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dustry Trends产业动向

潜⼒合作伙伴
相关企业清单

时尚服装企业清单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网站 位置

NAMYEUNG VIVIEN 女性内衣 www.namyeung.co.kr ⾸尔⻰山区

BYC股份公司 针织品、内衣、T恤 www.byc.co.kr 全罗北道全州市

Beaucre Merchandising 女装 www.ibeaucre.co.kr ⾸尔衿川区

衣恋集团 童装、休闲装、SPA www.elandretail.com ⾸尔麻浦区

LF集团 成衣和时尚用品 www.lfcorp.com ⾸尔江南区

三星物产时装部⻔ 休闲、商务男装 samsungcnt.com ⾸尔瑞草区

Kolon Industry ⼾外、高尔夫、女装等 kolonindustries.com 京畿道果川市

FRL Korea 休闲装的零售和批发 www.uniqlo.com ⾸尔中区

韩国阿迪达斯 运动装 www.adidas.co.kr ⾸尔瑞草区

Hyungji集团 女士休闲装 www.hyungji.co.kr ⾸尔江南区

韩国耐克 运动装 www.nike.co.kr ⾸尔江南区

Sejung集团 男装/女装、⼾外、运动 www.sejung.co.kr 釜山金井区

新星通商 男士休闲、男士正装、SPA www.ssts.co.kr ⾸尔江东区

韩国迪桑特 运动装、高尔夫 www.descenteKorea.co.kr ⾸尔江南区

韩国K2 ⼾外服装 www.k2.co.kr ⾸尔城东区

布来亚克 ⼾外服装 www.blackyak.com ⾸尔瑞草区

Parkland 商务男装 www.parkland.co.kr 釜山金井区

Sungjoo D&D 休闲装 www.sungjoogroup.com ⾸尔江南区

LS Networks 运动装 www.lsnetworks.co.kr ⾸尔⻰山区

Youngone Ourdoor ⼾外服装 www.yooutdoor.co.kr 庆尚南道昌原市

韩国斐乐 运动装 www.fila.co.kr ⾸尔瑞草区

Zara Retail Korea SPA www.zara.com/kr ⾸尔江南区

信元 女士正装 www.sw.co.kr ⾸尔麻浦区

MK Trend 休闲装 www.mktrend.co.kr ⾸尔江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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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网站 位置

Millet ⼾外、登山服 www.millet.co.kr ⾸尔麻浦区

Aioli 女士休闲装、女士正装 www.aioli.co.kr ⾸尔江南区

Babafashion 女士正装 www.babafashion.com ⾸尔瑞草区

佐丹奴 休闲装 www.giordano.co.kr ⾸尔瑞草区

Handsome 女装 www.thehandsome.com ⾸尔江南区

YK 038 女装 www.ykblack.com ⾸尔瑞草区

GSGM 休闲装 www.gsgm.co.kr ⾸尔江南区

Biltmore 男士正装 www.ibiltmore.com ⾸尔江东区

The Basic House 休闲装、童装 www.basichouse.co.kr ⾸尔江南区

Demoo 女装 www.demoo.com ⾸尔江南区

Valencia 女装 www.valencia.co.kr ⾸尔城东区

Chatelaine 女装 www.chatelaine.co.kr ⾸尔江南区

Agabang & Company 女装 www.agabangncompany.com ⾸尔江南区

纤维材料企业清单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网站 位置

Hyosung股份公司 ⻓纤维 www.hyosung.co.kr ⾸尔麻浦区

(株)Huvis股份公司 PSF www.huvis.com ⾸尔江南区

泰光产业股份公司 氨纶、尼⻰面料 www.taekwang.co.kr ⾸尔中区

TK Chemical股份公司 PF、DTY、氨纶 www.tkchemi.co.kr 大邱北区

Seong-An Synthetics
股份公司 聚酯⻓纤维 www.sasyn.co.kr 庆尚北道⻳尾

Daenong股份公司 棉莫代尔、天丝、莫代尔 www.daenong21.com 忠清北道清州

SG
忠清南道纺织股份公司 棉纱、混纺纱 www.sgchoongbang.com 京畿道城南

大韩化纤股份公司 涤纶 www.daehansf.co.kr 蔚山市南区

三养社股份公司 涤纶高强丝 www.samyangcorp.com ⾸尔钟路区

KP Chemtech股份公司 尼⻰纱 www.kpchemtech.co.kr 蔚山南区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网站 位置

