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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管理

上海发展服装创意产业的现状与对策
李红燕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1209)
摘要：分析了上海服装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人才、设施、发展模式、运行机制方面的优势及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力度、加快人才培养速度、培育服装创意产业园区、推进服装创意产业集群化等发展上海服装创意产业的对策与建议，为上海服
装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战略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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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developing clothing creative
industry in Shanghai
LI Hong-yan

(Humanities College, Shanghai Second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dvantages and shortcomings of culture, personnel, facilities, development model
and operating system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lothing creative industries in Shanghai are analyzed. The
suggestions are as followed: firstly, strengthe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econdly, speeding up
the rate of personnel training; thirdly, training clothing creative industry parks; fourthly, promoting clothing
creative industries cluster development. These suggestions will provide strategic development ideas for
development of clothing creative industries of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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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产业的概念始于1998年，由英国的“创意产

元产值，创意产业的发展规模和程度已经成为一个

业特别小组”率先提出。该小组将其定义为：源于个

国家或行业综合竞争力高低的重要标志，几乎所有

人创造力、技能和才华的活动，通过知识产权的生成

领域都由创意的激发而决定着竞争力的强弱[2]。全国

和利用，使这些活动发挥创造经济效益和就业的成

政协副主席历无畏则表示：综观全世界有影响的大

[1]

效。按其定义，服装设计成为创意产业之一 。对服

城市，无一例外都是创意产业集中发达的地区。这

装创意产业的具体界定如下：以服装设计师的创新设

些地区以富有特色的创意产业闻名世界，其国际大

计为核心，创意与经济相结合，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服

都市的地位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和文化创意产业

装产品构成的产业。

的发展密切相关[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从粗放经营向集

综合当前形势，上海只有通过推进创意产业的发

约经营的产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时装业逐步

展，才有利于占据产业价值链高端，促进产业结构升

与国际接轨，为服装创意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级。据上海发改委透露，根据上海“十二五”产业

础。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城市，但离成为真正的国

发展规划，创意产业将成为上海市“十二五”中新的

际大都市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提升自身的综合竞

支柱产业，而先进制造业或淡出支柱产业范畴。上海

争力是根本。目前全世界创意经济每天创造220亿美

将围绕建设全球“设计之都”的目标，推动以“大设
计”产业为核心的创意产业发展，发展壮大文化及创
意产业，推动形成新的支柱产业。工业设计产业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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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纺和服装服饰设计产业将成为上海创意产业发展的
重点领域[4]。纺织服装业是中国最早发展创意产业的
行业，创意的概念渗透在纺织服装业的各个环节，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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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该行业的快速发展，并取得了明显的经济与社会

2005年2月18日，上海首批11家“原创设计大师

效益。这一实践证明，中国服装产业是发展创意产业

工作室”正式授牌，涉及服装设计、视觉设计、玉

最适宜的空间之一。

雕、金属工艺品、绒绣等10个领域。这些“原创设计
大师工作室”的落户，更是为上海的高档服装业、工

1

上海发展服装创意产业现状

艺品设计业等注入了崭新的原创设计的元素。

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上海全市创意产业总支出

1.2

人才资源优势

3 900亿元，增加值从2004年的493亿元增至1 148亿

上海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各类有才华的服装创

元，占全市GDP的比重从5.8 %提高到约7.7 %。目前，

意人才汇聚于此，成为发展服装创意产业的优势之

上海的创意产业已初步形成研发设计、建筑设计、文

一。上海市众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企业所属研发

化传媒、咨询策划、时尚消费五大门类，其中研发设

部门拥有数量庞大的研发人员，构成了上海本土服装

计、建筑设计2009年产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了

设计业的中坚力量。

23.6 %和18.9 %。同时，上海的集群化发展的格局日

东华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均是培养服装专业

益凸显。截至2009年底，上海全市共有80个创意产业

人才的高等学府，东华大学更是中国最早培育服装专

集聚区，入驻企业达6 110家，比上年增长了54 %，

业人才的高校，也是国内主要的高素质服装人才培养

其中莫干山路M50、八号桥、尚街LOFT、1933老场坊

基地之一。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中，东华大学组成

[3]

