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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loop：小袜子，大故事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对比海外企业，探究行业价值。我们的团队在 2 月发布了针织运动服饰制造商

健盛集团的深度报告——《扬帆打造全球针织运动服饰制造领航者》。占比健盛

收入 2/3（2018 年）的袜品业务，作为纺织服装行业中的一个小品类，因为标

的有限，市场了解度低。所以此篇报告我们对比海外一家年产量超过 5 亿双

（2019FY），年销售额约 22.6 亿元的同类型企业，探究此类公司的价值所在。 

 Interloop 和健盛集团具备相似性。产品结构，Interloop 起家产品为棉袜，在

2017 年增加了丝袜和紧身裤车间，丰富了袜品品类的生产，现生产矩阵除了袜

品还包括牛仔裤、无缝运动和其他针织服饰，健盛集团现主要的生产品类为棉

袜和无缝内衣。客户属性，PUMA 与 Interloop 合作时间超过 15 年，同时也是

健盛的主要客户，除此之外，两家公司均和全球知名的运动、休闲服饰品牌商

有深入的合作关系。盈利能力，两家公司均表现出强大的盈利能力，Interloop

（2019FY）净利率为 13.9%，健盛集团 2018 年扣非净利润率为 11.5%。我们

认为，两家公司在核心指标上具备可比性，发展情况可相互借鉴。 

 启示 1：增产、扩品类加速发展，市占率亟待提升。通过研究，我们得出了几

个重要的观点。Interloop 创立于 1992 年从 10 台织袜机起家，2002 年才设立

第二个车间，增加 400 台织机，如今已有超过 5000 台织机。2017 年设立丝袜、

紧身裤车间，2018 年末筹备牛仔裤、无缝服饰生产，增产、扩品类的速度先慢

后快，加速发展。虽然这个子行业存在已久，但是知名的袜品制造公司不多，

而健盛和 Interloop 也是分别于 2015 和 2019 年才公开上市，我们认为这是由于

该品类的扩产需要大量资本开支、强大管理支持，而且产品定位中高档，与知

名品牌客户合作需长期磨合，取得信任后才能增加订单量造成的。我们判断，

同时期起步的优质公司，由于产能爬坡、资本限制，导致市占率偏低，而现已

具备规模的纵向产业链企业，更容易吸引中高档客户，有望提升市占率。 

 启示 2：协同客户拓品类，海外布局降风险。从 Interloop 的扩展步骤看，生产

已不再限于袜品制造，已延伸至牛仔裤、无缝运动及其他针织服饰，业务向其

他成衣产品拓展。生产地分布看，Interloop 从本国巴基斯坦出发，向海外探索

孟加拉、斯里兰卡生产基地。我们认为，有能力的单一品类成衣企业，若能通

过拓品类实现多种服饰的生产覆盖，高效分享现有客户资源，提升与客户的合

作精密度，同时全球多地布局制造，尽享各地比较优势，分散单一生产地风险，

将有可能成为具备全球影响力的服装制造龙头。 

 启示 3：高 ROE 并非个别特例。Interloop 的 ROE 从 2014FY 的 27.9%提升至

2019FY 的 29.1%，6 年均值为 29.4%，显示出超高的 ROE 水平。首先，由于

合作知名品牌公司，实现高毛利/净利率，公司过去 6 年毛利率均值为 27.2%，

净利率均值为 11.9%。其次，公司资产运营效率高，历史平均的资产周转率为

1.00 次，最后在一定的杠杆水平下（权益乘数历史均值为 2.49X），综合实现了

稳定的高 ROE。 

 风险提示。健盛集团：经济恶化，竞争加剧，越南与国贸易协定取消的风险。

Interloop：经济恶化，竞争加剧，巴国与其他经济体贸易协定取消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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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Interloop 的情况 

Interloop 是全球最大的袜品制造商之一，是巴基斯坦第七大出口企业，生产基地位

于巴东北部的两座城市费萨拉巴德和拉合尔，另通过关联和收购企业分别在孟加拉和斯

里兰卡各运营一间工厂。 

1992 年公司创立，从仅 10 台织袜机发展至今，织机数已超过 5000 台，最初的客

户中有一位法国客户是由袜机厂介绍的，这位法国客户又为公司介绍了另一家法国客户

及一家韩国客户，就这样 Interloop 不断扩产、拓客户，成为了一家年袜品产量超过 5

亿双（2019FY），并且兼有牛仔裤、运动服装及其他针织服装产能的制造商。公司秉持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推崇精益制造，不断提升生产效率、重视员工培养，保持人

才梯队，长久坚持企业文化。诚如创始人所说：“我们并非做了伟大的事，只是做了别

人没有做的小事。” 

