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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此文件包含的资讯仅供贵方参考。该等资讯未来可能会出现变动，恕不另行
通知，我们亦不保证该等资讯的准确性，此文件也可能未能包含关于本公司
和/或本公司业务的所有重大资讯。对于此文件所包含的任何资讯或观点的公
正性、准确性、精确性或完整性，或出现的任何错误或遗漏，我们并未作出
任何明示或暗示的陈述或保证，亦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

另外，此文件的资讯含有反映本公司目前对未来事件及财务表现的预测及前
瞻性陈述。这些看法是基于当前假设而提出的，这些假设存在不同风险并且
可能随着时间而改变。我们不能保证未来事件将会发生，预测将会实现，或
者本公司的假设是正确的。实际结果可能与上述预测有显着差异。我们并无
意愿在此提供，贵方亦不应依赖此文件作为本公司财务或交易状况或前景的
一个完整或全面的分析。

此文件不构成购买或认购任何股份的要约或邀请。此文件的任何部分均不应
成为任何形式的合同、承诺或投资决定的基础或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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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摘要

5

(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变动
2022年 2021年

收入 16,213.6 13,516.5 20.0%

毛利 9,737.2 7,924.3 22.9%

经营溢利 2,568.8 2,224.6 15.5%

本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溢利 2,062.3 1,709.6 20.6%

每股盈利(人民币分)

– 基本

– 摊薄

19.14 15.98 19.8%

18.78 15.77 19.1%

每股股息(港仙)

– 中期
– 末期
– 全年

4.5

13.5

18.0

3.5

10.0

13.5

28.6%

35.0%

33.3%



财务摘要

(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变动
2022年 2021年

毛利率 60.1% 58.6% +1.5个百分点

经营溢利率 15.8% 16.5% -0.7个百分点

所得税税率 23.0% 24.0% -1.0个百分点

净溢利率(1) 12.7% 12.6% +0.1个百分点

净资产收益率(2) 17.5% 15.7% +1.8个百分点

派息比率 80.2% 70.8% +9.4个百分点

(1)净溢利率按本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溢利所占收入的百分比计算
(2)净资产收益率按本公司年内溢利除以平均净资产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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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摘要
营收溢利持续增长，本财年收入溢利均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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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析

(人民币百万元)(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13,516.5百万元

本集团总收入上升，主要由于：
• 持续夯实“品牌引领、产品领先、渠道升级、优质快反”四项核心竞
争力和“组织/机制/文化/人才、数字化经营”两项保障体系，在行业
整体趋势下行的背景下，实现核心业务板块品牌羽绒服业务的稳定、
高质量增长，彰显企业发展韧性，带动收入稳健增长

人民币16,213.6百万元

品牌羽绒服 贴牌加工管理 女装 多元化服装

(占收入百分比)

13,223.0
(81.6%)

1,901.3
(11.7%)

903.7
(5.6%)

185.6
(1.1%)

21/22财年

10,889.1
(80.5%)

1,536.1
(11.4%)

946.6
(7.0%)

144.7
(1.1%)

20/21财年

+20.0%

整体收入同比提升

8



收入分析 -按业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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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变动

2022年 2021年

品牌羽绒服 13,223.0 10,889.1 +21.4%

贴牌加工管理 1,901.3 1,536.1 +23.8%

女装 903.7 946.6 -4.5%

多元化服装 185.6 144.7 +28.3%

合计 16,213.6 13,516.5 +20.0%



收入分析 -品牌羽绒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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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2022年 2021年

波司登 11,617.7 9,993.7 +1,624.0 +16.3%

雪中飞 974.2 551.7 +422.5 +76.6%

冰洁 235.3 146.8 +88.5 +60.3%

其他* 395.8 196.9 +198.9 +101.0%

合计 13,223.0 10,889.1 +2,333.9 +21.4%

* 指与羽绒服产品有关的原材料销售收入



收入分析 -女装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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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2022年 2021年

杰西 285.3 302.8 -17.5 -5.8%

邦宝 253.5 257.7 -4.2 -1.6%

柯利亚诺及柯罗芭 364.9 386.1 -21.2 -5.5%

合计 903.7 946.6 -42.9 -4.5%



收入分析 -多元化服装业务

12

（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2022年 2021年

飒美特校服 160.6 88.8 +71.8 +80.9%

其他品牌及其他* 25.0 55.9 -30.9 -55.3%

合计 185.6 144.7 +40.9 +28.3%

* 包括童装、男装等业务



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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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类型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变动