等均已成为时尚创意产业园区中的佼佼者 。而2010

了50多人的职业服装设计项目团队，为世博会度身订

年，上海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的

制包括上海世博会志愿者、参考者服务、礼宾接待、

“设计之都”的成功，更将成为上海凝聚国际创意资

车队司机四大类职业服装设计方案，涉及基本款30多

源、促进其创意设计产业走向世界的良好契机。

套，使用了至少8项专利技术，生动展现了中国2010

1.1

年上海世博会的地域文化特点。各类服装培训学校也

多元文化氛围浓厚
一座城市的文化多元将会给城市文化带来无限的

为服装行业输送了大批人才，东华大学拉萨尔国际设

创造力，多元的思想文化是萌发创意的摇篮。历史

计学院、上海大学巴黎国际时装设计学院即是其中的

上，上海文化的特征就是开放兼容、五方共处、多元

佼佼者。

接纳。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佛罗里达教授的研究表

上海市服装研究所是全国服装行业为数不多的国

明，创意人才在对区域的选择上有一个“3T”标准。

有服装科研机构之一，历年来在服装及面料设计、国

即有创造力的人更喜欢在那些对技术(Technology)、

家标准制订、检测技术开发、相关课题研究、时装及

才能(Talent)和宽松愉悦的环境(Tolerance)重视程

职业装设计定制等方面卓有建树，获得过多项设计专

[5]

度很高的城市工作和生活 。而上海和谐、多元的人

利及发明专利，并曾为参加APEC会议的各国首脑设计

居环境无疑将吸引世界各地的创意精英。

唐装。研究所拥有以凌雅丽为首的一批极富创新精神

近年来，国际音乐节、艺术节、国际服装周、服

的年轻设计师团队，其中凌雅丽领衔担纲的上海服装

装展等创意活动频繁在上海兴办，多种思想文化的撞

研究所原创设计工作室，是2005年上海市认定的11个

击、交会、融合、吸纳，更易焕发出强烈的创新意识

原创设计大师工作室之一。

和创新机制，使上海的创意文化在不断借鉴外来文化

截止2010年，上海市的服装类企业超过3万家，

的同时而创新发展着。自2000年以来，上海不断派出

数十万人从事服装行业。丰富的教育资源和雄厚的人

代表团出访英国、德国、法国、瑞典、日本等30多个

才储备，为上海市服装创意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

国家和地区，与创意产业的同行进行广泛交流，介绍

才保障。而2010年全球最大的创意盛会“世博会”在

上海创意产业发展环境和优势，吸引世界著名设计大

上海的成功举办，更是为上海服装创意产业的发展带

师落户上海。泰康路田子坊的160多家创意企业分别

来了大量的服装创意人才、创意企业和创意组织。

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在780余位从业者中外

1.3

独特的发展模式

藉人士就超过了80名。这种开放的国际环境及对多种

上海服装创意产业发展走着一条与历史建筑保护

文化的包容性，培育了创意生长的良性土壤，为服装

紧密结合之路。上海作为中国工业文明发展的摇篮

设计人员了解国际服装创意产业发展的流行趋势、借

地，随着城市发展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一批风格独特、

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提供了重要基础。

具有艺术特色和科学价值的老厂房、老仓库，浓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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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40年代以来上海城市和工业文明的发展史。上

1.5

齐全的公共设施

海通过对这些老建筑进行创意设计和改造，在保留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进行了大规模的公共文

史风貌的基础上，为其注入新的时尚元素，使老工业

化设施建设，在“八五”(1991―1995)期间，建成了

建筑成为激发创意灵感、吸引创意人才、集聚创意产

上海影城、东方明珠电视塔、解放日报新闻大楼、

业的场所，体现了历史文脉与现代文明、城市过去与

上海博物馆新馆、八万人体育场等十大文化设施。

未来发展的传承，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九五”(1996―2000)期间，又建成上海图书馆新