我们的团队在 2 月发布了同样有袜品产能的针织运动服饰制造商健盛集团的深度报

告——《扬帆打造全球针织运动服饰制造领航者》。袜品生产作为纺织服装行业中的一个

小品类，因为标的有限，市场对其了解度低。虽然这个子行业存在已久，但是知名的袜

品制造公司不多，而健盛和 Interloop 也是分别于 2015 和 2019 年才公开上市。 

所以我们此次分析与健盛集团有相似度的公司，解决三个问题： 

1) 袜品制造能否实现高毛利率、高 ROE？ 

2) 此类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何在？ 

3) 长期看，这样的公司会发展成什么形态？ 

通过研究以上三个问题，我们将探究小行业中顶级公司的价值所在。 

1.1 历程 28 载，专注服装制造 

始创于 1992 年，Interloop 从一家巴基斯坦本地的袜品制造商起家，发家时仅有 10

台织袜机，至今成为全球最大的袜品工厂之一，现拥有超过 5000 台织机，1.7 万名员工，

年产量超过 5 亿双（2019FY）。公司最早的生产设立在费萨拉巴德，2003 年在该地成立

的一号袜品工厂，2005 年成立一号纺纱厂，2006 年成立二号袜品工厂和染整厂，2007

年在北美成立办事处，2010 年成立孟加拉的袜品工厂，2011 年在拉合尔成立三号袜品

工厂，2012 年在中国成立办事处用于负责采购高品质纱线、染剂等其他原材料，2014

同年成立一体化的样品中心和二号纱线厂，2017 年收购在斯里兰卡袜品制造公司，2018

年成立四号袜品工厂，2019 年成立五号袜品工厂以及成衣服装厂，将生产向非袜品领域

拓展。 

公司生产、销售的产品主要为棉袜和丝袜，依据客户不同档次的品质需求，提供不

同价位的供应，客户类型包括服装品牌、零售商和专卖店铺。公司近 90%的销售收入来

自于出口业务，并且是巴基斯坦国第七大的出口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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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Interloop 年产袜品超过 5 亿双（2019FY，亿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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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nterloop2019FY 年报，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2 Interloop 销售额出口比例达 90%（2019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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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nterloop2019FY 年报，海通证券研究所 
 

经过 28 年的运营，Interloop 已经形成在袜品业务上垂直涵盖纺纱、印染、编织、

后整理所有环节，在生产品类上覆盖袜品、牛仔裤、运动服装及其他针织服饰多种类。

2019 年 4 月 5 日，Interloop 在巴基斯坦交易所上市。上市前，公司将非纺织相关的互

联网技术、能源和物流等产业剥离，一方面是上市需要，但另一方面公司也强调：随着

各项业务进入扩张阶段，剥离非纺织业务将有利于管理层专注所负责的业务线。 

虽然袜品制造是一个看似简单的轻工行业，但要将这个行业做好仍需付出极大的专

注和努力。我们认为，纺织制造在小规模生产时门槛较低，但当生产出现规模效应、生

产精益程度提升、产业链完善并配以一定研发能力后，企业就形成了稳固的护城河，客

户也更容易向有规模效应、产业链更完善的制造商集中，这就需要企业更聚焦地运营纺

织制造业务。 

公司上市募集 49 亿巴基斯坦卢比（PKR，约 3 亿 RMB），主要用于袜品五号工厂

和牛仔裤工厂的建设和生产准备。公司预计五号棉袜厂和牛仔裤工厂均将于 2021 年达

产，届时公司的袜品年产量将达到 7.8 亿双，牛仔裤年产量达到 1200 万条。 

[Table_PicPe] 图3 公司历史进程图 

2012年

1992年

-Interloop在费萨

拉巴德成立，仅
10台织机

2000年

-建立第二个车间，
增设400台织机

2003年

-建立1号袜品工厂

2006年

-建立2号袜品工厂

2007年

-美国设立Interloop

北美办事处

2009年

-与荷兰Euro Sox Plus

签合作协议

2010年

-在孟加拉成立IL Bangla

2011年

-建立3号袜品工厂

-中国设立Interloop

办事处

2017年

-通过下属子公司
TexlanCenter，拓展在斯
里兰卡袜厂业务

-在1号袜品工厂设立连裤袜
与紧身裤生产车间

2018年

-建立4号袜品工厂

-成立IL Apparel子公
司，从事生产针织服装

2019年

-建立5号袜品工厂，建立牛仔
裤、无缝运动服饰工厂

-在巴基斯坦上市，是巴国IPO

史上最大的私有企业；按市值
估算，是在巴基斯坦证交所上
市的第二大纺织公司

 

资料来源：Interloop2019FY 年报，海通证券研究所 

1.2 垂直全产业链，一体化高效生产 

公司袜品生产已成规模，产业链一体化有助于提升效率。现在公司已有巴基斯坦 4

个袜品工厂，另在孟加拉和斯里兰卡也有工厂在运营中，仍在建的五号袜品工厂和成衣

工厂将继续扩大公司整体产能。现有超过 5000 台织机，合计 5.2 亿双，年销售额 375

亿 PKR（约 22.6 亿元 RMB，2019FY）。 

当生产具备一定规模后，垂直延伸产业链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缩短生产周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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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Interloop 在巴基斯坦的 2 号工厂配有纱线印染产能，14 台印染机年产能为 4928 吨。 