2022年 2021年

品牌羽绒服 65.7% 63.7% +2.0个百分点

贴牌加工管理 18.6% 19.6% -1.0个百分点

女装 72.4% 72.6% -0.2个百分点

多元化服装 25.7% 0.1% +25.6个百分点

本集团 60.1% 58.6% +1.5个百分点



毛利率水平稳步提升，创历史新高

财年

毛利率

+0.4%

+5.9%

+2.4%

+2.0%

51.1%

65.7%

+3.9%

财年

+0.0%

+6.7%
+1.9%

+1.5%

46.4%

60.1%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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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 -品牌羽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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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变动

2022年 2021年

波司登 69.4% 66.2% +3.2个百分点

雪中飞 47.3% 38.9% +8.4个百分点

冰洁 24.8% 35.2% -10.4个百分点

品牌羽绒服 65.7% 63.7% +2.0个百分点



毛利率 -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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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变动

2022年 2021年

杰西 66.5% 68.5% -2.0个百分点

邦宝 68.3% 70.1% -1.8个百分点

柯利亚诺及柯罗芭 80.0% 77.4% +2.6个百分点

女装 72.4% 72.6% -0.2个百分点



营运开支
• 分销开支：分销开支上升，
主要由于在本财年加强对
品牌羽绒服业务渠道建设、
终端门店建设，以及品牌
宣传营销力度加大并带动
相关费用提升所致，分销
开支占集团总收入与去年
同期比上升2.5个百分点

• 行政开支：行政开支上升，
主要由于本年度在全面建
设数字化运营体系过程中
产生的信息系统搭建、研
究开发费用及供应链改造
费用增加等原因所致。通
过对费用使用的有效管理，
行政开支占本集团总收入
与去年同期比下降0.2个百
分点

(人民币百万元)

4,807.4 

6,171.2 

1,026.2

1,203.1

0

2,000

4,000

6,000

8,000

20/21财年 21/22财年

分销开支 行政开支

5,833.6

费销比

35.6%

7.6%

7.4%

38.1%

7,374.3

费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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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

18

(人民币千元)
于2022年

3月31日

于2021年

3月31日
变动

原材料 891,118 795,137 +12.1%

在制品 23,763 11,851 +100.5%

制成品 1,773,305 1,838,952 -3.6%

总额 2,688,186 2,645,940 +1.6%



运营资金管理 -存货周转天数

截至3月31日止
变动

2022年 2021年

平均存货周转天数* 150 175 -25天

* 平均存货除以销售成本，再乘以365天

111
127

155
175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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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周转天数分析
(单位:天)

• 库存周转天数同比有所下降，
主要由于集团本财年维持较
低首次订单比例，持续执行
拉式补货、全渠道商品一体
化运营模式，有效控制产成
品的库存水平

财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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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资金管理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33 35 33
28 2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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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18/19 19/20 20/21 21/22

应收贸易账款周转天数
(单位:天)

* 平均应收贸易账款及票据除以收入，再乘以365天

•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较去年减少
4天 ,主要由于集团加强对应收
账款的管理，加大回款催收力
度

截至3月31日止
变动

2022年 2021年

平均应收贸易账款及票据周转天数* 24 28 -4天

财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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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资金管理 -应付账款周转天数
截至3月31日止

变动
2022年 2021年

平均应付贸易账款及票据周转天数* 162 140 +22天

* 平均应付贸易账款及票据除以销售成本，再乘以36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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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贸易账款周转天数
(单位:天)

• 应付账款周转天数较去年上升22

天,主要由于：

✓ 集团加强供应链金融的使用

✓ 年内存货采购增加

财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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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总值及净现金值

22

（人民币百万元）
于2022年

3月31日

于2021年

3月31日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2,502.6 1,771.3

到期日超过三个月之定期存款 324.3 539.3

已抵押银行存款 952.1 657.3

其他金融资产 6,521.3 5,952.2

现金总值 10,300.3 8,920.1

减：借贷 (934.0) (670.9)

减：可换股债券 (1,604.6) (1,609.5)

净现金值 7,761.7 6,639.7



现金总值及净现金值（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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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百万元）
于2022年