并影响和带动了周边的发展，对于改善城市环境、

馆、上海大剧院、上海书城、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上

提升城市功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6-7]

。创意园区中的

海马戏城、上海科技城、上海美术馆新馆等新的十大

1933老杨坊由号称远东第一屠宰场的建筑改造而成，

建筑；同时还新建改建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鲁迅

声势最大的尚街LOFT为原三枪内衣的老厂房，田子坊

纪念馆、上海历史博物馆、龙华革命烈士陵园和面

选址于上海泰康路一个停工的厂房中，成为最生态、

向社区居民的文化中心等一大批现代化文化体育设

最有趣的创意园区。这一类创意产业园区的兴起，不

施。“十五”(2001―2005)期间，上海建成东方艺术

仅利用了闲置的厂房，还刻意保留其原貌，以历史与

中心等大型文化设施，完成上海音乐厅平移工程。

现代的交汇创造出其特有的文化氛围，成为与城市历

“十一五”(2006―2010)期间，上海进一步加快了区

史岁月保护成功结合的经典案例，从而为有机地保护

县公共文化设施和社区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和改造步

上海民族工业建筑提供了良好契机，成为上海创意产

伐，在街道乡镇层面完成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

业的一大特色，在尊重文化和历史的同时为自己赢得

学校、社区信息苑等的建设，为上海市的公共文化服

了独特的魅力。

务体系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这些设施

1.4

的建成对于展现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和风貌、推动

良性的运行机制
上海服装创意产业在发展进程中形成了政府引

城市文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全市公共文化设

导、市场运作、中介服务的良性运作机制。2005年以

施总面积已达235万m2，图书馆255家，文化馆256家，

来，在服装创意产业园区的建设上，形成了市、区政

居委(村)文化活动室的覆盖率高达94 %。自2002年起

府积极协调，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上海数字电视平台24小时提供影视、戏剧、音乐、动

共同推进的局面。其中政府的角色尤其重要，负责园

漫、教育等付费电视节目。这些都为推广、普及服装

区的区位选择和产业定位，并培育园区内企业形成战

创意产品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

略协同的软环境。

当前，上海正处在产业结构升级、经济体制转

以上海市天山路时尚产业园为例，它是在上海市

轨、社会结构转型、城市功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已经

经委的支持下，由长宁区人民政府和中国服装设计师

意识到创意产业是推动上海实现这些转变的重要力量

协会联手共同建设、以服装产业为主题的都市型工业

之一，因此，在规划城市文化发展的同时，已为创意

园区，原址为上海离合器总厂厂房。在兴建之初，国

产业的发展预留了一些城市空间，以促进这些产业的

有企业充分利用自己对原有厂房产权的优势，积极参

发展。如借治理苏州河的时机，加快沿线的文化发展

与创意产业园区建设，成为园区建设的主力军，再由

空间的规划和布局，鼓励服装文化创意产业等在此集

长宁区政府引导投资商、开发商和专业机构，进行策

中，吸引艺术设计、服装设计、动漫制作等创意人员

划、开发、管理和运营，使创意产业园区的建设飞

集聚于此。

速发展，仅于2004年当年就完成了建设、开园。在
其走向市场后，又以中国设计师协会和东华大学服

2

上海发展服装创意产业存在的问题

装艺术学院的人文资源为依托，进行服装的品牌发

虽然上海发展服装创意产业的现实条件很好，拥

布、专业设计、产品研发、人才培训等系列专业功

有国内许多其他城市和地区无可比拟的优势，但与德

能性活动，吸引了亚洲时尚联合会、毛戈平形象艺

国柏林、英国爱丁堡、法国里昂、美国圣达菲等国际

术设计学校等服装设计和时尚艺术方面的多家著名

著名创意城市相比，由于起步较晚，仍然存在着一些

创意企业入驻。在推进服装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

不利于服装创意产业发展的因素。

上海创意产业中心、上海设计中心等中介服务机构

2.1

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服装创意产业理论匮乏
服装创意产业理论是对以往的服装创意产业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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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总结，关系到上海服装创意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载体，有利于提升产业结