同时，公司有 2 个纱线工厂，年产能 1.4 万吨，2019FY 产量约 1.2 万吨。生产的

纱线 40%内部消化作为袜品生产的原材料，剩余产能供给全球知名的针织制造、牛仔制

造和毛巾制造企业。Interloop 纱线厂的产量部分外供，部分自用，而且袜品生产所需的

纱线部分也来自外采。也就是说，公司的纱线产能并非完全对应袜品生产需要的原材料。

我们判断，公司在纱线产品的交易原则是，既保证内部使用的安全量，也考虑了市场价

波动带来的收益。 

表 1 Interloop 工厂分布及产量/能情况 

工厂 年份 所在地 年产量/能 

袜品       

一号袜品工厂 2003 巴基斯坦，费萨拉巴德 1.7 亿双 

二号袜品工厂 2006 巴基斯坦，费萨拉巴德 1.8 亿双 

孟加拉袜品工厂 2010 孟加拉 3600 万双 

三号袜品工厂 2011 巴基斯坦，拉合尔 1.7 亿双 

斯里兰卡袜品工厂 2017 斯里兰卡 N/A 

四号袜品工厂 2018 巴基斯坦，费萨拉巴德 1500 万双 

五号袜品工厂 2019 巴基斯坦，费萨拉巴德 预计产能 2.07 亿双 

纱线       

一号纱线工厂 2005 巴基斯坦，费萨拉巴德 
1.4 万吨 

二号纱线工厂 2014 巴基斯坦，费萨拉巴德 

印染 2006 巴基斯坦，费萨拉巴德 4928 吨 

牛仔裤 2019 巴基斯坦，拉合尔 预计产能 1200 万件 

无缝运动服 2019 巴基斯坦，费萨拉巴德 预计产能 650 万件 

其他针织服饰 2019 巴基斯坦，费萨拉巴德 预计产能 6500 万件 
 

资料来源：Interloop 招股书、2019FY 年报，海通证券研究所 

注：产量数据为 2018FY，预计产能为达产后规划 

 
 
 除了生产环节的一体化，Interloop 也延伸了前端的业务环节，2007 年公司在北美

设立了办事处，为企业提供流行趋势分析，发现新产品，创造增长点，同时负责设计研

发、营销、销售、仓储和物流服务。此后，公司在中国、日本、欧洲分别设立办事处，

更接近客户有利于加强沟通，了解当地流行趋势，快速反应客户需求，接近原材料产地

有利于更好把握原材料价格波动，灵活组织采购，管控缩短前导时间。 

Interloop 的袜品生产具备规模，并自建配套系统，完成一体化产业链，同时延伸前

端销售点，加强客户服务，已经形成有一定规模效应，并通过垂直延伸实现提升整体链

条的反应速度。 

1.3 持续扩产：袜品、牛仔裤新增产能 

公司在 2000 年之后持续扩张产能，在 2019 年上市期间更进一步加快产能的扩张，

一方面继续提升在袜品领域的优势，同时扩展制造品类至牛仔裤。根据招股书，公司新

增的产能在袜品和牛仔裤业务上。为新增袜品产能设立五号工厂，项目预计投资 45 亿

巴基斯坦卢比（约 2.7 亿元人民币），工厂设备、土地房屋、电能配套和其他杂项开支占

比分别为 60%、19%、20%和 1%。牛仔裤产能项目预计投资 68 亿巴基斯坦卢比（约

4.1 亿元人民币），工厂设备、土地房屋、电能配套和其他杂项开支占比分别为 58%、32%、

8%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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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Interloop 资本开支规划 

  资金需求 占比 

  亿巴基斯坦卢比 亿元人民币 % 

袜品五号工厂 
  

  

工厂及设备 26.98  1.62  60% 

土地及房屋 8.72  0.52  19% 

能源配套 9.03  0.54  20% 

其他杂项 0.31  0.02  1% 

合计 45.04  2.71  100% 

牛仔裤工厂 
  

  

工厂及设备 38.93  2.34  58% 

土地及房屋 21.93  1.32  32% 

能源配套 5.29  0.32  8% 

其他杂项 1.35  0.08  2% 

合计 67.50  4.06  100% 
 

资料来源：Interloop 招股书，海通证券研究所 

注：按巴基斯坦卢比：人民币=1:0.0602 换算 

 
 
