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竹子、木头、大豆的纤维也能制成毛巾，
卡通画印在毛巾上和印在纸上一样栩栩如
生……在中国毛巾市场，地处如东的南通大
东有限公司独树一帜，以恒心守初心，用匠
心铸精品，30多年来只做一条好毛巾，赢得
了市场，也赢得了一系列荣誉。

公司自 2006年以来，连续入围“纺织服
装行业 500强企业”，连续获得“全国纺织行
业产品开发贡献奖”“全国纺织行业质量奖”

“南通市市长质量奖”“全国模范职工之家”；
先后获得“江苏省学习型企业”“南通市管理
创新企业”“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等荣誉称
号；大东毛巾进入“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
标”行列。公司总经理高军等11人次先后荣
获“全国劳模”“全国纺织工业劳模”“江苏省
劳模”“南通市劳模”等称号。自 2018年起，
连续三届荣获如东县委、县政府颁发的“金牛
奖”，一跃成为全国毛巾行业的领军企业。

“一条小小的毛巾，看似普通，虽算不上
是高科技产品，但要做出别人不能做、不敢
做、不愿做的精品，没有性情如水的匠心制造
和心无旁骛的恒苦磨砺，是不可能打动客户，
收获喜悦的。”大东毛巾文化的奠基人、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高军如是说。

外向之路，如东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作为我县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南通大
东受益于国家政策，开创了如东外向型经济
的一条先河。在计划经济年代，南通大东走
出这一步很不容易。”高军说起当时的情景感
慨良多。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
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1979年7月1日，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通过，政策打开了机
遇的空间。但如东的“外向之路”却因为工业
底子薄、基础设施差等现实情况举步维艰，直
至进入 80年代后期，一位特殊客人的到来，
才真正打破这一僵局。

1985年冬，寒风凛冽，经如东人、南通轻
工局局长陆永安牵线，日本英瑞株式会社会
长吴文贵来如东考察，如东县委、县政府高度
重视，时任如东县政府县长的徐守盛，连夜前
往吴文贵下榻的政府招待所拜访，并亲自为
他挑水洗澡，这份诚意最终打动了吴文贵，当
即决定在如投资，总投资 100万美元的南通
大东由此应运而生。

南通大东正式投产 170天，就回收一个
“大东”，创造了如东前所未有的“大东速度”。

创业是艰难的，据高军介绍，公司创办的
初期，先别说那个年代一个项目从立项到获
取批文要在省市县来回奔走几十趟，就说企
业当时的条件属于“一不四没有”：没有一个
人会做毛巾，没有流动资金，没有办公室，没
有食堂，没有宿舍。为了干成这件事儿，几十
号人从早到晚，废寝忘食，从学习织造普通棉
布到学会织造毛巾；从借鉴国外设备原理到
改造老旧有梭织机性能；从织机幅面加宽到
同时排列多条毛巾织造；从少花钱“借脑袋”
到出成品“感动上帝”，大东人如同着了魔一
样陶醉于毛巾文化的启蒙，一心想着跻身毛
巾行业的圈子里分上一杯羹。然而，正当大
家刚刚拿出成品，实现外销，还没来得及举杯
庆贺的时候，一包从日本邮寄过来的快件，给
了公司所有人晴天霹雳一般的沉重打击。原
来这包快件里装的是一打混等毛巾，另外还
有一张数额巨大的索赔单。看到这包沉甸甸
的快件，在场的人一下子意识到出了质量问
题需要承受巨额索赔的严重性和可能直接失
去客户失去市场的严重后果。为了深刻汲取
这一沉痛教训，公司当即决定停产整顿，并将
这捆退货毛巾挂在车间门头整整一年，以此
耻辱警示和教育员工卧薪尝胆，把“做中国最
好的毛巾”作为大东人矢志追求的“初心”和
目标。

正是为了践行这份雪耻图腾的初心，30
多年来，大东的员工换了一茬又一茬，总经理
从第一任干到现在的第三任，毛巾从单一素
色品种发展衍生到十多个品牌上百个系列数
千个品种，大东人始终不为旁门所动，情有独
钟，醉于初心，一直埋头只做毛巾。