从整个创意领域来看，对创意产业理论研究已有一定基

构，拉开长三角地区的产业梯度，避免产业结构趋同，

础，基本可分为三大类别、两大模式，即从学科角度划

使得上海真正发挥长三角地区的“龙头”作用[9]。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上海作为长三角地

分为文学艺术、新闻传媒和产业经济三大领域，从研究

区的首位中心城市，应努力在服装产业内部分工中的

[8]

视角划分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模式 。
但仅就服装创意产业领域来看，这方面的理论研

技术环节和营销环节上取得优势，形成长三角地区主

究还较为薄弱，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服装创意产业

要的服装产业技术创新和研发基地，其他城市则将重

总体发展战略研究不足，在服装创意产业基础理论、

点放在服装产业的生产环节，形成服装制造加工的分

政策制定、产业布局、人才培养战略等方面的研究尚

支基地。截止2009年，上海已建成的服装创意产业园

显肤浅；二是在研究中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对

区不超过10个，仅在天山路时尚产业园和泰康路田子

大城市的关注多，对农村和地方的关注极少。而且大

坊进驻了一些著名本土设计师品牌。大部分服装设计

城市多集中在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地区性极不

公司关注的仍是增大服装销量，并不考虑其品牌形象

平衡。农村和贫困地区可以利用的资源本来就少，当

能否保持。尚未出现极具影响力的服装企业，未与长

创意产业的发展可以成为农村和贫困地区发展的驱动

三角地区的其他城市形成十分合理的经济分工，不利

力时，如果失去相关产业政策推动和理论指导，地区

于长三角地区各城市实现错位竞争和共同发展。
2.4

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因此，服装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理论的指导，需
要融入到世界服装创意产业队伍中寻求发展的道路，
解决发展的困境。
2.2

服装创意产业体系不健全
服装创意产业的实现需要健全的服装工业体系来

支撑，健全的服装工业体系包括从棉花种植、纺织印
染、服装设备制造、服装加工、服装配饰到辅料生
产、服装市场调研等一系列相关产业。服装生产的各

缺乏创新性
服装创意产业只有将技术创新作为核心，进行

服装产品的研发，才能在产业价值链中占据高端。
目前，上海服装产业链及衍生产业开发不够，服装
创意产品创新性较为欠缺，大都分服装企业仍停留
在加工制作阶段，出口服装全部是低端品牌或者是
OEM，国际上有影响的高端品牌几乎为空白，缺少原
创性产品，创意不到位，文化内涵有所不足，品牌
特征差。这与中国服装品牌轻设计、轻文化的传统

环节只有在紧密的沟通与配合下才能顺利完成，然而
上海服装工业体系尚未成形，服装制作与服装生产的
其他环节间的联系和沟通不够健全，影响了服装创意
产业的深入发展。上海服装工业环境和组织管理模式
尚不能完全满足服装创意实现的需求，使给服装创意
转化为服装产品的过程具有一定难度。
2.5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尚需进一步加强
创意产业的真正核心在于创新和创造力，对知识

产权的保护实际上是对人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保

有关，多数服装设计师来自学院，缺少实际体验，

护。因此，以新思想、新技巧和新技术等知识密集型

很难获得灵感。法国高级时装公会主席戈巴赫认

要素为核心的服装创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知识产权

为：法国的时尚创意来源于高级时装产业的发展，

的保护。不仅限于上海市，整个中国服装行业的知识

以及时尚设计大师们的推动。这虽然只是一家之

产权保护意识非常淡薄。服装设计虽然受到著作权法

言，但从中对时尚创意的灵魂可见一斑。而上海乃

的保护，但这种保护有其缺陷：一是中国著作权法采

至中国的服装产业大都处于服装产业链的外围，以

用自动保护原则而非注册登记，很难确定服装设计的

加工制作为主。大部分服装公司、服装加工厂等从

创作日期，因而服装企业在侵权诉讼中常陷入司法举

事的仍然是接订单式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因此

证困难的境地；二是著作权人享有相对排他权，是种

不能真正促进服装创意产业的发展。

弱保护，只能杜绝他人抄袭或模仿，不能排斥他人独

2.3

立创作完成相同或类似设计。因此，服装创意产品更

缺乏龙头企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带动不足
在2000年以前，由于上海的产业规划定位不明确，