3月31日

于2021年

3月31日

经营活动产生/(使用)的现金净额 2,670.1 3,133.1

投资活动产生/(使用)的现金净额 (685.9) (3,862.5)

融资活动产生/(使用)的现金净额 (1,232.5) (1,092.3)

现金总额增加/(减少)净额 751.7 (1,82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净利润 1.3x 1.8x

流动比率(倍)(1) 2.2x 2.4x

负债比率(%)(2) 20.8% 20.3%

经营活动：其中包括存货、贸易及其他应收款项、预付款项等变动。
投资活动：其中包括其中包括门店装修改造，以及本年度新增对联营企业博格纳的股权投资。
融资活动：其中包括本年度的派息、归类为融资活动的门店租赁支出、银行贷款以及员工股权激励相关资金流入变动等。
(1) 流动比率(倍)：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计算得出
(2) 负债比率(%)：负债总额除以权益总额计算得出



业务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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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司登 雪中飞 冰洁 其他

品牌羽绒服业务

25

按品牌划分之收入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21.4%

品牌羽绒服收入
同比提升

9,993.7
(91.8%)

551.7
(5.1%)

146.8
(1.3%)

196.9
(1.8%)

20/21财年

人民币10,889.1百万元 人民币13,223.0百万元

(占收入百分比)

11,617.7
(87.8%)

974.2
(7.4%)

235.3
(1.8%)

395.8
(3.0%)

21/22财年



羽绒服业务

按销售类别划分之收入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
百万元)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变动

2022年 2021年

自营 9,759.1 8,229.4 +18.6%

批发 3,068.1 2,462.8 +24.6%

其他 395.8 196.9 +101.0%

合计 13,223.0 10,889.1 +21.4%

10,889.1 13,223.0

8,229.4 
9,759.1 

2,462.8 

3,068.1 196.9 

395.8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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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6%

1.8%

22.6%

3.0%

23.2%

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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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羽绒服 -品牌建设

27

明确“全球领先的羽绒服专家”品牌定位

• 围绕“全球领先的羽绒服专家”的战略发展方向，坚持品牌引领的发展模式

• 持续深挖波司登“大品牌、好品质、羽绒服代名词”的消费者心智资源，通过不
断推出的品牌事件，创新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

• 通过不断加深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度和美誉度，助力品牌建设及业绩提升

• 益普索(Ipsos)进行的波司登品牌健康度追踪报告，波司登品牌认知及第一提及率
均处于中国服装行业领先地位

• 再次入选“ Brand Finance 2022全球最具价值服饰品牌排行榜50强”，并提升名
次至第48名



品牌羽绒服 -品牌建设大事件
• 波司登携手中国国家话剧院举办发布会，精彩演绎“中国羽
绒服全球领先”的“温暖史诗”；同时融合戏剧艺术与时尚
元素，开创业界舞台剧式发布会先锋，深度解读波司登作为
中国羽绒服品牌的全球领先地位，备受时尚界、行业肯定

2021年12月

• 波司登发布登峰2.0顶配羽绒服，拉升波司登品牌在消费者
心智中的领先等认知；产品做实中国原创，在顶尖设计、工
艺、面料上引领中国品牌服装进一步发展

2021年11月

• 波司登发布首创风衣羽绒服，通过创新羽绒服品类，颠覆顾
客对传统羽绒服的认知；首创的风衣羽绒服可满足主流消费
人群对商务场景的需求和审美，实现品牌力和销售力的完美
转换

202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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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羽绒服 -品牌建设大事件（续）

• 波司登品牌官宣品牌代言人，新一季的时尚系列广告大片一
经发布，即刻引起消费者的热议，收获大量好评

2021年9月

2021年8月
• 世界权威市场调查机构欧睿国际完成2020年羽绒服产品零
售渠道销售额、销售量统计，结果显示，波司登集团羽绒服
规模全球第一，销售额、销售量同时位列第一，这意味着波
司登集团已位列全球羽绒服第一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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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羽绒服 -运营管理

30

商品运营

•延续直营和批发订货完全分开的模式
•年内与经销商的首次订货比例保持较低占比，余下的订单部分则根据旺季市场的实际
反馈进行补单
•于集团旺季销售时，拉式补货机制对渠道库存及商品结构的统一管理起到非常大作用
•延续智能配送中心 (CDC) 服务全国所有线下直营、经销门店及电商业务，通过一体
化的库存管理平台，实现对全国直营9大仓及经销商12小仓的库存统一管理

