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时尚资讯

BEAUBEAU

责任编辑 徐露筠

第 版20
乐享生活
感悟时尚

第 234 期

2016.12.12
星期一

晨报美丽生活情报站晨报美丽生活情报站
在这里，我们为您搜遍临平城区品牌响、口碑好的知名美容、美体、休闲养生机构。（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香 SPA 身心馆
“酵素浴”、纤体、经络养生
美丽热线：86222212
地址：临平南大街 152-154 号
地址：人民大道 719 号
电话：86232212

■瑜释伽园专业瑜伽馆
总店电话：86206955
总店：东湖中路复兴弄 12-16 号（碧云阁小区）
八方杰座分馆电话：89171518
八方杰座分馆地址：世纪大道八方杰座大厦 1

幢 B 区 501（市民之家旁）

■肖潇美容尊上会所
美容养生减肥塑形
地址：临平府前路 5 号
美丽热线：89186001
地址：临平东湖南路 212 号
电话：89160359

奢侈品业绩危机已解除
中国或成全球最大奢侈品市场

时尚周刊：15257176791

你嫌弃的“校服裤”强势回归
本季最时髦的就是它

佳丽宝玫瑰花洗面奶
成新“网红”

最近，佳丽宝旗下开架品牌 EVITA 的
玫瑰泡沫洁面，无疑已成为最新的一款“网
红”产品。即便它是为妈妈级的消费者订制
的，但丝毫没有让年轻消费者介意。看来真
正新颖别致的产品可以跨越年龄的界限。

在今年 9 月 1 日之前，EVITA 就宣布
要推出一款名为“Beauty Whip Soap”的
洁面新品。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只要按一
下瓶口的粉色按压扣，瓶口就会浮出玫瑰
形状的洁面泡沫，每按压一次的量恰巧是
一次的使用量。

据说，这款新颖别致的洁面产品给佳
丽宝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佳丽宝原本
为该产品设定了年内卖出 45 万瓶的目标，
然而截至目前，销量已经远远超过 45 万瓶
的目标。在中国，这款产品还未正式上市
也备受关注，不说清洁效果如何，就冲着这
么新颖的设计，许多网友都直呼非买不可。

据悉，考虑到挤压一下就会蹦出朵玫
瑰形状泡沫的先天优势，在产品销售前
夕 ，佳丽宝就在日本全国 100 多家药妆店
办了一场现场体验活动。按出玫瑰花形状
的泡沫后就连小朋友都觉得十分有趣，不
少消费者体验过后当场就购买了产品。原
本计划举办 2 天的体验活动由于产品脱
销，相当多店铺实际只开展了 1 天体验活
动。

产品正式销售之后，日本消费者都爱
上了做同一件事：在社交媒体上直播按压
立体玫瑰泡沫。这种有趣的互动 PK 形成
了一个传播热点，引发国际市场的关注，成
为一个国际化的“网红”。不乏 20 岁左右
的 90 后表达了对这款设计新颖的产品的
喜爱。

资料显示，EVITA 是佳丽宝旗下专为
50 岁以上成熟女性开发的系列。强调高度
保湿，加倍润泽，卓越的抗衰老能力，效果
显著。标榜“精彩，从 50 岁开始”，是日本
药妆店中老年抗衰老系列的 NO.1 护肤系
列，日本许多主妇都喜欢选用这款产品。

在日本，不满 1000 日元（约合 64 元
人民币）的洁面产品是目前市场主流，超
过 1000 日元的产品仅占 16% 的市场。
这样看来，售价 1200 日币（约合 77 元人
民币）的“玫瑰泡沫洁面”帮助了 佳丽宝抢
下了开架洁面产品中的高端份额。

除了这个广受好评的产品，佳丽宝在
近年来一直非常重视中老年这个细分市场
的开发。2015 年 11 月，佳丽宝推出了专为
60 岁以上女性们设计的‘Twany Glow’
系列化妆品。

日本是进入了高龄化时代的代表国
家，60 岁以上人口占整个日本人口中的
17%。在日本 60-69 岁人士的个人消费指
数最高，涉及文化生活、度假、社交等多种
活动。同时，这些人士对肌肤健康及美容
意识也特别关注，对肌肤保养的需求颇
高。这个年龄层的人士，年轻时期刚好是
日本经济最鼎盛时期，经历过最旺盛的消
费生活，对外形要求十分关注。据悉，日本
中老年女性中 90%几乎每天使用护肤化妆
品，比年轻女性的比率还要高。 （杨倩）

根据欧睿国际最新数据显示，全球奢侈品
销售额预计将在 2017 年继续增长，但除亚洲地
区以外的其他地区增速会有所放缓。其中，中
国市场奢侈品销售额的反弹是亚洲地区维持业
绩增长的关键。