容易遭受侵权，仅用著作权法的条文保护远远不够。

始终在第二、三产业之间摇摆，以致上海的第二、三
产业发展都较为缓慢，丧失了带领长三角地区走出低

3

端制造业的历史机遇。而创意产业以其高附加值、强渗

3.1

透力、知识密集和强大的创新能力可以成为促进上海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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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道路来看，英国创意产业的结构是政府和文化艺术

集，各种思维相互碰撞，能激发创意灵感，降低制作

创作者通过各种层次(社团、创投、顾问公司等)的民

成本，同时还能获得规模与品牌效应，吸引政府的注

间组织(如英国电影学会、英国文化资产协会等)联系

意力，进而形成对服装创意产业有利的扶持环境，为

起来，而各种民间组织之间又相互合作，推动了英国

服装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具有活力的创作基地。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因此，为加快服装创意产业发

发展服装创意产业园区具有三大优势：一是可以

展．上海可以借鉴英国的先进经验，一方面搭建各类

提高服装产业的竞争力。由于园区内众多企业具有产

政府公共平台，争取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为企业、

业关联性，一方面可以分享资源，提高效率，另一方

政府、学界的相互沟通、服装创意成果转换、服装企

面这些企业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关系形成了园区

业品脾培育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加强商会、协会、

内企业不断创新的内在动力。天山路时尚园集聚了相

联谊会、俱乐部等多种形式的中介组织的建设，使这

当多的时尚企业，由于上下游产业链配合良好，市场

些组织、社团能发挥其积极作用，协调政府与服装创

需求增多，吸引了众多国际时尚品牌入驻。这将有助

意人员之间的关系，共同推进服装创意产业的发展。

于推动上海纺织服装业从传统的纺织服装企业集聚型

如成立服装创意产业协会，广泛吸收会员参与，为其

模式，升级为品牌设计集聚型模式，推动中国纺织业

提供信息、咨询、培训等服务。

从OEM逐渐向DEM过渡。二是有利于将创意市场化。服

3.2

加强服装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转变培养模式

装创意产业园区多选址于城市的中心区域，既是艺术

上海虽然集聚了一批服装创意产业人才，但这对

家生产创意的工厂，又是创意产品交流、展示、推广

于服装创意产业的发展仅是杯水车薪。服装产业要走

的平台，如入驻上海天山路时尚园的上海张义超服饰

向世界，必须拥有大批高素质的服装创意人才。从服

有限公司，将公司2/3的面积用于服装设计师工作室，

装创意的角度来看，人才分为两种，一种是设计型人

1/3的面积用于服装产品的展示和销售。三是可以带

才，一种是管理型人才。这两种人才的缺乏将会直接

动周边区域的联动发展。随着创意园区规模效应的形

构成服装创意产业发展的瓶颈，因此必须加强对这两

成，带动了周边的餐饮业、服务业、娱乐业，以及旅

种人才的培养。但目前大学培养的人才与市场需求的

游、房地产等行业的联动发展，使创意园区成为集创

人才仍然存在着差距，这是由于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

新、交流、合作、销售、休闲于一体的时尚新地标。

与服装产业实践严重脱节造成的。

国际上多数大城市将发展创意产业集群作为促进

要突破瓶颈，必须做到三点：首先，政府应加强

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上海服装创意产业走集群

对服装创意产业人才的引进，尤其是在海外从事服装

化道路有利于增强上海的城市综合竞争力、促进产业

创意产业的优秀人才，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

结构升级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10-11] 。一方面要创造

解决其后顾之忧。在承认高学历人才的同时，对缺乏

密切配合的环境，兼具本地的独特特征及国际化的特

高学历的优秀人才，也应采取特殊的人才优惠政策予

点，以激发设计人员的创意；另一方面要注重打造园

以宽容和鼓励。其次，高等院校和教育机构应力争摆

区的品牌，对内加强园区中各合作机制的关联度，对

脱传统的以学为主的培养模式，走一条新的以产业为

外对园区进行统一的包装，举办各类艺术及交易活

核心的产学研结合的模式。学校教育以服装产业的需

动，从派对，到艺术节、时装周，加强与外部的了

求为导向，培养兼备创意思维和实际动手能力的服装

解、沟通，不断增强园区的影响力。