供应链管理

•优质快反的供应链是本集团在行业持续胜出的重要竞争优势，也是维系本集团高效健
康持久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通过拉式补货、快速上新及小单快反的形式支持更快的周转周期及效率
•持续根据市场终端数据反应，在销售旺季进行滚动下单
•年内供应链在资源整合、柔性快反、品质卓越及成本领先进行了系统性的创新升级
•利用波司登品牌势能、体量优势、资金扶持及与原材料供方的长期共生共赢战略，保
障了在外部出现异常下的成本稳定及可控性



品牌羽绒服 -物流配送

31

• 持续根据每一笔订单流量(主要包括订单数量、重量、体积)，结合社会
运输配送资源的特长、运输成本及时效等约束条件，由系统为每一笔订
单自动匹配运输配送资源，并对揽收、分拨、在途、签收等环节进行全
过程采集、监控

• 进一步按照商品属性，结合各承运商在全国各区域的能力、价格，通过
增强扩展仓库管理(EWM)系统运输模块，完全实现自动、智能路由分配，
在保持合理成本前提下，最大化提升服务效率、提升用户体验

• 通过大幅提升出库速度和优化在途时间，带动本集团物流配送在行业保
持领先地位

• 于物流园区开展一系列提升物流效率方面的行动



品牌羽绒服 -数字化运营

32

• 在智能制造、智慧物流、智能商品运营等领域的数字化实践成果显著，
通过在对业内优秀标杆企业和成功案例的不断学习过程中，逐步确立聚
焦用户、零售、商品三大核心业务场景，不断提升企业运营效率的同时，
持续为用户创造更大价值

• 全面制订了IT产品下线、升级、整合、重构、新建三年实施计划，最终
实现办公移动化、业务在线化、运营数字化、决策智能化的目标，为本
集团数字化转型提供强有力的技术解决工具或方案



品牌羽绒服 -新零售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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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利用阿里数据中台建立顾客标
签，以高质量的数字化内容触达消
费者，通过千店千面的云店小程序
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及离店销售

• 为每名导购建立企业微信的导购营
销助手，辅助导购维护好顾客关系

• 实现新增会员610万，新增企业微信
好友250万，波司登品牌微信公众号
粉丝累计超过630万，抖音官方账号
粉丝累计超过490万，其中30岁以
下年轻消费者占比较去年同期有明
显增长。



• 集团科研技术中心使用面积增至10,000+平方米，
打造了全国领先的极地环境模拟验证实验室

• 新面料开发方面，引进国际高势能面料品牌，抓
住国际高端功能性资源，其中两块产品使用面料
分别获得ISPO TOP 10和ISPO SELECTION

• 初步建立了波司登独有的专属科技体系，波司登
品牌极致环保零压力羽绒服更在本财年获得红点
设计大奖

• 年内共申报专利140项，含发明、实用及外观专
利，取得之前年度申请专利证书20份，为羽绒
服专家提供了专利技术、背书支撑

• 于2022年3月31日，本集团已累计全部专利369

项（含发明、实用新型及外观专利）

品牌羽绒服 -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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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羽绒服 -产品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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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衣羽绒系列

高端极寒系列

首创风衣羽绒系列，实现羽绒服品类
上的创新和突破。通过高级定制制作
工艺，把英伦经典风衣和中国羽绒服
完美结合，实现跨品类的重构。

奢侈品级的功能羽绒系列，设计简
约大气，通过创造御寒功能和奢华
时尚之间独特平衡来诠释「大牌设
计」，最高可抵御-30℃的「极致
御寒」体验。



品牌羽绒服 -产品研发（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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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户外系列

滑雪系列

联合「世纪之布」GORE-TEX为
城市着装打造功能性解决方案，轻松
面对各种恶劣天气的同时能让穿着者
更加舒适；产品填充800+蓬松度进
口鹅绒，能让穿着者长效御寒，上身
更加轻盈。

在款式外观、品类风格上突破创新，
更独创了两个适应于滑雪场景的功
能结构，「羽绒空气循环系统」和
「温湿力平衡体系」，夯实产品功
能领先的定位，并解决羽绒材料不
适应滑雪服填充的难题。