 新工厂仍然设在费萨拉巴德，占地 38 英亩（约 230 亩），按 2019 年中的进度更新

看，目标容纳 1280 台织机，年产量目标为 2.07 亿双。以规划投资之初的设备投资估算，

织机采购价格约为 12.5 万元人民币/台。 

2019 年中，第五袜品工厂的平整工作已完成，主建筑的土建仍在进行中，小范围内

已开始生产，已实现月产 90 万/双（年化 1080 万双/年），到 2019 年底，单 12 月产量

已达到 254 万双（年化 3048 万双/年），产能爬坡稳健推进。公司预计 2020 年 3 月底前

再增加 90 台织机，员工数达到 900 人，实现日产 18 万双。目标该工厂达产时合计拥有

织机 1280 台，年产能达 2.07 亿双。 

2019 年底，牛仔工厂已经完工，配套工厂也已到位，工人操作熟练度逐步提升，截

至当年底，产能达到 2 万件/天，产量为 1.65 万件/天，达产率 82.5%，目标在 2020 年

3 月底前实现满产生产。二期规划在 2020 年底完工，届时总产能将达到 4 万件/天。 

2. 稳固老业务，拓展新品类 

Interloop 生产的袜品中，主要的是棉袜产品，另外利用原有的管理和生产技术，拓

展了丝袜和紧身裤产品，袜品种类丰富齐全，公司在拓展生产品类上已具备经验。在袜

品销售过程中，公司积累了诸多品牌客户资源，包括 PUMA、NIKE 等运动品牌，H&M、

优衣库等休闲品牌，以及 PRIMARK、JCP 等零售商品牌。这些品牌多同时兼有服装销

售，公司认为丰富的品牌资源可叠加应用。 

拓品类的方向放在所在国有产业优势的牛仔裤业务、服装流行品类无缝运动业务、

以及其他针织类服饰。2018 年开始土建的牛仔裤工厂，规划 2021 年产能达 1200 万件/

年，并规划同年实现针织衫、无缝运动产能分别达 6500 万件/年、650 万件/年，目标成

为多品类的服装制造商。 

2.1 基固根深：袜品客户稳定保增长 

2019FY 公司袜品的产量为 5.2 亿双，收入 375 亿 PKR（约 22.6 亿元 RMB），

2014-2019 年收入复合增速 11%。袜品是 Interloop 创始之初的业务，也是公司的核心

产品，主要产品包含棉袜、丝袜和紧身裤等。Interloop 的丝袜和紧身裤产品利用原有的

管理和技术能力，可以发展女士、婴童的丝袜，专精复杂的印花图案和刺绣工艺。 

生产采用高档原材料，应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在严格的品控系统监控下，制造舒适

性强、有功能性、符合美学标准的优质产品。Interloop 的产品不仅可供不同的色彩、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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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季节，还可适应不同的版型或编制工艺，所以可服务的行业不仅包括运动和时尚，

还包括医疗、工装、可回收/可降解等环保领域。 

我们认为制造业产品的高水平是建立在生产难度的基础上的，所以扩产需兼具资本

和生产管理两个方面共同作用。Interloop 公司坚持应用意大利高档机器设备决定了资本

投入大，公司 1992 年创立时仅 10 台织机，到 2000 年新增 400 台织机，也反映了在公

司起步之初的难度。 

正是因为在投入、生产等方面的高要求，导致了公司产品可享受行业高毛利率，

2014-2019 年平均毛利率为 27.2%，从 2014FY 的 23.9%提升至 2019FY 的 31.9%。公

司合作超过 10 年的客户包括 Tesco（10+）、JC Penny（10+）、PUMA（15+），前两家

均为渠道品牌，而合作时间较短的有 NIKE（5+）、H&M（5+），均为运动和休闲领域的

龙头品牌。我们认为，品牌商在开发、品质上要求更高，对于制造商来说可从中获得更

高的毛利率。 

Interloop 和全球知名的运动、休闲以及零售商品牌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这种持

续的合作是基于公司的一条龙服务，公司在全球设立服务点，靠近客户，提供包括市场

情报分析、流行趋势预测、产品设计和研发的支持。所以，公司的客户有知名度高、合

作稳定的特点，运动品牌客户中除了 PUMA 和 NIKE，公司同时也为 Adidas、锐步、TSS

等供货，休闲品牌中除了 H&M，也服务 Primark、C&A、B&F 品牌，而在零售商品牌中

除了 JC Penny 和 Tesco，也与 Target 有合作关系。 

图4 Interloop 合作的客户分布 

运动品牌 休闲品牌 零售商品牌

 
资料来源：Interloop 招股书，海通证券研究所 

 

2.2 开疆拓土：新业务含牛仔裤、无缝及针织 

公司在袜品领域经过 28 年的经营，已经具备生产一体化的经验，相似的管理运营

能力可以借鉴到其他服装品类上。而且，公司服务的客户多为服装品牌，零售渠道的客

户也同时有服装销售业务，所以如果公司拓展新的品类，就可以更有效地协同利用现有

袜品客户，为老客户提供新产品品类供货，提升挖掘现有客户资源的价值。公司已经在

进行拓展的新品类包括牛仔裤、无缝运动及其他针织类服装。2018 年公司投资 3.01 亿

PKR（约 1800 万 RMB）成立专门子公司（IL Apparel Limited.）负责拓展服装类业务。 

牛仔裤是开发最早、现有产能最大的新业务。公司开发牛仔业务基于三个主要原因：

1）产地集群优势；2）客户需求重叠；3）市场成长有新催化。  

 巴基斯坦近年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牛仔产业集群，成为纺织出口业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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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上看，面料和成衣的比例为 3:7，成衣的毛利率高于面料。全国产能达到 5