创意人才。并增设服装创意的课程，以及设立专业机

3.4

扩大投融资渠道

构，培养更多专业的服装创意人才，形成上海本土服

资金投入对于服装创意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技

装创意人才体系。再次，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加

术进步、人才培训及创新研发都需要充足资金的支

强与国外知名服装艺术院校和服装研究机构的交流与

持。由于从事服装创意产业的企业普遍规模不大，风

合作，取长补短，为上海服装创意产业的发展补充足

险较高，在筹集资金方面面临困难。

够的人才力量。
3.3

就目前上海服装创意产业发展来看，所需要的资

加强服装创意产业园区的构建，走产业集群发

展之路

金还有很大不足，这就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给予大力支
持，多方面、多渠道筹措服装创意产业的发展资金。

服装创意产业园区是服装创意企业及相关服务在

如鼓励社会资本进行投资经营，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

空间集中而形成的集聚区。众多创意者及企业相聚

化、社会化；由政府牵头设立多项资助计划协助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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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产业获得资金；并且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大力

研究主要集中在现状、问题及对策上，要将理论层面

吸引外资，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为服装创意产

的探讨转化为实践层面的产业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

业的发展赢得更多国际上的资金支持。

走。但最根本的一点是发展上海服装创意产业，必须

此外，上海服装创意产业也可从国内其他服装企

突出服装和创意特色，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

业的融资途径中吸取经验。如2007年11月江苏实业红

佳结合，制定适合上海城市特点的发展战略，打造服

豆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开创了民营企业

装产业核心竞争力，从而增强上海的城市竞争力，实

融资新渠道；同年，由东莞市中小企业局和中国出口

现可持续发展。

信用保险公司联合搭建的中小企业融资平台解决了虎
门服装企业的融资问题；2010年12月，由郑州7家服
装企业联合投资组成了郑州弘业担保有限公司，专门
解决郑州市中小服装企业的融资难题[12]。上海的服装
创意产业可结合上海的商业环境等特点，开拓多种融
资渠道，吸纳资金，推进上海服装创意产业的发展。
3.5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创意产业具有创意研发设计投入高而复制成本低

的特点。并且由于服装产品的创作都是来源于生活，
在服装设计的每个环节需要不同的素材进行提炼，如
何合理利用现有素材进行作品创作，而不侵犯他人的
设计作品版权，是服装创意企业应该考虑的问题。倘
若知识产权保障不足，服装设计人员在创作过程中所
做的大量投资便难以收回甚至白费，长此以往，将严
重妨碍服装创意产业和产品的持续发展。因此，知识
产权保护是服装创意产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13-14]。知
识产权的保护可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既要从理
论层面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和执法体系、服装产业发展
规划的知识产权管理和建立等制度建设，又要从实际
着手完善服装创意企业和设计师个人的知识产权保护
和利用问题。
必须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保护服装产品的
创新，在全社会形成保护和尊重创新及其成果的氛
围，为创意成果的传播及推广应用创造有利的环境，
保护中国自主服装品牌，为中国服装走向世界铺平道
路。国家立法、执法部门及服装行业协会应携手将服
装产品知识产权特别是外观设计作为法律保护的对
象，制定有效的保护手段和解决争端的机制，真正具
备对服装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制力和执行力。

4

结

语

上海服装创意产业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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