品牌羽绒服 -产品研发（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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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运动主题系列

时尚运动主题系列

穿上集功能与时尚于一体的Goosebumps

系列，将使城市生活更舒适、轻松、自
然；本季在原有的多彩及工装风格上，
融入更多复古印花元素，采用 600+蓬松
度高品质鹅绒，结合潮流廓形，带领新
风尚。

以自然界的雪山为原点，结合时尚
配色及 3D 流线版型，为主题产品
注入年轻朝气的风格元素。同时，
秉承匠心精神升级锁绒工艺，解决
钻绒烦恼，让消费者穿着更为舒适。



品牌羽绒服 -产品研发（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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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芙主题系列

高尔夫系列

通过采用时尚光感超轻超柔尼龙面料，
精致结构设计，3D立体时尚廓形与收
腰经典版型，百变造型，时尚轻盈，
蓬松饱满，并且长效锁温，让人不论
在日常的通勤还是朋友的聚会出街都
能满足全方面需求。

使用360度高品质弹力面料，3D立
体裁剪版型，舒适修身；羽绒严选
600+高蓬松度的90%鹅绒，温暖轻
盈；工艺方面，使用德国防跑绒针
及防钻绒缝制技术，针孔更细，有
效避免绒朵从针眼中钻出。



品牌羽绒服 -产品研发（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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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薄羽绒基础系列

承袭波司登45年经典版型，采用新型
25D超柔纱线，日本轧光加柔工艺，
带来云朵般的温柔触感；颜色使用亮
彩时尚色，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羽绒严选600+高蓬松度的高蓬松度
的90%鸭绒，轻盈舒适，健康安心。
工艺方面，使用防跑绒针及防钻绒缝
制技术，针孔更细，有效避免绒朵从
针眼中钻出。



品牌羽绒服 -渠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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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渠道:

• 注重渠道的结构性布局，关注“2+13”这15

个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的锁定

• 看重渠道的质量，通过“关小店、开大店”
的方式，在购物中心、时尚商圈和城市的核
心地带铺设门店

• 加强多层级市场的布局，在不同层级市场通
过有选择有计划的对应开设自营店或经销商
门店，打开当地市场销售

线上渠道:

• 全渠道布局，逐步拓展京东、抖音等渠道

• 通过精简提效、精细化运营等方法，聚焦
线上优质经销商经营效率的提升



品牌羽绒服 -零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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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2年3月31日
合计

店数 变动 店数 变动 店数 变动 店数 变动

专卖店

本集团经营 1,018 -57 10 6 1 -4 1,029 -55

第三方经销商经营 1,652 -107 95 -6 8 -62 1,755 -175

小计 2,670 -164 105 - 9 -66 2,784 -230

寄售网点

本集团经营 555 -11 125 -6 17 -9 697 -26

第三方经销商经营 259 -27 45 -26 24 -32 328 -85

小计 814 -38 170 -32 41 -41 1,025 -111

合计 3,484 -202 275 -32 50 -107 3,809 -341

变动：与2021年3月31日相比



贴牌加工管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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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牌加工管理业务依然保持稳
定且健康的发展，核心客户保
持较高业绩增长，其中单个客
户销售同比最高增幅达到75%

•海外生产布局成效凸显，有效
满足客户的生产需求

•推行灵活的管理机制，特别是
在越南当地遇到疫情期间，利
用中国、越南两地生产资源布
局优势，将部分越南订单快速
转移回中国生产，把疫情影响
降至最低

•严格控制成本与费用支出，但
受全球疫情的影响，对供应链
成本、运输费用等均产生一定
影响，使毛利率下降1.0个百
分点至18.6%

(人民币百万元)

贴牌加工管理业务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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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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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装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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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百万元)

按品牌划分之收入

•经营四个中高端女装品牌，
迎合客户不同场合的着装
需求

•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女装服
饰市场，集团通过丰富层
次的产品形象和品牌定位，
赢得了中国女性消费者的
青睐

•受国内零星出现的疫情影
响，女装业务收入较去年
同期下降4.5%

946.6
903.7



女装业务 -零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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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2年3月31日
合计

