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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summary＃ 
 优衣库是平价和品质的代表，具备难以复刻的深堑护城河： 

1）聚焦基本款，减少 SKU，降低库存压力。其 SKU 保持在 1000 款基本

款，库存压力较小，保持库存周转效率处于良性状态。 

2）重视面料研发，专注将单品做到极致。通过面料研发及工艺质控，赋

予优衣库品牌更多价值。 

3）注重精细化管理，SPA 供应链管理突出。公司通过在设计、制造、销

售等多重环节层层把关，达到提高品质、降低成本的目的，将更多的利润

空间返还给消费者，从而实现高性价比。 

4）一站式服装采购，为全家着装提供解决方案。“Made for All”的销售

理念，得以捕获更广泛的消费群体。 

 发展历程：跨越日本第三次和第四次消费时代，顺势而为以成时代宠儿。 

1）开创十年：定位青少年为主流消费人群。优衣库于 1984 年成立，

1984-1995 年日本消费主力军主要为青年及青少年，能够彰显个性且特立

独行的服装风格备受青睐，在此大背景下，优衣库初入休闲服装市场，价

格定位低廉，并采用全新的自主选购形式及创立郊区街店新渠道。 

2）成长十年：契合时代主流消费观“高性价比”，打造明星产品并建立

SPA 模式助力高性价比。1995-2004 日本由于经济泡沫破灭及人口增速降

低，服装市场终端需求缩减，理性消费观越发显著，简约化及高性价比服

装颇受青睐。优衣库推出摇粒绒等明星产品，以低价高质巩固品牌形象，

彻底实现 SPA 模式以助力高性价比；同时加强研发能力，缩短交货时间

快速响应市场趋势。 

3）腾飞十五年：科技、并购、海外扩张，在第四消费时代走向全球的“高

性价比之王”。2005 年日本进入第四消费时代，日本市场短期饱和，对产

品的质量和性价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优衣库顺应市场潮流趋势，完成从

“休闲”到“休闲时尚”的转型，通过“女装拉动销售”、“优质面料研发

打造科技概念爆款”、“门店建设整改”三大武器增加收入、控制成本。同

时，优衣库开疆辟土，通过并购扩大品牌矩阵及主品牌、构建全球旗舰店

以提升知名度，2019 国外收入占比已接近总营收的一半。 

 投资建议：我国服装行业自 2012 年进入调整期，而后回归至精细化管理、

产品为王的时代，但要培育出如优衣库一样优秀的品牌，仍需要较长时日。

从服装企业发展趋势来看，我们认为通过持续 “修炼内功”也会出现如

迅销一样成功的企业，建议关注安踏体育、李宁等。 

风险提示：消费者偏好变化风险，行业竞争加剧，业务推进不及预期，线下门

店低于预期，品牌推广费用超出预期，渠道库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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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qlo is a representative of parity and quality, with a deep moat that is difficult to 
replicate: 

1) Focus on basics, cut down SKU, and reduce inventory pressure. SKU is maintained at 
around 1000 basics, and the inventory turnover keeps in good condition with small 
inventory pressure. 

2) Attach importance to fabr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focus on making the single 
product ultimate. Through fabric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process quality control, 
more value is given to the Uniqlo brand. 

3) Pay attention to refined management, and SPA management is outstanding. The company 
achieves the goal of improving quality and reducing costs through multiple stages of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sales, and returns more profit to consumers, thereby 
achieving high cost performance. 

4) One-stop clothing procurement, providing solutions for the whole family's clothing. The 
sales concept of "Made for All" can capture a wider range of consumer groups. 

 Uniqlo: Crossing Japan's third and fourth consumption era, following the trend to become 
the darling of the era. 

1) Start ten years: Position the mainstream consumer group in the era-teenagers. Uniqlo 
was established in 1984. The main force of consumption is mainly young people and 
teenagers in 1984-1995, and their unique and unique clothing styles are very popular. 
Uniqlo entered the casual clothing market with low price, and it adopts a new form of 
independent purchase and creates a new channel for suburban street shops. 

2) Ten years of growth: In line with the mainstream consumption concept of the era "high 
cost performance", create star products and establish SPA model to help high cost 
performance. From 1995 to 2004, the terminal demand of the apparel market has 
shrunk. The rational consumption concept has become obvious. Simplified and 
cost-effective clothing is very popular. Uniqlo launches fleece star products, consolidates 
the brand image at a low price and high quality, and thoroughly implements the SPA 
model to help cost-effective; at the same time, it strengthen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and shortens delivery time to quickly respond to market trends. 

3) Fifteen years of soaring: technology,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verseas expansion, and 
the “king of high cost performance” in the fourth consumption era. In 2005, Japan 
entered the fourth era of consumption. The Japanese market was saturated in the short 
term. Uniqlo followed the market trend and complet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asual" to "casual fashion". The three weapons of “sales promotion by women's 
clothing”, “high-quality fabric research”, and “store construction rectification” increase 
revenue and control costs. Subsequently, Uniqlo began to expand overseas, expanding 
its brand matrix and main brands through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building global 
flagship stores to enhance its popularity. In 2019, the proportion of foreign revenue has 
reached nearly half of its total revenue 

 Investment view: China’s apparel industry has entered an adjustment period since 2012, 
and then returned to the era of refined management and product kingship. However, it will 
take a long time to cultivate an excellent brand like Uniql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we believe that through continuous "practice of internal strength", 
companies that are as successful as Fast Retailing will emerge. We recommend Anta 
(multi-brand omni-channel re-development, the main brand to create affordable sports 
products), Li Ning (focus on the national tide sports style, shape affordable fashion sense). 