亿平方米/年，牛仔产品的出口占纺织业出口的比例达 10%~15%，占比上看已

具备重要性，说明巴基斯坦在牛仔类产品生产上具备先发优势。 

 牛仔服装的主要消费地为美国和欧洲，2019FY Interloop 袜品出口到美国和欧

洲的占比达 79%，两产品主要客户所在地重合。根据 Interloop 的规划，牛仔

裤业务的发展将从现有客户出发，同时开发新客户。公司原有的袜品业务，已

与客户建立优良交易记录，证明了自身有能力在限时交期内，按照质量标准，

提供具备规模的产品，牛仔业务的客户拓展将从中受益。 

 人均收入的提升+电商的发展，是新业务的新机会。公司强调在电商环境下消

费品的机会，由于电商消除了消费场地的限制，可以将市场延伸至全球范围，

Interloop 可通过挖掘新客户，占领市场份额。 

因此，公司在原袜品三号工厂所在的城市拉合尔新建牛仔工厂，2018 年 11 月开始

土建工程，到 2019 年 11 月已经按计划完成一期建设，牛仔工厂和配套工厂均到位，工

人进场，操作熟练度逐步提升，截至当年底已外发 36 万件产成品至欧洲和北美，产能

达到 2 万件/天，产量为 1.65 万件/天，达产率 82.5%，目标在 2020 年 3 月底前一期项

目实现满产生产，公司预计二期在 2020 年底完工。 

公司将牛仔服装定位在针织牛仔裤品类，面料原材料采用外采形式，公司规划切入

牛仔裤生产领域具备优势，一期进度顺利，公司预计待二期产能完成后，牛仔裤总产能

将达到 4 万件/天，合计产能 1200 万件/年。我们认为已经有服装制造经验的工厂，若积

累足够的针织产品生产经验，有利于拓展其他针织类产品的制造业务。 

图5 牛仔裤产能爬坡情况（万件/天） 

0.0 

0.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Q3-19 Q4-19 Q1-20 Q2-20 Q3-20 Q4-20 Q1-21
 

资料来源：Interloop2019FY 年报，海通证券研究所 

运动无缝产品也是公司服装业务的新方向。Interloop 建立了一个试验工厂生产无缝

类的运动产品，现月产量为 9 万件，目标 2020 年新增 50 台织机以达到 27 万件/月的产

能，2021 年再新增 100 台织机并达到 54 万件/月的产能。产品包括功能性的内衣和男女

运动服，根据人体测绘技术搭建版型，符合多样的身材体型，运用四面弹面料和无缝工

艺，提升穿着舒适度、减少运动中的摩擦。 

公司的无缝产品在北美分公司的协助下，创立了自有品牌“Xterity 3.0”，于 2018

年 10 月在亚马逊售卖，美国设计、巴基斯坦制造，充分利用两地比较优势。产品包括

可供女士全天穿着的瑜伽服，以及供男士的抗臭功能性 T 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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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自有品牌“Xterity 3.0”线上产品 

 
资料来源：亚马逊，海通证券研究所 

除了牛仔裤和无缝运动，公司的服装厂也有能力生产其他针织服装产品。2019 年 1

月，Interloop 在服装子公司 IL Apparel Limited.下，设立了一个针织试验厂，生产 T 恤、

内衣、运动衫、绒外套产品。该工厂拥有 540 台缝机，其中 40 台用于配合产品开发部

门，快速响应客户打样需求。在现有针织工厂的基础上，公司计划垂直延伸针织服饰产

业，形成一体化综合体，其中将容纳 175 台针织缝机，70 吨/天的印染机后整理产能，

预计服装产能 540 万件/月。 

图7 Interloop 其他针织服饰制造厂 

 

资料来源：Interloop2019FY 年报，海通证券研究所 

3. 竞争力：以“可持续”为核心  

Interloop 把“可持续”性作为企业发展的重点，可持续性不仅仅在于环保和节能方

面，也在于公司发展的持续性。创始人曾经提到过，巴基斯坦天然在制造效率上低于其

他制造大国，另外随生活水平的提升，制造工种的招工会必然产生困难，所以需要从提

升设备自动化着手，储备制造能力的可持续性，而不是一味得寻找廉价劳动力。除了设

备外，积极培养员工，保持核心、管理人才梯队，也有利于公司团队长期可持续的稳定。 

所以，Interloop 注重开发和科研方面，设立产品研发和科研中心，从设计和专利技

术两个方面提升核心竞争力。其中，产品的设计与客户的需求息息相关，所以在客户所

在区域设立办公点，以抓取流行、设计研发为主，同时担任了销售和协调物流运输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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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公司将业务环节深挖研发，销售环节向客户靠拢，全面提升竞争力。 

3.1 不吝研发，精益“人”和“厂” 

注重自有的创新和研发，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竞争壁垒。在 Interloop 开发包括产品创