店数 变动 店数 变动 店数 变动 店数 变动 店数 变动

专卖店

本集团经营 1 - 12 - - - - - 13 -

第三方经销商经营 15 -4 7 -3 - - - - 22 -7

小计 16 -4 19 -3 - - - - 35 -7

寄售网点

本集团经营 108 3 103 -2 82 7 58 2 351 10

第三方经销商经营 61 -12 15 -6 - - - - 76 -18

小计 169 -9 118 -8 82 7 58 2 427 -8

合计 185 -13 137 -11 82 7 58 2 462 -15

变动：与2021年3月31日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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飒美特校服 其他品牌及其他

86.5%

61.4%

185.6

38.6%

144.7
13.5%

多元化服装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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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服装业务收入同比上升
28.3%，其中飒美特校服收入
同比大幅上升80.9%

•飒美特校服持续推进渠道升级，
通过与国内知名教育集团及标
杆名校的合作及创新独立数字
化系统等，提升营收、扩大市
场覆盖率

•年内，飒美特校服业务合同签
约订单较去年同比增长80.5%

•其他业务包括童装、男装等业
务，当中男装业务持续进行全
面缩减，年内集团也不再追加
与日本品牌Petit main合资合作
的童装业务投资

(人民币百万元)

按品牌划分之收入



线上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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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销售渠道进一步变革及扩大，
实现更多的渠道销售

•全品牌线上销售收入同比上升
12.3%，品牌羽绒服业务及女装
业务的线上销售收入同比分别上
升12.7%及11.3%

•伴随品牌进一步升级及产品创新，
集团中高价位段产品销售收入占
比稳步提升

•本财年波司登品牌羽绒服线上销
售收入中，超过人民币1,800元
件单价的产品占比由去年的
31.8%大幅提升至46.9%

(人民币百万元)

线上销售之收入

3,488.9 

77.2 

3,931.0 

85.9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品牌羽绒服 女装

20/21财年 21/22财年



信用评级及ESG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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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级:

• 2022年4月，两大国际权威评级机构穆迪和
标普对本集团分别授予「Baa3（展望稳
定）」及「BBB-（展望稳定）」长期信用
评级

• 获得穆迪和标普的「双投资级」，使得本集
团不仅成为了亚太区品牌服装行业中首家获
得投资级的公司，同时也是中国品牌服装行
业目前为止最好的国际信用评级结果

ESG评级:

• 2021年6月及2022年2月，摩根士丹利资本
国际公司（「MSCI」）分别发布ESG评级
报告，本集团的MSCI ESG评级由B逐步跃
升两级为BBB，在中国纺织服装业处于领
先水平



未来发展计划

48



未来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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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牌加工管理业务

品牌羽绒服业务

时尚女装业务

• 致力“成为中高端国际品牌
功能服饰OEM/ODM专家”，
存量业务挖潜、增量业务突
破，持续提升经营质量和盈
利能力

• 持续深化与现有核心客户良
好且稳定合作的基础，拓展
新的客户资源

• 加速布局海外生产资源，优
化提升服务能力

• 本集团公司更加重视品牌女装业务的健
康发展，调整优化赋能，帮助各女装品
牌进一步理清发展方向和业务模式，使
女装品牌进入时代运营的正确轨道

• 推动女装各个品牌之间资源共享，扩大
品牌间的协同效应

• 通过对各女装品牌的产品力、渠道力、
品牌力等方面的逐步提升，提振女装业
务单元的经营效率和管理效率，从而实
现女装业务的健康良性增长

• 聚焦羽绒服主航道，打造主业核心竞争力，引领羽绒服行业发展
• 做实波司登“全球领先的羽绒服专家”品牌定位，发力专业引领，建立领先认知，从单一销售规模领先，到品牌综合
性全球领先；同时，做实以门店为中心的大零售、大商品业务流程战略变革项目

• 统筹布局发展雪中飞、冰洁品牌羽绒服，雪中飞发展成为互联网时代消费者信赖的普惠服饰品牌运营商，成为高性价
比羽绒服第一品牌

• 通过波司登、雪中飞、冰洁各品牌的差异化定位，实现羽绒服市场全面覆盖，真正做强羽绒服核心主业，提升市场占
有率

不断彰显发展韧性 持续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 努力坐实全球领先地位

多元化服装业务

• 飒美特校服品牌围绕“国际
高端校服专家”的定位，提
升品牌影响力，打造产品核
心竞争力，优化业务结构，
挖掘市场增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