纽扣
行业的垂直平台，旨在以“互联网+纽扣产业”

为理念，通过智能信息科技手段，打造综合性
纽扣产业服务平台。 为纽扣企业提供智能管
理、产品检测、跨境销售、仓储物流、法务咨询
等全方位、一站式专业服务，积极探索纽扣产
业价值链整合的新模式。

王競屏告诉记者，通过“搜扣”的手机端
APP，用户可以用图片识别的方式，准确地查
询到同类型纽扣的产品介绍、生产商、价格类
目等信息。通过平台，供需双方能够实现网上
对接，从而让小批量、客制化的纽扣生产成为
可能， 从而更大拓展当地纽扣生产企业的市
场。“简单点讲， 就是让客户能够像逛淘宝一
样，轻松地找到合适的纽扣生产厂家。”王競
屏说。

对于父女两代人共同从事的这个行业未
来，王競屏有自己的期待：“纽扣嘛，大家每天
都要用到，所以我相信这个行业肯定不会在大
舜消失。但是大舜发展了这么多年，也是时候
向简单的代工生产说再见了。 我希望有朝一
日，大舜的纽扣能够有自己的设计、自己的品
牌，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去引导潮流。”

4?4 厘米 1000 元

4×8.5 厘米 2500元

6 ×8.5 厘米 3800 元

8×8.5 厘米 5000 元

遗 失 声 明
上海一茶一坐餐饮

有限公司漕宝路分公司
遗失酒类商品零售许可
证副本， 证发沪闵酒专
字第 130603011300480

9号，声明作废。

遗 失
▲本人张荣， 持上海市公安
局警官证 （证号 015708）于
2019年 9月 27日不慎遗失，
特此声明作废。

2019年吉林省上海合作交流（干部培训）中心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关于全面建立和进一
步完善全省事业单位新进人员公开招聘制度意见的通知》（吉政办发〔2010〕16号）和吉
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省直事业单位人员招聘制度的
意见〉的通知》（吉人社字〔2009〕35号）和《关于进一步放活事业单位人才交流的意见（试
行）》（吉人社联字〔2016〕45号）精神，经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和主管部门批准，

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1名。公告详细内容及《报名表》可到公共邮箱
renmichu@126.com下载、打印（邮箱密码：renmichu123）。

（一）咨询电话及传真 电话：021-62576488；传真：021-52660790。

（二）仲裁监督及举报电话
0431-88690916、88690586（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

（三）报名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间：2019年 10月 16日-2019年 10月 18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30-17：00。

报名地点：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2668号联合大厦 20层会议室。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吉林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

2019年 10月 9日

遗 失 声 明
上海和宗焊接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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