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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女装消费升级新趋势

服装高级定制时代即将到来
■资讯

当商场里千篇一律的成衣不能满足人们对服装个性化的需求，当街头小店中空有其表的货品无法
达到人们对品质的考量，这时一些服装定制品牌开始赢得市场的青睐。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自己的生活品质。随着个性化消费的兴
起，人们越来越渴望将自己的穿衣搭配注入新鲜的血液。从年轻一族到社会中坚，在个性化消费的潮
流带动下，服装高级定制正在成为一种简单的选择。 青年报 王娟

高定品牌纷纷看好中国市场
据统计，在中国女性的消

费中，用于购买服装服饰的花费
排在第一位，目前中国女装市场
实现的年销售收入超过1000亿
元。今天的中国，历经30多年的
财富积累，城市新文化格局正在
形成。由于经济的发展，一批女
性成为高级时装、高级成衣的稳
定消费群，她们具有高消费的基
础，需要在适当的场合，以服饰
的与众不同来显示自己的身份
和修养，倡导高雅文化生活方式
成为她们的使命。高级定制女
装在中国已经有了深厚的根基
与生存土壤。

近日，高级定制品牌COU-
TURiSSIMO宣布正式进军中国市
场，率先携手上海K11购物艺术
中心，于7月30日到8月4日间，
联合举办独家贵宾专享沙龙活
动。据了解，COUTURiSSIMO是由
ACF亚洲高级定制协会概念建构
的全新高级时装品牌，同时也是
开创性在线平台，建构高级时装
和消费者间的桥梁。品牌融入
亚 洲 高 定 时 装 协 会 为 COU-
TURiSSIMO所设定的多元理念，
集结世界一流的高级定制服装
设计师深度合作，延续高级定制
的高质量的时装灵感并创建合
理的价格的集合品牌。

据悉，在ACF亚洲高级定制

协会的概念下，COUTURiSSIMO
作为一个拥有多个顶级设计师
的时装品牌，以突破性的时尚
平台模式迅速开展，专注于与
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服装设计
师合作，将高质量的高级定制
时装，转化为大众可以接受价
格范围的高级时装，让全球各
地的消费者能够拥有由著名时
装设计师所设计的独家服装，
这也意味着高级订制时装将更
能广达大众。

ACF 主席暨 COUTURiSSIMO
创始人 Dr.Frank Cintamani 表
示：“随着以手工制作、个性化和
高品质为特点的服装高级定制
成为女性们服装消费的首选与
身份地位的象征，中国女装高级
定制时代已经来临，高级定制女
装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逐渐
成为新的潮流，”高级定制女装

“已成时代的呼唤。”
此前，高级定制服装的两

大主打品牌Chanel和Dior公布
了2016年的高级定制服装都呈
现一定程度的增长，购买力非
常可观。高级定制品牌丹·DAN
今年五月在上海举办了高级定
制周闭幕大秀。未来也计划加
大这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本土高定品牌也具一定规模
其实，除了香奈儿、迪奥、

华伦天奴、芬迪等大家所熟知

的国际高定品牌外，上海已汇
聚了不少国内本土高定品牌，
有些不仅深受国内大牌明星的
青睐，更是在巴黎乃至国际高
定周上大放异彩。

据了解，作为第一代中国
服装设计师，郭培自1986年参
加工作以来于专业领域不断探
索，开设的中国新娘高级定制
会馆位于上海南外滩 22 号首
层，拥有600平米华美优雅，独
具设计风格的浪漫空间，是一
家“ 嫁 衣 、婚 服 高 级 定 制 会
馆”。首推“嫁衣”产品系列。
该系列的设计源自于中国传统
服饰，并采用国际化的设计理
念加以创新。

丹·Dan品牌创始人、主设
计师郑小丹倾心打造的新锐高

级定制礼服品牌丹·Dan已推向
了国际时装舞台。据了解，郑
小丹的坚持与执着，深刻感动
了曾为法国Dior高级定制系列
服务的立体制版师，并成功邀
请到他担任丹·Dan高级定制的
全年技术顾问。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在如
今“成衣横行”的时代，很多人
越来越喜欢定制，目前在北京、
上海等一线城市，高端客户群
体对于服装的个性化、功能化
要求日益提高，给高端定制行
业带来了更大发展契机。在中
国市场上，相对于普通制衣，定
制市场尤其是高级定制市场仍
然是一个全新的蓝海，机遇非
常多，从这一点来说，对高端服
装定制而言是利好信息。 猪八戒网创业节

正式启动

近日，2017上海“互联网+”猪
八戒网创业节暨猪八戒创业服务
大促狂欢启动仪式在上海召开。

猪八戒网华东大区总经理
刘峥在表示：“猪八戒网不仅是国
内领先在线服务交易平台，更是
线上线下联动的”互联网+创业
创新“平台。一直致力于为中小
微企业创业者提供优质的服务，
助力其创业发展。本次上海互联
网+创业节同时也是猪八戒第二
年服务创业者的电商盛会——
八八节，八八节由去年的线上走
到了今年的线下，目的也是为了
更好的服务中小微企业创业者。”