新和科技研发两个方面，产品创新是在产品的系列、款式、色彩上推出新的创意，科技

研发则是在技术、面料、工艺等方面进行探究。 

2004 年公司单辟了一个部门，配备 4 台织机，服务当时对产品创新的需求，该部门

在 2014 年完善成为正式的产品开发部门，2019 年该部门已配有 100 台织机服务开发。

部门内的实验室拥有完整的最新颜色开发机器，负责依照客户需求开发产品，统计测算

特制要求在规模生产中的成本，并对生产流程进行调试改进。 

2013 年公司在巴基斯坦东北部城市费萨拉巴德成立“研发和创新中心”，配备有先

进的高科技机械设备、现代化的实验室、以及研发能力卓越的团队，负责工艺处理、特

殊纱线、后整理环节操作等方面的开发。该中心的研发，负责从产品的雏形设想——到

试生产——和最终产品商业化量产全过程，从零到有均由研发中心主导完成。至今，该

中心已取得一定成果，在全球有超过百项策划、三项获批专利、两项在审专利、以及超

过 20 个在应用的注册商标是由该中心发布的。 

与鼓励研发提升竞争力的思路一致，公司在提升制造效率方面也相当重视。公司的

创始人曾说过：巴基斯坦的发展是因为效率低下而缺乏竞争力。所以他非常推崇关注人

工和设备的生产效率。因为熟练技工短缺、法定最低工资增加，会侵蚀毛利，公司在美

国和日本的前丰田雇员的帮助下，实施精益生产，目标 2 年内提升 30%的生产效率，以

减轻工资成本的上涨。 

Interloop 为客户提供一条龙服务，其中包括市场情报分析、流行趋势预测、产品设

计和研发支持。 

我们认为，现代的消费和制造的环境都在不断变动——终端产品不断迭代，全球化

环境下低成本制造地不断涌现，传统行业的公司想要保持竞争力，如何转型至关重要。

Interloop 认为，企业成功转型的关键在于“速度”，体现为在打样、生产环节的提速，

通过流水线化生产流程、创新工作方式、数字化供应链，以成为南亚同行中反应最快的

佼佼者为目标，推动高效运营和可持续性的生产制造。 

3.2 触点布全球，聆听客户一线需求 

下游客户分布在全球多个国家，随着销售规模扩大，公司与客户的合作也更加紧密，

2007 年在北美成立办事处，在美的办事处主要职责是为企业提供流行趋势分析，发现新

产品，创造增长点，同时负责设计研发、营销、销售、仓储和物流服务。2009 年荷兰办

事处，2012 年在中国成立办事处用于负责采购高品质纱线、染剂等其他原材料，接近原

料地除了能够更容易掌握价格，控制成本外，也利于缩短因采购原材料带来的前导时间。 

公司也与瑞士的 Global Veener Trading Limited、荷兰的 Eurosox Plus BV 签订服

务合约，帮助公司识别新的袜品增长点，提供流行分析，运营销售、宣传、仓储和物流。 

至此，公司不仅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拥有产能，全球范围内，在日本、

中国、欧洲和北美布局销售办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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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Interloop 全球布局制造、销售点 

制造点
服务销售点  

资料来源：Interloop2019FY 年报，海通证券研究所 

3.3 表内优势：人工、制造费用、所得税率 

亚洲除中国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被认为是承接中国制造业的新选择，发展程度的

差异决定了新兴国家的制造成本低于中国。低制造成本体现在原材料价格、工资、能源、

所得税等几个主要方面。 

原材料上看，棉袜产品使用的原材料为棉纱，棉纱的主要上游材料为棉花。中国国

内受到棉花进口配额的限制，多采用内棉，而亚洲其他的国家则可选择产棉大国美国作

为原料采购地。中国内棉价格长期高于以美棉为代表的外棉价格，海外制造商可从中获

得成本优势。以 2019 年初以来的均价看，中国国内棉价均值为 1.42 万元/吨，美棉均价

为 1.20 万元/吨，国内棉价高出 18%。 

制造相关的费用看，人工工资的差异比较显著，巴基斯坦月均基本工资约合 1069

元/月，中国重要的用工省市最低工资均高于巴国，而且从中国实情来看，蓬勃发展的第

三产业带动了整体廉价劳动力价格，制造业人工成本显著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用电能

源方面看，巴基斯坦、越南、柬埔寨对比中国各有高低，法定企业所得税上略有差异。 

测算得中国生产成本高于巴基斯坦 13%：我们将 Interloop 的生产成本简化拆分为

原材料、人工类（包含工资及退休补助）、能源和其他，各项成本占比分别为 59%、22%、

8%和 10%（2019FY），并假设： 

i. 以棉价差异推测原材料差异； 

ii. 假设巴基斯坦人工效率为中国的 75%； 

iii. 假设其他杂项不变； 

也就是说，假设管理效率一致、生产相同的产品，中国的生产成本高出巴基斯坦

13%。 

表 3 中国与亚洲制造型新兴国家成本对比  

  中国 巴基斯坦 越南 柬埔寨 

最低工资 
深圳2200元/月、浙江1500

元/月、河南 1500 元/月 
1069 元/月 1260 元/月 1274 元/月 

工业用电 0.6684 元/千瓦时 1.029 元/千瓦时 0.562 元/千瓦时 1.043元/千瓦时 

企业所得税 25% 30% 20% 20% 
 

资料来源：发改委，深圳、浙江、河南人社局，GlobalPetrolPrices，Vietnamnews，Trading Ecomonics，海通证

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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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测算中-巴生产成本差异约 13%  

中国 Interloop

62%

24%

5%

9%

57% 23%

8%

12%

原材料

人工类

能源

其他

 
资料来源：Interloop2019FY 年报，海通证券研究所 

如果下游客户按照同一产品全球同一报价的原则，那么 13%的成本差异会导致不同

地区的生产在毛利端就形成显著差异。但依据我们的推测，品牌商和制造商间通常以成

本加成的方式定价，那么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巴基斯坦这样的成本优势则是通过竞价

竞争力体现。另外，虽然中巴法定有效税率差异不大，但是 Interloop 获得了更低的有效

税率，2019FY 公司有效税率为 4.2%，对比中国纺织企业有效税率均值高达 18.3%

（2018）。我们判断巴国政府对本国纺织产业更为重视，或通过优惠税率和各种附加政

策降低纺织业企业所得税。 

图10 Interloop 生产成本拆分（2019FY） 

原材料

仓储

编织加工费

员工工资

员工退休补助

能源

维修维护

保险

 

资料来源：Interloop2019FY 年报，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1 中国纺织有效税率 VS. Interloop 有效税率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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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国均值(2018) Interloop(2019FY)
 

