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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宁刷屏纽约时装周后……
中国消费升级的故事刚开讲

每天为你
讲述一个
财经故事

一场时装秀 市值升了 27 亿港元

的新款卫衣，价格被炒到 999
元高价，而且早已卖到断货。作
为李宁公司的创始人，前奥运
冠军李宁在微博的评论也被各
种求购卫衣的消息刷了屏。“感
觉以后李宁都要买不起了”，
“告别耐克、三叶草的时代来临
了”“，根本买不到啊”。
李宁公司自然不会错过这
个商机，迅速做出反馈。据了
解，李宁已经开始在实体店预
售其纽约时装周限量版，预售
至 3月 11日。李宁公司相关负

当地时间 2月 7日上午，
李宁在 2018纽约秋冬时装周
上举办了主题为“悟道”的时
装秀。大写汉字、高冷脸模
特、复古的设计，这场秀瞬间
刷爆社交媒体，各种赞扬、询
价、求购的评论迅速淹没了
李宁的官方微博和微信，一
些走秀款的类似款单品也在
官方旗舰店火速售罄。
在纽约时装周的加持下，
李宁“悟道”系列服装已变得炙
手可热。其中，李宁售价 699元

“我 20 多 年 前 也 号 称
潮人，今天中国李宁亮相纽
约时装周， 请多指教。 ”当
55 岁的前奥运冠军李宁在
微博上写下这段宣传语时
并没有意识到，这场秀的价
值无法估量。 秀场结束后，
李宁成功刷屏纽约时装周，
走秀款卫衣更是被炒至天
价，李宁公司的股价也迎来
暴涨。
“李宁”变得更潮、更时
髦，也更 具 年轻 活 力 ，这 其
实是中国消费升级、产业升
级的一个缩影。 李宁刷屏纽
约时装周，只是中国消费升
级、产业升级的故事刚刚开
讲而已。

责人对北京晨报记者表示，现
在有一些产品在预售，相信很
快能买到，
“从后台的反馈来判
断，这些产品是比较紧俏的。”
资本市场也十分买账。从
2月 7日纽约时装周的秀开
始的一个月里，李宁公司的股
价从 6.04港元一路上涨，截
至 3月 7日报收 7.29港元，
单月涨幅达 20%。据北京晨报
记者统计，时装周后的这一个
月里，李宁公司的市值已累计
升值 27.25亿港元。

李宁的逆袭“对任何形式的创新都十分支持”

会把悟道产品系列当作与消费
者沟通的点。
尽管以酷炫的时尚设计打
动了大众，但李宁并不打算丢
掉专业运动品牌这一块，专业
产品和时尚化产品将会并重。”
李宁品牌的复苏与创始人
李宁的回归不无关系。“董事长
2014年底回归后，3年来的公
司表现有目共睹。”李宁相关负
责人对北京晨报记者表示，李
宁一直是公司核心的灵魂人
物，
“他坚持公司定位在专业的
体育用品品牌公司，但又对任
何形式的创新都十分支持。”
从李宁公司的业绩表现来

纽约时装周的惊鸿表现像
一道闪电，点亮了李宁的转型
之路。在满屏的“中国骄傲”赞
扬声中，李宁迎来了转型复苏
以来获得的最大赞美度。
在公司内部人士看来，李
宁一直在尝试年轻化、时尚化，
悟道系列的成功并不是偶然。
“不论是年轻一代消费者还是
老一辈消费者，都喜欢好看、有
设计感、有品质的产品。”李宁
公司相关负责人对北京晨报记
者表示，公司 2017年的悟道
产品系列，消费者的反馈一直
不错，今年的纽约时报时装周
就是从之前的主题延伸，
“未来

看，创始人的回归也十分关键。
在李宁漫长的转型道路上一直
承受巨亏的煎熬。在2012年至
2014年，李宁公司的业绩一直
处于亏损状态，3年的亏损额分
别为19.8亿元、3.9亿元和 7.8亿
元，累计亏损超过31亿元。2014
年底创始人李宁回归，2015年
度李宁公司扭亏为盈，2016年
李宁集团全年营收 80.15亿元，
净利润达 6.43亿元，净利润翻了
近 44倍。李宁集团 2017年年
中业绩报告显示，2017上半年
实现营业收入39.96亿元，同比
上涨 11.4%；净利润上涨 67%，
达到1.89亿元。