报告显示，中国地区奢侈品销售收入在连
续三年出现负增长后，今年已开始逐渐复苏。
欧睿国际预计，本年度中国地区奢侈品销售额
为 760 亿美元，将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市场。

西欧与北美地区的奢侈品业则受英国脱欧
与法国恐怖袭击等因素影响而出现轻微下滑，
旅客数量的大幅减少导致这些地区消费者对奢
侈品的需求持续疲软。

2011 年至今，全球奢侈品市场，包括名牌服
装、皮革制品和其他配件在内销售业绩的复合
年增长率已增至 3％，今年销售的总额将达到
3880 亿美元。 对于 2017 年，分析人士表示全
球奢侈品产业依旧充满挑战，但印度和墨西哥
地区的销售业绩或会有强劲表现，而亚太地区
在中国市场销售额增长的提振下将实现 5%的
增幅，远高于 2015 年的 1%。全渠道营销与数字
化社交媒体创新会继续成为各大品牌努力发展
提升的方向。

欧睿国际大胆预测，在未来五年内中国将
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目前美
国奢侈品销售额占全球总销售额的 21%。同

时，奢侈品在线销售业绩会继续蓬勃发展，线上
平台被视为各大奢侈品集团未来五年的关键战
场。数据显示，2016 年全球奢侈品线上销售同
比增幅预计为 9%。

不过，2017 年亚太地区的社会政治动荡，拉
丁美洲的经济衰退和东欧的冲突将会在一定程
度上抑制主要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奢侈品业的
增长。

另 外 ，根 据 米 兰 咨 询 公 司 Pambianco
Strategie di Impresa 统计的全球奢侈品上半
年运行数据也显示行业正在复苏。归属意大利
的奢侈时尚品牌集团中，收入增长最强劲的是
Moncler（法国品牌在意大利米兰上市），涨幅
17.1%，紧随其后是 Brunello Cucinelli，录得涨
幅 9.8%，第三名是 Aeffe 涨幅 7.1%。

除意大利以外，归属欧洲的奢侈时尚品牌
集 团 中 包 括 LVMH 集 团, Zara 母 公 司 Indi-
tex, H&M 集 团 、Adidas、开 云 集 团 、Hugo
Boss 以及 Jimmy Choo，总营收录得 681.4 亿
美元，同比增长 5.8%。 增长最快的是丹麦珠宝
零售商潘多拉 26.9%，第二名是 Adidas 录得
15%，第三名是 Inditex 录得 11.1%。

值得关注的是，开云集团旗下最重要的奢
侈品牌 Gucci 全面复苏，对比第一季度销售额
3.1％的增长，该品牌在第二季度呈现加速发展
态势销售额录得 7.4％的强劲增长。上半年，

Gucci 营业收入录得 19.48 亿欧元，同比增长
3.9％，有机收入涨幅为 5.4%；营业利润同比增
长 7%至 5.369 亿欧元，跑赢大多数的奢侈品牌。

贝恩公司合伙人 Claudia D’Arpizio 早前
指出，当下的奢侈品市场将停留在缓慢但增长
的时期，而中国大陆市场将成为奢侈品行业复
苏的关键。 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分析，得益于
数字化市场营销战略，上半年奢侈品行业的业
绩正在回暖，这意味着奢侈品牌数字化是一个
必然趋势。

法国美国商会在 10 月 6 日举行了一场《无
缝的奢侈体验：零售和数字化战略》会议上，大
部分业界人士认为全渠道零售营销战略是奢侈
品未来发展的关键。波士顿集团合伙人兼董事
总经理 Robbin Mitchell 表示，美国消费者在未
来几年 25%至 35%的消费将通过网络渠道支
出，可见数字化并不是一个短暂的现象。他强
调，这是一个奢侈品与奢侈品消费者关系转换
的时期，“奢侈品消费者告诉我们，他们想重新
定义这种新的关系”。

在股票表现层面，75%的奢侈品牌今年以来
录得股价上涨，在上涨的品牌中，股价整体平均
上涨了 9%。自 6 月 1 日以来，Gucci 母公司开
云集团股价累积上涨了 30%，LVMH 和爱马仕
集团则上涨了约 16%。

（周惠宁）

时尚是轮回的，有些好几十年前流行的潮流可能突然有一天就又火到不行。
没错，这次回归的就是“校服裤”，有的人也把它叫边带裤 。说真的，以前从来没觉得那么好看，但是经过设计师们的巧手和精妙的配色以及

版型的变化之后，真的挺好看。
边带不仅可以是一色宽边带，简单大气，也可以是双色的，还可以是三色的，最常见的是黑、红、白色，蓝色和黄色。

“校服裤”可以配毛衣、大衣、衬衣，也可以配高跟鞋、靴子、运动鞋。小编已经在翻衣柜找出中学时代的校服裤，穿出去跟跟风了，姑娘们也抓
紧吧。 （冉小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