资料来源：Wind，Interloop2019FY 年报，海通证券研究所 

注：上市纺织制造剔除亏损企业和极值 
 

从利润总额/收入比率看，过去 6 年 Interloop 的均值为 12.4%，健盛集团为 16.8%，

Interloop 与健盛的差距为 4.4pct，而净利率对比下，Interloop 过去 6 年的净利率均值为

11.9%，反而高于健盛的 11.0%，这里便是由有效所得税率的不同造成的。 

------------------------------------------------------------



                                                     行业研究〃纺织与服装行业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15 

图12 Interloop V.S.健盛集团利润总额/收入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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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nterloop2019FY 年报，2013-18 健盛年报，海通证券研究所 

注：2019FY 对应健盛集团 2018 年报，以此类推 
 

图13 Interloop V.S.健盛集团净利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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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loop 健盛集团
Interloop均值 健盛集团均值

 

资料来源：Interloop2019FY 年报，2013-18 健盛年报，海通证券研究所 

注：2019FY 对应健盛集团 2018 年报，以此类推 
 

3.4 表外优势：关税协议、地理运输 

2004 年巴基斯坦和欧盟签订合作协议，2012 年欧盟与巴国将此协议升级为五年规

划，2014 年起巴基斯坦 2/3 的出口至欧盟的产品可享受接近零关税待遇。巴基斯坦约

80%的纺织品出口至欧盟，低关税协议帮助当地纺织业显著提升了竞争力。 

巴基斯坦地处欧亚之间，相比中国、越南和柬埔寨更靠近欧洲消费目的地，从占比

上看，Interloop 欧洲收入占比达 45%（2019FY）。从下图，可见亚洲主要的服装制造国

到主要的服装消费目的地的运输路程差异。我们认为比较明显的结论为：1）亚欧交接

处的制造地，相比其他亚洲制造国，地缘上更容易服务欧洲客户；2）如果制造企业多

地布局，则更容易满足不同地区消费国的运输、交货需求。 

图14 制造国—→消费国运输路线示意图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4. 可复制的优秀，行业的共荣 

Interloop 2019FY ROE 为 29.1%，2014-19FY 均值为 29.4%，我们认为这说明服

装制造业，如果管理得当，有获得超高回报率的可能性。 

Interloop 袜品业务一体化规模生产，为有品质需求的中高档客户服务，享受高毛利

溢价，2019FY 公司毛利率达 31.9%，2014-19FY 均值为 27.2%，为高净利率（2019FY

为 13.9%）建立基础。 

对比之下 2018 年健盛集团扣非净利率为 11.5%，我们认为，两家公司在盈利能力

上有相似之处，若健盛集团在资产的周转效率和杠杆水平上向 Interloop 靠拢，有望实现

ROE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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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规划新增 50%棉袜产量 

公司现在巴基斯坦有 4 个袜品工厂和 1 个纱线工厂，另通过关联和收购企业分别在

孟加拉和斯里兰卡各运营一间工厂，现有织机数超过 5000 台，年产袜品超过 5 亿双

（2019FY）。公司的袜品制造已具备规模，相应的一体化产业配套有利于提升产业链效

率。和其他优质的成衣工厂一样，Interloop 也非常注重印染和包纱环节。配套印染产能

有利于保证生产质量、缩小前导时长、有效控制成本及降低环境污染。在印染环节，公

司也配备了自动化的印染机，自动染料投放和配料系统，同时内建包纱设备服务印染环

节。Interloop 纱线厂合计设计产能为 1.4 万吨，2019FY 实际产量 1.2 万吨，仍有空余

产能足够满足新增的生产需求；印染厂配有 14 台纱线印染机，设计产能为 4928 吨。 

纵向产能的设备均为最新的机器机械，意大利的织袜机、西班牙的后整理机以及意

大利的印染机，保证在混合标准的大批量订单和定制化的小批量的需求间实现顺畅的生

产转换。 

袜品垂直的生产线完善后，公司在 2018 年开始筹建规划新制造品类，规划重点放

在牛仔裤、无缝运动和其他针织服饰品类上，开始向成衣制造的主要品类衣裤类发展。 

2019 年 4 月 5 日 Interloop 在本地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股份募集约 49 亿 PKR（约

3 亿元 RMB），用于新增袜品和牛仔裤业务，当时两项业务需新投入 108 亿 PKR（袜品

45 亿 PKR，牛仔裤 68 亿 PKR, 约 6.5 亿元 RMB），IPO 募集不足部分，通过发行约 63

亿 PKR 的债券（约 3.8 亿元 RMB）补充。 

第五个袜品工厂 2019 年初开始试生产，2019 年中已实现月产 90 万/双（年化 1080

万双/年），公司目标 1280 台织机，年产量 2.07 亿双，预计新工厂达产后，整体产量将

达到 7.8 亿双/年，较现有产量增约 50%。 

公司在 Lahore 的三号工厂附近建设新的牛仔服装工厂，2018 年 11 月开始土建工

作，2019 年 11 月完成建设，设备入场并开工生产，目标 2020 年 11 月最后一批设备到

位，按公司规划 2021 年起牛仔服装工厂将有能力达产生产。 

4.2 依托欧美市场，6 年收入复合增 11% 

公司 2019FY 实现收入 375 亿 PKR（约 22.6 亿元 RMB），同比增长 20%，从出口

目的地看，欧洲和北美为最主要的客户所在地，欧洲、北美、亚洲和南美的收入占比分

别为 45%、33%、11%和 1%，出口比例合计 90%，剩余 10%面向巴基斯坦本国市场。 

2014-2019 年收入的复合增速为 11%，2019FY 净利润 51.9 亿 PKR（约 3.1 亿元

RMB），同比增长 34%，2014-2019 年复合增速为 19%。 

图15 2014-2019 年收入复合增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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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nterloop2019FY 年报，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6 2014-2019 年净利润复合增速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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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nterloop2019FY 年报，海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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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Interloop 主要出口目的地为欧洲和北美 

