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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981年的阿彪大

名叫胡文彪，他是地道的石狮

人，和他接触的三年多时间

来，记者充分感受到他身上充

分体现了“敢为人先、爱拼敢

赢”的泉商精神。近日，记者

趁胡文彪返乡之际对他进行

了采访。

13年前只身到南通创业

大学毕业后，胡文彪子承

父业担任了福建大华家纺有

限公司总经理，公司业绩蒸蒸

日上，也历练了他稳健可靠、

精明自信的性格。不甘于生

活在父亲照应下的胡文彪在

2007年做了一个决定，要离开

石狮，离开泉州到外地创业。

说走就走，2007年胡文彪只身

远离故乡，来到南通，创建了

第一家企业——南通福华布

业。

胡文彪到南通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走访市场。“当时自己年

纪轻轻，走进南通的家纺企业，

一些老板都以为我是业务员，

都不待见我。”回首往事，阿彪

感慨万千。经过一年多的不懈

努力，阿彪走了1500多家当地

工厂，规模以上企业200家全

部走到，福建人阿彪给当地企

业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主

动和阿彪交朋友。正是通过这

样摸索市场，熟悉市场，广交朋

友，阿彪找准了自己的发展方

向。“世界家纺看中国，中国家

纺看南通。”短短七年时间，他

凭借石狮人“勤劳拼搏、精明能

干”的精神和锐敏的市场洞察

力打拼出属于自己的天空，先

后在2010年创办了南通胡氏

家纺有限公司，2012年创办了

江苏瑞爱福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和江苏捷龙纺织品科技有限公

司，企业年销售额数亿元，员工

数百人。

独到的市场运营模式

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是胡

文彪多年来投资的“致胜法

宝”，他对行业形势分析到位、

研究透彻，有着自己独到的见

解。胡文彪身上充分体现了

“敢为人先、爱拼敢赢”的闽商

精神。他用其充满灵性的经

商头脑和渗透于血液中的市

场意识，造成了他辉煌的拼搏

之路。他认为，在家纺纺织行

业，能打造自己的品牌并把自

己的优资产品展示出来，是服

务市场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

在2012年又创办了江苏瑞爱

福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为了展现更多优质产品，

瑞爱福在国际家纺城投资打

造了一个3000多平方米的展

示厅，作为走高品质精品路线

的又一靓丽舞台。在创建江

苏瑞爱福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后，阿彪对市场有了一个更加

清晰的定位，“立足国内，开拓

世界。”瑞爱福以中国大陆为

主营市场，下辖的江苏捷龙纺

织科技有限公司以外贸为主

营市场，内外结合市场运营模

式。随即，公司每年以15%的

利润进行新产品研发，研发产

品确定以天丝类和棉类为

主。与此同时，胡文彪坚持把

提质增效作为企业建设的基

础性工程来抓。为提高产品

质量，他围绕企业质量体系建

设，狠抓了创牌、提品工作，大

力培育员工的创新思维和工

匠精神，使公司产品竞争力不

断提升。

“一带一路”倡议带来
了更加广阔的市场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

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后，为

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

台，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

空间。胡文彪对“一带一路”

倡议也十分敏感，他坚信“一

带一路”倡议必将带来更加广

阔的市场。2014年年初，胡文

彪到欧洲市场考察，和奥地利

兰精纤维集团达成战略合成

伙伴。随即，胡文彪提出

“100%兰精天丝、尽在瑞爱福”

的产品定位，瑞爱福成为家纺

面料行业内第一家定位“纯”