开启海外买买买 中国时尚产业进入黄金期

其子公司宣布超过 1亿欧元
的价格收购法国历史最悠久
的高级定制时装品牌
Lanvin。随后复星国际又宣布
收购奥地利高端内衣品牌
Wolford的消息，加上复星国
际先前已持有美国女装品牌
St. John、 希 腊 配 饰 品 牌
Folli Follie，一份完整的奢
侈品帝国版图已经呼之欲出。
海外买买买的不只有复星
集团。七匹狼此前曾以 3.2亿
元 投 资 著 名 品 牌 Karl
Lagerfeld的中国运营实体，
获得 KLSH在大中华地区的
商标使用权。山东如意集团
2月 9日宣布，已完成对瑞

纽约时装周的一场秀，令李
宁公司的市值在一个月升值
27.25亿港元，其品牌价值的提
升更是无法估量。李宁品牌变得
更潮、更时髦、更具年轻活力，
其实是中国消费升级、产业升级
的缩影，国产运动品牌已经在寻
求逆袭之路，从消费者反馈来
看，
“国货骄傲”正在成为可能。
在李宁刷屏纽约时装周
后，中国消费升级、产业升级的
故事还在继续，很多公司开始
加速海外并购的步伐，许多消
费者耳熟能详的国际品牌都成
为中国企业的主要并购目标，
中国的时尚产业迎来黄金期。
2月 22日，复星国际及

中老年好睡眠 要选 好睡枕

特惠促销

北京市民限时抢购
上了年纪不少中老年朋友苦于睡眠不好， 贴合头、颈、肩部，形成独立支撑；提供舒适睡眠。
想要睡得好，一个好睡枕不可少！
◎ 三大优势，优选好睡枕
◎ 两大创新，让睡眠更舒适
1、特殊材料选配，睡眠枕设计更加合理；
1、黄金比例枕型，睡眠更舒适。自然贴合
2、优质棉填充，纳入新鲜空气形成气垫，
颈椎，中央凹槽，贴合后脑弧度，柔软呵护固定 使整体弹性十足，从而承托颈部肌肉，让全身
头部；两侧微高，适应侧睡时肩膀高度变化，正 轻松；
确支撑，保持肩部舒适。
3、良好的透气性，采用优质面料，吸水性
2、多种睡姿，自动适应。侧卧时，主动贴合 好，所吸收的水分保持了空隙中能快速干燥，
肩膀空隙；仰卧时，主动贴合颈部空隙；大面积 保持枕芯清爽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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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皮具配饰企业 Bally的收购。
“复星在海外的收购大多
集中在品牌附加值较高、但和
中国重要产业又密切相关的
行业。这类收购，一方面可以
提升中国相关产业的品牌影
响力，另一方面可以降低这些
境外品牌的运营成本。”香颂
资本执行董事沈萌指出，海外
收购仍然是中国资本外溢的
结果，但收购标的随着政策需
求的变化而变化，并将以围绕
国家产业发展需求为中心开
展。沈萌指出，中国企业海外
收购的出发点基本都瞄准消
费升级。
北京晨报记者 陈琼

原价 98元

活动提醒：

1、申购者需年满 50周岁以上，仅限本人申购一件，不能代购；
2、申购时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办理；■
3、所有申购者需到店登记姓名、电话等信息，待枕头到达后统
一时间、地点、分批发放；■
4、已经参加过本公司活动的人员谢绝再次参加；
5、活动时间：2018年 3月 9、10、11日（本周五、六、日）
订购咨询：
、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中路冠捷大厦 1901室 / 御藏文化（公
交乘 567/939/132/467/ 快 88夏家园下车向南 100米。或地铁 10号
南通尚士华纺织品科技有限公司
线太阳宫站下车 C口出向南 100米）

更多登陆 www.ljlaonian.com

010-64495981 13161368586
广告刊登热线：130311048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