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如东第一个敢于吃螃
蟹的人，大东在如东历史上书写了多个第
一。第一个成立中外合资企业；第一个使用
境外资本在国内生产产品并全部实现外销创
汇；第一个创造出不到半年时间收回全部投
资奇迹的如东企业；第一个获得全国优秀外
商投资企业称号的非公企业……。

精品之路 叫响日本市场

“生产高技术含量的毛巾就必须找大
东。”这已成为国内外不少客商的共识。

在全球，人们对毛巾内在品质的要求，最
为严苛的要数日本消费者。而走在日本市场
上，只要一提起中国大东生产的毛巾，几乎所
有的商家和消费者都会立刻伸出大拇指，经
销商更是对来自大东的产品一路绿灯，免检
销售。大东毛巾成为行业高端品质的代名
词。

走精品之路，使得大东公司的产品逐步
“脱胎换骨”。公司的决策者们深知，要干成
事业，仅凭一腔热血，不仅无济于事，相反还
会失去企业发展的大好良机。为了让不会做
毛巾的人尽快走入驾驭毛巾技术的王国，公
司专门邀请了上海知名的毛巾师傅来厂指导
设备改造与革新，请专业操作技术人员手把
手地辅导工人摆梳、穿棕、引纬、查疵。同时，
聘请了日本著名的YUUKI咨询公司的资深
专家，为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们进行印花技
术培训，请他们一起与操作人员跟班调料、制
版、摆巾、水洗。在此基础上，公司专门组织
技术骨干和管理精英，去日本、去上海内野、
去大连一厂，学习毛巾生产操作与管理的好

经验好方法。经过公司上下坚持不懈的刻苦
学习，反复摸索，不仅很快将基础档次的普通
素色毛巾，做出了一点不比国外名牌企业产
品差的水准，而且还在产品结构上，逐步尝试
研发出了缎档、割绒、先织后染的毛巾、浴巾、
方巾产品，为企业实现第一波腾飞打下了坚
实基础。

为了朝着既定的目标努力，进一步学到
和掌握中高档毛巾的生产技术，公司决策层
未雨绸缪，及时将技术提升的触角延伸到高
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先后与国内多家高等院
校和国内外科研院所，立足于占据毛巾高端
技术的前沿领军地位的战略定位，建立起了
一系列紧密型的合作关系。1995年，公司主
动与南通大学联合组建了“产学研基地”，组
织技术人员专门建立了“毛巾工艺研发中
心”，有针对性地开展毛巾新技术新工艺课题
研究。同时，公司还通过先后设立省级技术
中心、省特种纤维提花面料研发中心、省企业
工业设计中心，在特殊技术领域，先后与南通
大学开展了数码印花技术和染料研制的项目
合作，与常州大学开展了草木染色项目的开
发，与日本浅野公司、可乐丽公司合作进行了
特殊纤维的技术研究和工艺应用。另外，公
司还在企业内部成立了一个由总经理牵头的
产品设计研究室，组织技术人员与骨干操作
人员一起成立了七个QC小组，专门对生产
过程中的技术性难点进行攻关和创新。通过
坚持不懈地技术研发与攻关，大东毛巾很快
在纺织服装行业异军突起，有的甚至主导或
参与了多项国家行业标准的制定，较好地掌
握了行业标准的话语权。

在企业的成长道路上，为了从传统管理
向现代管理转型，大东人在实践中已经深刻
意识到了学习对于推动企业走向成熟的重要
性。于是，他们将系统化的全员学习作为提
升团队素质的必修课。公司从 1998年起，通
过组织全员参与的学标贯标活动，在全国同
行业率先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WRAP社
会责任体系和OEKO-TEX、standard-100欧
洲生态纺织标志认证，建立健全了公司的生
产、质量、计量、安全标准化管理。

2003 年，高军在企业受到外部环境影
响，生产经营近乎跌入低谷的时候，临危受
命，接过大东毛巾的接力棒。他在困难面前，
没有徘徊退缩，而是继续传承把毛巾做到全
国最好的大东初心，提出了“百年大东，世界
品牌”的企业更高愿景。为此，高军走出了三
步好棋。

第一步，促进管理人员素质提升，邀请著
名的咨询团队专门为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举办
夏练营。同时先后引进或推行了K3、ERP、
执行力、精益生产管理，周计划周结果、以及
异常处置管理等一系列能力提升与系统管理
的方法。