概念并主营奥地利兰精纤维

面料的企业，也成为中国区家

纺行业兰精天丝纤维使用量

最大的面料公司。

“这一步至关重要，也为

企业再上一个台阶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阿彪十分感谢国

家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

十分庆幸当年的决定。如今，

瑞爱福产品销售已涵盖纯天

丝印花系列、纯天丝提花系

列、纯天丝色布系列。企业面

料纱支实现了从32支、40支、

60支、80支、100支及100支以

上全覆盖。公司在产品花型

及面料工艺款式上重点投入，

整合国内及国际最优秀的设

计资源，研发更有设计感的产

品，引领行业面料更加风格化

和国际化，同时为客户提供更

多优秀的产品解决方案，成为

雅兰床垫、卡撒天骄、黛富妮、

水星家纺等国内国际一线品

牌的合作商，瑞爱福也成为年

销售超三亿元的南通家纺企

业俱乐部的一员。

为了更加坚定地响应国家

“一带一路”号召，拓展“一带一

路”市场，2018年，胡文彪还为

瑞爱福确定了未来的经营理

念：“一经一纬，服务全球”。

抱团发展合作共赢

“抱团发展，合作共赢”，

是胡文彪迈向成功的一句真

言。2007年，刚到南通创业的

胡文彪就加入到南通泉州商

会的大家庭中，一步一个脚

印，如今胡文彪已经是南通泉

州商会执行会长，南通泉州商

会家纺分会会长，南通家纺商

会常务副会长，南通市青年民

营企业家商会副会长。在加

入南通泉州商会期间，胡文彪

认真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热心

服务会员与当地经济发展，在

担任执行会长期间，他还热心

公益事业，积极投入到南通市

慈善事业中。

2018年9月，胡文彪被推

荐担任世界石狮同乡联谊会

副会长。担任世石联副会长

后，让胡文彪更加关心家乡的

发展，与家乡的联系也更加密

切。无论是世石联举办走进

香港、澳门的活动，还是举办

走进广西的活动，胡文彪都腾

出宝贵的时间，与大家聚在一

起。2019年6月，在胡文彪的

牵线搭桥下，石狮侨商践行

“一带一路”澳门行动宣言

——走进江苏南通。在南通

期间，世石联与南通泉州商会

举行座谈，双方同意共同发挥

两会在经济交流中的优势，本

着“真诚合作、平等协商、互惠

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林嘉

南会长代表世石联与南通泉

州商会会长周晓遵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建立了友好社团。

根据协议，双方将建立交流和

协作机制，为会员发展共建合

作平台。

开拓市场永远在路上

凭借石狮人“勤劳拼搏、精

明能干”的优良传统，胡文彪脚

踏实地地走好每一步。考虑到

专业化发展，胡文彪计划在

2020年上半年筹建南通福建家

纺会。南通福建家纺商会（筹）

一提出来，就受到在南通的100

多家福建籍家纺企业的欢迎，

在海门的一些家纺企业也积极

响应。阿彪表示，筹建南通福

建家纺会，就是坚信一个“团结

向上，朝气蓬勃”的商会能为南

通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也

会给南通的家纺闽商带来新的

机遇和发展。

采访中，胡文彪还向记者

透露，在世石联林嘉南会长的

支持下，瑞爱福将与南通福建

家纺会（筹）一道，抱团开拓泰

国市场，筹建南通在泰国的家

纺基地，以泰国基地为中心，

深入进行东南亚“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市场开拓，并在东南

亚设立分公司，整合当地优质

资源，结合中国的独特优势，

打造瑞爱福与南通福建家纺

会（筹）未来的全球竞争力。

（记者李琳毅）

走出去才会看到更广阔的市场
——访世界石狮同乡联谊会副会长胡文彪

中国自主研发“一带一路”
沿线城市天气预报上线

据华夏经纬网 由中国自主研

发、全覆盖137个签约国家（地区）

的“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城市天气预

报 服 务 专 网（http：//ydyl.cma.gov.

cn/），2020年1月1日正式开通上

线，公众可登录中国一带一路官网、

中国气象局网，实时获取目标城市

未来5天天气预报，服务产品包括

未来5天天气现象、气温、风向、风

速、降水量等要素，逐12小时更

新。这标志着中国全球精细化气象

预报产品的研发与应用进入实质性

阶段。

泉州与“一带一路”
沿线贸易额940亿元

据中国新闻网 泉州市第十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1月4

日开幕。泉州市市长王永礼在会上

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几年来，泉

州不断传承弘扬丝路精神，拓展与

“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交流合作，

先后举办了四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

艺术节、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

中阿城市论坛等国家级重要文化外

交活动。2019年，泉州密切与“海

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经贸

合作，贸易总额达940亿元人民币，

增长2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媒体
在泉州感受“海丝”文化

本报讯 1月4日至5日，感知中
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媒体福建
行来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

市泉州，感受“海丝”文化，了解“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泉州的

建设发展情况。此次参加的媒体来

自俄罗斯、埃及、韩国、捷克、吉尔吉

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国家。在泉

州，媒体采风团先后参访了泉州海

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非物质文化

遗产馆、九日山、老君岩、洛阳桥、开

元寺、清净寺等地，采风团一行对

“海丝”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通

过采风，采风团一行对泉州主动融

入福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

心区建设，并不断拓展与“海丝”沿

线国家和地区交流合作有了更加直

观的认识。 （记者李琳毅）

胡文彪（右三）带队在越南考察家纺市场

世石联会长林嘉南带队
到瑞爱福考察，受到胡文彪
（右四）盛情接待

胡文彪（右）与好友中国
家纺龙头企业江苏大生集团
总经理马晓辉在考察奥地利
兰精集团时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