欧洲 45%

北美 33%

巴基斯坦
10%

亚洲 11%
南美 1%

 

资料来源：Interloop2019FY 年报，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8 袜品销售单价约 4.35 元/双（2019FY，元/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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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nterloop2019FY 年报，健盛集团 2017-18 年报，海通证券研

究所 

注：2018、19FY 分别对应健盛集团 2017、18 年报 
 

4.3 高效运营，保证高 ROE 

前文（2.1）分析客户结构时，我们发现相比已与 JCP、Tesco 等零售品牌商有较长

的合作时间，公司与一些知名的运动品牌如 NIKE 或知名休闲品牌 H&M，合作时间不足

10 年。我们的经验看，国外品牌与制造商建立紧密合作从接触洽谈开始，要经历多层验

厂、重复试单的过程，确立合作关系后，下单也会从较少的订单量开始，建立信任后订

单量才会逐步提升。 

2014 年公司毛利率为 23.9%，逐步提升至 2019 年的 31.9%，历史均值为 27.2%，

在这段期间，公司的主要客户中新增了 NIKE 和 H&M 品牌。同时，Interloop 的净利率

也维持高水平，2019 年净利率为 13.9%，2014-2019 年均值为 11.9%。 

图19 Interloop 毛利率逐步提升，2019FY 为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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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nterloop2019FY 年报，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20 Interloop2014-2019FY 净利率均值为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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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nterloop2019FY 年报，海通证券研究所 
 

Interloop 产能提升、资产周转效率提升，2019 年资产周转率为 0.92（次），2014-2019

年均值为 1.00（次）。高净利率、高周转率，同时维持健康的杠杆水平，2019 年 ROE

达 29.1%，2014-2019 年均值为 29.4%。我们认为，纺织服装板块中的制造型企业，在

拥有稳定高质客户、保持高效运营的情况下，袜品生产制造行业也可以获得高 R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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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Interloop V.S.健盛集团杜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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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nterloop2019FY 年报，健盛集团 2018 年报，海通证券研究所； 

注：Interloop、健盛分别为 2019FY、2018 年报 

前述我们在 3.3 中测算发现，巴基斯坦的制造商，受益于当地的低生产成本，有机

会获得产品竞争力优势。过去 6 年，Interloop 的毛利率均值为 27.2%，健盛棉袜的毛利

率均值为 27.8%，两者差异仅 0.6pct，差异不足以达到测算的差异 13pct（3.3）。从均

价看，2018-19FY Interloop 单价均价为 3.87 元/双，2017-18 年健盛棉袜均价为 3.67

元/双。 

理论上，有生产成本优势的制造，可能会有更高的毛利率和出厂价。如果两者出现

了矛盾，我们判断这里有两种可能性： 

 依我们的经验，不同的品牌商的产品定位不同，报价体系也不尽相同，如果客

户档次相近，但重叠度不高，可能因为客户和产品需求的不同造成差异。 

 另一种可能性是效率差异导致的。虽然低生产成本的国家，在单位成本计算中

应当低于中国，然而当大规模生产时，结合良率、效率等方面，若整体看逊于

中国制造，损耗侵蚀了本应有的高毛利，这样会对毛利率形成侵蚀。 

最近一期年报 Interloop和健盛集团公司整体毛利率分别为 31.9%、28.0%，Interloop

高出健盛 3.9pct，然而，利润总额/收入的比率上，健盛高出 Interloop 4.4pct。 

图 21 杜邦分析中，净利率的差异主要由有效税率带来（图 11），健盛集团税前的高

利润率，说明运营环节上健盛更具备优势。关于健盛集团“资产周转率”和“权益乘数”

两指标的说明，可详见深度报告《扬帆打造全球针织运动服饰制造领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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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至此，我们再来解答本文开篇的三个问题： 

1) 袜品制造是否能否能实现高毛利率、高 ROE？ 

对照海外同类公司可见，袜品制造存在客户和生产上的壁垒，有高 ROE 的基础。 

2) 此类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何在？ 

规模效应、精益生产、纵向一体化布局形成护城河。客户也更容易向可大量稳定供

货、产业链更完善的制造商集中，马太效应下集中度可提升、竞争力可稳固。 

3) 长期看，这样的公司会发展成什么形态？ 

通过从 Interloop 的扩展节奏看，已不再限于袜品制造，并延伸至牛仔裤、无缝运动

及其他针织服饰，业务向其他成衣产品拓展。生产地分布看，Interloop 从本国巴基斯坦

出发，向海外探索孟加拉、斯里兰卡生产基地。所以我们认为，有能力的单一品类成衣

企业，若能通过拓品类实现多种服饰的生产覆盖，和全球多地的制造布局，将有可能成

为具备全球影响力的服装制造龙头。 

6. 风险提示 

健盛集团：经济恶化，竞争加剧，越南与国贸易协定取消的风险。 

Interloop：经济恶化，竞争加剧，巴国与其他经济体贸易协定取消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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