第二步，激励科研人员埋头苦干，快出成
果。高军提出了“以绩效论英雄”“用成果领
报酬”“让有为者担大任”的结果思维和激励
举措。技术工人曹新雷、石宝林、沈三群等
人，10多年来，埋头钻研，由他们带领的技术
研发团队，先后拿出新产品成果120多个，获
得省级新产品鉴定9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74项。他们也因此被破格提
拔为公司级和公司中层管理精英。电气技术
员周扬 1997年从校门进厂门，20年如一日，
潜心钻研进口高档设备的维修技术和进口设
备零部件国产化的配套方案。从 2005年至
2015年的10年间，由他及他的团队不用请国
外工程师上门解决、自行攻克技术难关、自制
创新型设备等，先后为企业节约资金 2000多
万元。周扬也因此被大东人誉为“进口设备
疑难杂症的“点穴手”。他本人先后荣获“如
东工匠”“南通市青年技术标兵”“南通市劳
模”“江苏省劳模”“全国劳模”等荣誉称号。
受到了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第三步，打造一流的团队，提高全员素
质。在全厂发起了“一线大练兵”“科研大突
破”“管理大提升”的“练内功、强肌体、提素
质”活动。公司从 2014年开始，每年 1至4月
开展“全员技术大练兵”，每年5月举行“重点
岗位操作技能大比武”。年复一年，层层操

练、淘汰选拔、比武打擂、全员观摩，而且每年
评选表彰“十佳技术能手”，每两年评选和表
彰“感动大东十大技术工匠”。多年来，公司
先后有 30多人次荣获“大东工匠”的殊荣。
2016年，由大东从20名操作能手中选拔出来
的两名种子选手，在代表江苏家纺行业参加
的山东亚光全国布机挡车工操作技能大赛
上，面对高手如云的参赛人员，两名 20岁左
右的年轻人不负众望，奋力拼搏，充分展示了
灵活细腻、沉稳扎实的技术功底，一举夺得了
除东道主选手以外的团体第二名的最好成
绩。

改革之路，加速毛巾走向高端

纵观大东 35年的前进历程，公司总经理
高军不无感慨地说，一个企业35年只做毛巾
一件事，其风险与挑战是一般企业难以做到
一般常人所难以想象的。为了坚守初心，企
业唯有改革，唯有在发展中强身固本，毛巾产
品才能一次次提档升级，企业才能一步步做
大做强。

从这样的指导思想出发，大东公司 35年
来，三代领导人始终将改革和发展作为实现
毛巾精品战略的强大动力。上世纪90年代，
在企业经营状况处于如日中天的喜人形势
下，大东人面对的是满足现状、固步自封，还
是居安思危、勇于开拓的风险抉择，公司上下
统一思想，坚定地选择了“逆向思维”“二次创
业”的发展战略，对企业的老旧设备和厂房进
行了大幅度的技术改造。2003年，面对经济
全球化和市场多元化的竞争格局，果断决策
在马塘工业园区投入 5000万元，兴建了年产
4000吨的现代化毛巾工厂，及时应对金融危
机和入世以后出现的新情况。 2008年，更
大范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成了一些弱小企
业无法逃脱的噩梦，在新的考验面前，公司总
经理高军带领决策团队，审时度势，再一次迎
难而上，提出了“危机就是商机，逆境就是绝
处逢生最佳机遇”的战略选择，同时在县城泉
榕工业园区和山东济宁，分别实施了老厂退
城进区和老设备异地入股投资的重大举措，
使企业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取得了脱胎换骨、
浴火重生的重大变化。

2016年，在国家提出经济结构性调整和
供给侧改革的新形势下，企业面对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的新要求，又一次把握住了历史性
机遇，提出了“内部整合、要素重组、优化升
级、焕发生机”和“外向投资，拓展市场，优势
互补，内外依存”的十三五规划目标，并通过
两年的双线作战，全面完成了“三地资源整
合，三大工场组建，越南项目投产，两个大东
内外协同，优势互补”的大东史上从未有过的
大动作。如今，大东的产品结构更趋合理，大
东品牌已经成为国内高档化、差别化、精致
化、艺术化的象征，产品的市场占有也通过国
内高点定位和境外投资布局实现了优势互
补，融入全球化格局。