Toray Chemical 聚酯⻓短纤维 www.toray-tck.com 庆尚北道⻳尾市

Samheung股份公司 PP ⻓纤维 www.maxlon.co.kr 京畿道抱川市

Chewon Synthetics 涤纶 DTY www.chewon.co.kr 庆尚北道⻳尾市

东⼀纺织股份公司 棉纱、棉织物等 www.dong-il.com ⾸尔江南区

Daewon股份公司
梳毛、仿毛、纯毛及混纺

面料
www.daewon.co.kr 忠清北道清州市

大韩纺织股份公司 棉织物、针织面料、棉纱等 www.thtc.co.kr ⾸尔永登浦区

Seong An股份公司 涤纶织物 www.startex.co.kr 大邱北区

Duckwoo实业股份公司 涤纶织物 www.duckwoo.kr 庆尚北道漆⾕郡

熊津纺织股份公司
2way stretch

(PET, NYLON等)
www.tcktextiles.com 庆尚北道⻳尾市

乙和股份公司 面纱面料 www.peacetex.co.kr 庆尚北道⻳尾市

Chonbang股份公司 纯棉织物、棉混纺织物 www.chonbang.co.kr ⾸尔西大⻔区

Jeongsan International
股份公司

层压织物 www.jeongsan.com 釜山江西区

Shinhan Spinning
股份公司

圆形织物 www.sinhan.net ⾸尔九⽼区

Ducksan Enterprise
股份公司

拉绒棉针织面料 www.ducksanbj.co.kr 京畿道抱川市

Saechang股份公司 经编针织物 www.saechang.co.kr 京畿道利川市

Mogae染织股份公司 涤纶针织物 www.mogaetextile.com 釜山沙下区

荣信物产 布料染色加工 www.youngst.com 京畿道杨州市

Bomyung实业股份公司 涤纶混纺/印染产品 www.bomyung.co.kr 京畿道安山市

现代毛织股份公司 梳毛丝、毛绒线产品 www.hyundaitex.co.kr 庆尚南道梁山市

AZTECHWB 羊毛100%织物染色 www.aztechwb.co.kr 釜山沙下区

现代特殊印染股份公司 印染物 www.specialprint.co.kr 京畿道始兴市

Bukwang股份公司 ⽹格材质 www.bukwang.com 釜山沙下区

Sunggwang 涤纶面料 www.sunggwang.co.kr ⾸尔中区

Seong-An 涤纶抗燃面料 www.startex.co.kr ⾸尔松坡区

Pucheon 经编和圆形针织 www.pucheon.co.kr ⾸尔江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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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网站 位置

Visionland 天然纤维、化学纤维 www.visionland.co.kr ⾸尔江北区

Young Poong Filltex skin+ 加工 www.filltex.com ⾸尔九⽼区

Ducksan Enterprise ⼾外/休闲针织材料 www.ducksanbj.co.kr ⾸尔城东区

Shin Heung 柔软纤维混纺织物 www.monotex.co.kr ⾸尔江南区

Alpha Fabric COTTON NYLON混纺织物 www.alphafabric.co.kr ⾸尔江南区

Young纺织 混纺织布 www.youngtex.com ⾸尔江南区

相关协会

时装产业相关协会清单	

企业名称 网站 主要作用

韩国纤维产业协会 www.kofoti.or.kr 寻求增强纺织产业竞争⼒的方案，促进纺织业的
增⻓和发展。

韩国化学纤维协会 www.kcfa.or.kr 开发化学纤维技术并提高质量，增强生产效率和
国际竞争⼒。

韩国纤维进出⼝协会 www.textra.or.kr 促进纺织品进出⼝贸易的健全发展，促进会员公
司的共同利益。

大韩纺织协会 www.swak.org
扩大棉纺产品的需求、促进零件和材料的共同采
购、开展设施的共同保护、提供国内外产业动向
调查及材料。

韩国纤维开发研究院 www.textopia.or.kr 帮助韩国企业应对趋势变化，通过研发提高纺织
⾏业的竞争⼒。

韩国时尚产业协会 www.kaia.or.kr 开拓时尚服装出⼝⾏业的海外市场、在海外推广
出⼝产品、调查海外市场，以及向政府提议等。

韩国时尚产业研究院 www.krifi.re.kr 强化时尚⾏业的能⼒、研究开发、企业扶持。

大韩针织合作社联合会 www.knit.or.kr 帮助增强针织⾏业的竞争⼒。

生态融合纤维研究院 www.knitcenter.re.kr 为促进针织产业发展，帮助中小企业的研究开发、
试制品生产、时装和设计开发、营销和创业培养。

企业名称 网站 主要作用

韩国纺织机械协会 www.kotma.org 建⽴核⼼材料开发和自动化系统开发等的合作研究
基地，为中小纺织机械企业的技术开发提供帮助。

韩国纤维机械融合研究院 www.kotmi.re.kr 建⽴纺织机械产业基础设施和开展研究，使纺织
机械和核⼼零部件技术实现独⽴。

KOTITI试验研究院 www.kotiti.re.kr
针对纺织产品、环境卫生和工业材料等进⾏测试
分析、质量检查和研发等业务。

韩国纤维材料研究院 www.koteri.re.kr 研发先进核⼼技术、培养专业生产和技术人员、
扶持制作试制品、分析及普及技术信息等。

DYETEC研究院 www.dyetec.or.kr
开发染色加工领域的尖端加工技术及确保原创技
术，提供企业紧贴型研发扶持。

FITI试验研究院 www.fiti.re.kr
提供针对时尚服装及材料领域的测试、检查、审
核、教育等综合咨询服务。

韩国服装试验研究院 www.katri.re.kr 实施时尚纺织试验领域的测试、检验和认证。

韩国时尚流通信息研究院 www.cft.or.kr
收集、分析和传播国际性颜色信息，系统地积累
设计和生活方式等多种数据，提供产品开发所需
的核⼼信息。

韩国制服工业合作社 www.uniform.or.kr
实施制服⾏业的共同销售及采购、扶持自给、新
产品开发项目及向政府建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