据悉，在7月25日至8月31
日创业节期间，猪八戒网将针对
上海中小微企创业者发放助创
金，开展多行业交流论坛，包括餐
饮行业，电商行业，酒店行业等，
为这些传统行业的企业插上“互
联网+”的翅膀，助力其转型升级
发展。会上，11家优秀服务商获
得上海“互联网+”指定创业合作
单位的授牌，他们让我们看到了
中小企业孵化发展的前景，以及
猪八戒平台所能提供的专业级服
务和产品的分享。 青年报 王娟

7月27日-28日，由中国酒
业协会主办、五粮液集团公司
承办的2017中国低度白酒发展
高峰论坛在成都举行。专家认
为，从国际国内消费大势、产业
演变规律、行业战略布局等多
维度考量，大力发展低度优质
白酒前景广阔，潜力巨大。

白酒是四川的支柱产业，
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白
酒产业的创新发展，提出要深
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和大力发展新生代酒品，作为
川酒的龙头企业和中国浓香型
白酒的典型代表，五粮液集团
公司将进一步通过工艺创新和
酒体创新，适应新一轮消费升
级的新需求。

古代白酒是低度化的，随
着蒸馏技术发展和饮酒方式改
变，后来中国白酒演变为以中
高度为代表。实际上，包括国
际上的一些洋酒也是这样，过
去度数都比较低，是蒸馏技术、
饮酒方式改变了这一切，逐渐

向中高度方向发展演变。中国
白酒大多在52°、53°左右，国际
主流洋酒的度数一般是在40°

左右，威士忌、白兰地都是如
此。随着酿酒技术进一步发
展，中国白酒低而不淡、低而不
寡成为了一种可能。

现在白酒低度化，是在更
高技术层次、更新消费体验基
础上的低度化。它丰富了白酒
产品系列，能够更多元化地满
足不同消费层次、不同年龄阶
段的市场需求。

过去，白酒都是以高度为
主，消费群体比较成熟。但是
从市场发展情况来看，年轻化
跟低度化有着紧密联系。我们
通过对不同年龄阶段的消费特
点作研究发现，年轻人更容易
接受度数比较低的酒。

五粮液高度重视新生代酒
品开发，开发成系列的 39° 、
38°、25°酒类产品。同时，我们
也非常重视开发适应年轻人各
种个性化、时尚化消费需求的

产品，如调制鸡尾酒的白酒和
各种类型的预调酒。五粮液在
开发低度白酒方面走在全国同
行业的前列，我们的白酒低度
化探索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
成型于 80 年代中期。在 80 年
代末，39°系列低度白酒获得了
第五届全国名优产品评选的金
质奖杯。

浓香白酒在做低度白酒方
面有独特优势。这是市场公认
的。有这么一句话，“能够低度
化的白酒才是真正的好酒”。
浓香白酒做低度酒，五粮液为
什么能走在前列呢？

首先，我们有独特的酿造
优势。宜宾独特的地理环境，
为低度白酒的酿造提供了不可
复制的生态环境；独特的五粮
酿造技术，也为低度白酒生产
提供了优质的基酒保障。

其次，我们有系统的技术
优势。在五粮液低度白酒的生
产过程中，科学的加浆技术、定
向的除浊技术以及精湛的勾调

技术，都为生产优质低度白酒
提供了科学系统的技术保证。

从低度白酒的布局来看，市
场需要更加丰富的产品系列。

为此，我们将进一步强化
营销渠道，适应年轻消费群体
的需求，完善餐饮、酒吧等市场
布局。

同时，借助“一带一路”，我
们将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力争
在欧洲、北美、东南亚，全方位
布局五粮液营销体系。

从当前中国白酒产业发展
的现实需求来看，白酒国际化
也是一个摆在白酒行业的重要
课题。

在国内，总体来看，行业已
呈现出复苏的大背景。这一轮
的恢复性增长是结构性的，是
名酒企业的领涨，分化是非常
明显的。行业仍然面临着挤压
式竞争，从行业发展来看，走出
去是一种必然选择。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曙光

市场需求 要满足更要引领

中国酒业
大数据中心成立

近日，中国酒业协会牵头联
合五粮液集团、电子科技大学、
浪潮集团成立中国酒业大数据
中心，旨在推进中国酒类行业转
型升级和技术进步，促进中国酒
业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酒业协会副理事长徐
岩宣布中国酒业协会关于成立
《中国酒业大数据中心成立决
定》，并表示：“科技创新始终是
推动中国白酒产业不断创新进
步的推动力，面对白酒消费需求，
市场营销、渠道流通等方面发生
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国白酒产
业急需推动大数据技术的应用，
致力于中国顶级酒业创新中心以
大数据为支撑，连横合纵，优势互
补，共享创新的战略思想，汇集中
国白酒产业相关优势资源，产业
智慧，共同投入研究产业核心技
术、共性技术，推动产业技术创新
能力全面提升，加速技术升级，为
中国白酒创新文化开创国际市
场，开创商业新模式，提供基于大
数据的智力支撑，为白酒产业发
展新格局贡献力量。

据悉，中国酒业大数据中心，
实行理事会成员制，采取产学研
合作模式，采取知识产权共担，知
识产权共享的原则，通过协会、行
业企业及科研机构对中国酒业大
数据中心建设的共同努力，共同
推动白酒产业升级、技术升级、消
费升级。 青年报 王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