改革成为大东人孜孜以求拓展毛巾走向
精品之路的前进车轮。

改革用人制度。建厂初期，大东的招工
条件、用工门槛，曾被人们戏称为高于国家干
部的标准。但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和企业用工
荒的到来，公司在用工制度上率先“取消临时
工制度”“缩短合同制试用期”“实施入职新工
人一条龙保姆式服务”等人性化手段，在其他
企业用工难的情况下，大东一直保持着岗位
满员。

改革管理制度。由人治转变为法治，从
能人管理，转变为目标分级管理；从单纯的级
别薪酬管理转变为可量化、可评估的绩效管
理，企业呈现出无为而治的良性局面。

市场结构与市场营销理念的改革，将原
来完全依赖外销，调整为外贸、内销和自主品
牌均衡布局。营销理念由原来追求满足行业
标准、符合企业标准，转变为满足客户需求、
超越客户期望，不仅为企业控制了大量的成
本，而且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忠诚客户。

创新之路，赋予毛巾“活”的文化

道合求索大漠行，俱怀逸兴壮思飞。大

东人把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发展的内在核能，
在实践中不断赋予新的文化内涵。早在
2010年，总经理高军就主编了一本《大道无
形》的企业文化手册，响亮地提出了“做世界
上最好的毛巾”的发展愿景，阐述了大东文化
发展理念和企业奋进的核心价值观，和实生
物，和衷共济，打造“家文化”“责任文化”“共
赢文化”。

公司在创建初期，由于受到技术装备和
设计能力的限制，只能在普通织机上生产低
档毛巾。为了追求高档次高品质，2002年，
公司下狠心一次性投入 2亿多元人民币，先
后从国外引进了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瑞士苏
尔寿剑杆织机、双头卷边机、法国史陶比尔电
子提花机、日本浆纱机、田岛绣花机、德国卡
尔迈耶分条整经机等300多台套进口设备和
设施，将企业的生产规模和工艺装备水平，从
近乎原始的最低端一下子跃升到了行业的前
列。

2003 年以来，公司围绕“瞄准行业前
沿，做中国最好毛巾”的定位目标，组织技
术人员，落实攻关课题，先后选择实施了木
纤维、波浪毛巾、竹纤维双层组织涂料发泡
印花巾、非溶性弱捻提花毛巾等 60多个攻
关项目，分别进行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
的研究与创新。其中“无捻双层提花毛
巾”、“汉麻双层面料”、“有机棉双层大循
环蜂巢组织面料”等 40多项成果，在 5年时
间内捷报频传，先后获得了国家“实用新
型”、“外观设计”和“专利技术”荣誉证书，
为大东的产品功能和产品结构带来了质的
飞跃。

近年来，按照公司提出的“差别化、精
致化、高档化”的发展思路，大东人一直将

“做出别人不能做、不敢做、不愿做的毛
巾”作为企业使命，并且不断在产品创新
的理念上，向家居化、时尚化、艺术化用功
发力。

对于个性化的日用品消费者，公司非
常重视客户体验，做到研究客户需求，创造
客户感动，用心把毛巾技术做到极致。针
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人群的不同使用习
惯，专门提供不同规格、纱支、厚度、手感、
颜色、工艺类别的产品，让他们首先亲身体
验，从而满足甚至超越这些特定客户的个
性化需求。

对于有的需要毛巾吸水性好的客户，公
司科研人员通过技术开发，研制出了 5秒以
内就能将水分吸饱的“海绵毛巾”专利产品，
以远远低于国家吸水性标准为 20秒的优异
特性，赢得了客户亲睐。同时，这样的毛巾越
洗越柔软，不发粘，不发硬，不掉毛，不掉色。

对于追求柔软度、蓬松度特色要求的毛
巾客户，大东人更是想方设法，在超细纤维和
超薄工艺上下功夫。经过不到半年时间的攻
关努力，公司开发出的双层无捻毛巾、40s、60s
超柔毛巾，其柔软和蓬松感在得到用户体验
后，一致反映与棉花的舒适感没有两样，特别
深得女性客户的青睐。

大东人除了以极大的恒心追求毛巾内在
品质的极致标准以外，在对毛巾的外观质量
方面也是非常苛刻。他们要求毛巾平摊在桌
面上像一张纸一样平整。同一捆毛巾尺寸要
求整齐划一，如同刀切一般。毛巾缝边线头
长度控制在 0.2mm以内，看不到一根多余线
头。

近年来，公司研发和推向市场的雪尼尔、
无捻浮雕、数码印花、高支纱毛巾面料等新技
术、新产品，具有时尚、私人定制、奢侈品的特
征。多层纱布、低捻超柔产品、无捻双层染料
印花、高档婴儿产品、雪尼尔产品等新产品，
越来越受消费者喜爱，获得了极好的市场评
价和顾客喜爱，有的已经成为五星级以上大
型高级场所和暴富人群炫耀或者收藏的艺术
珍品。

长江的风，黄海的浪，乘风破浪去远航；
亮丽的天，和谐的地，经天纬地谱华章。面对
十四五和未来更长的时间，大东人心灵手巧
牵彩虹，五彩毛巾织春光，将发展的愿景矢志
不渝锁定在“世界品牌，百年大东”的目标追
求上，做名副其实的世界品牌，快马加鞭奔向
世界。

4 “金牛奖”企业风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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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

南通大东有限公司是如东县第一家中外合
资企业，是全国毛巾行业的龙头企业和江苏省
最大的毛巾专业生产工厂。

公司创办于 1986年，拥有全球最先进的毛
巾全流程生产线。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35年
来，专注于毛巾制品的设计和毛巾文化的传承
与提炼。为了将毛巾产品从普通大众日常生活
单纯需求的日用品，延伸到用途广泛的多品种、
多系列，拓展到功能跨界的服饰、家具、玩具、鞋
帽、宾馆装饰等领域，提升到品味高雅的健康、
环保、时尚的新境界，公司于1998年率先在国内
同 行 业 中 通 过 了 ISO9001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WRAP社会责任体系、
OEKO-TEX standard 100欧洲生态纺织品标志
认证。公司还逐步导入和尝试推行了卓越绩效
管理新模式，并取得显著业绩。

公司培养造就了一支强大的毛巾研发团
队，专门设立了省级毛巾技术研究中心、省特种
纤维提花面料研发中心、省企业工业设计中
心。与南通大学开展了数码印花技术和染料研
制的项目合作，与江南大学开展了草木染色项
目的合作开发，与日本浅野公司、可乐丽公司进
行了特殊纤维的技术研究和工艺合作与应用，
目前拥有各项专利成果74项。

公司自主研发的“DD”牌毛巾，先后荣获
“中国名牌”和“中国驰名商标”称号。公司先后
被认定为“标准化良好行为 4A级企业”“中纺联
出口产品白名单生产企业”“出口免检企业”“中
国家纺行业环境保护样板企业”“全国纺织服装
行业竞争力500强企业”“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

“江苏省创新型企业”，曾连续获得“全国纺织行
业产品开发贡献奖”“全国纺织行业产品质量
奖”“南通市质量奖”“如东县工业企业金牛奖”
等称号。

大 东 公 司

矢志追求矢志追求 做世界上最好的毛巾做世界上最好的毛巾

高军：现任南通大东有限公司党总支书
记兼董事长、总经理，大专文化，高级经济师。

兼任南通市纺织工业协会副会长、如商总
会执行会长、如东工商联副会长、如东县企业
家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如东县环保联合会会
长、如东高新区企业家协会会长等社会职务。

2005年以来，高军先后获得“全国纺织
工业劳动模范”、“南通市纺织行业优秀企
业家”、“南通市劳动模范”、“南通市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优秀建设者”等称号。2007年
荣获“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科技进步三等
奖”, 2013年当选为江苏省人大代表。

高军政治上旗帜鲜明讲党性，思想上坚
持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工作上勇于开拓，锐意进取，积极创新。
担任公司总经理以来，专心致力于企业的做
大做强、创新发展。为瞄准和占据毛巾高端
技术的领军地位，他组织和带领科研团队，
先后与多家高等院校及国内外科研院所，建
立起了紧密型合作关系，设立了省级技术中
心、省特种纤维提花面料研发中心、省企业
工业设计中心，公司先后获得100多项新产
品成果，获得74项国家级外观设计、实用新
型及发明专利。公司连续15年荣获“全国纺
织服装行业500强”称号，并获评“江苏省学
习型企业”“南通市管理创新企业”“江苏省
高新技术企业”，大东毛巾先后获得“中国名
牌”和“中国驰名商标”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