Potential Risks: risk of changes in consumer preferences, intensified competition in the 
industry, less than expected business advancement, offline stores lower than expected, 
brand promotion expenses exceeding expectations, and channel inventory risks 

UNIQLO: Parity is not mediocre 

07/2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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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正文 

1、迅销集团（Fast Retailing）：全球领先的服装零售巨头 

迅销（Fast Retailing）是一家跨国公司，经营多个时尚品牌，包括 UNIQLO，GU

和 Theory 等。作为全球第三大制造商和零售商，公司通过管理从采购、设计、生

产到零售向消费者提供优质且价格合理的服装产品。其中，公司支柱品牌优衣库

（UNIQLO）年销售额约为 1.9 万亿日元(FY2019)，其休闲服饰的舒适体验主要通

过高质量和高功能材料制成的独特产品来实现。以优衣库品牌为主导的业绩增长

正在逐步从日本本土扩展至大中华地区（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以及

东南亚地区。 

由于公司诞生于日本的第二次消费时代，成长于第三次消费时代，蓬勃于第四次

消费时代，本篇报告我们将以日本的消费时代为宏观背景，深入分析迅销在日本

各消费阶段中，抓住机遇直面挑战，铸造坚固且深堑的“护城河”。（注：日本四次

消费时代的消费特征：详见附表 1 （资料来源：《第四次消费时代》）。） 

 

图1、迅销（Fast Retailing）FY2019 营收位居全球快时尚第三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数据更新截至 2020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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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迅销(Fast Retailing)主要品牌矩阵（截至 FY2019）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难以复刻的深堑“护城河” 

薄利多销，为消费者获取更多实惠是品牌出发点和着力点。虽然优衣库以直营渠

道为主，但毛利率仍保处低水平，这说明其加价倍率较低，约为 2-3 倍左右。这

主要得益于优衣库对产品、渠道、供应链的有效管理，促使其将更多实惠给予消

费者。我们认为，优衣库核心优势主要是其高性价比的产品，精细化的管理，以

及顺应新消费趋势的底蕴与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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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Fast Retailing(Uniqlo 母公司)直营与经销渠道情况 图4、Inditex(Zara 母公司)直营与经销渠道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5、全球 TOP3 服装零售企业毛利率对比（%） 图6、全球 TOP3 服装零售企业净利率对比（%）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7、全球 TOP2 服装零售企业租金费用率对比（%） 图8、全球 TOP4 服装零售企业存货周转率对比（%）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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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聚焦基本款，减少 SKU，降低库存压力 

优衣库的最强产品是基本款。产品以生活方式为维度，推出 Uniqlo U、Sport、

Knit、Jogger 4 种场景服饰，满足消费者对服装和生活品质的需求。其 SKU 保持

在 1000 款左右，相比其他全球性快时尚品牌，优衣库 SKU 数量相对较少，所以

库存压力较小，这有利于保持库存周转效率处于良性状态。 

 

图9、全球 TOP4 服装零售企业 SKU（款）对比 图10、全球 TOP4 服装企业库存周转率（%）对比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第二， 重视面料研发，以质取胜 

专注将单品做到极致。一方面，重视面料研发，持续提高技术。公司不断推出

HEATTECH、摇粒绒等产品并畅销大卖。2003 年与日本纺织业巨头东丽合作，研

发更薄、更干爽、更舒适的服装面料（优衣库面料技术详见下表）。另一方面，严

格质控，提升工艺。在服装行业中，平均次品率为 2%—3%，而优衣库要求工厂

将次品率降至 0.3%。通过面料研发及工艺质控，赋予优衣库品牌更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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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优衣库面料技术 

冬 夏 

系列名称 设计功能 宣传图示 系列名称 设计功能 宣传图示 

高级轻型羽绒

服 

采用优质羽绒及无内

胆填充技术，温暖轻

盈，蓬松便携 
 

DRY-EX 速干系列 

高功能吸汗速干

面料，吸湿排汗，

透气速干 

 

高性能复合外

套系列 

设计源于专业化学赛

事服，填充羽绒与吸湿

发热功能材料 
 

AIRism 

透气系列 

弹性舒适，接触冷

感，柔滑亲肤，清爽透气 

 

HEATTECH 系列 
内衣纤维吸湿发热，轻

薄，舒适，贴身 

 

UV PROTECTION 

防晒系列 

有效阻隔紫外线，

防晒兼具透气性 

 
春、秋 

摇粒绒系列 针织系列 

细摇粒绒系列 
柔软细腻，颜

色丰富 
 

3D针织系列 
无缝编织，蓬松立

体版型 

 

长摇粒绒系列 
质地松，软宽

松舒适 
 

轻型柔软针织

系列 
轻盈柔软 

 

仿羊羔绒摇粒绒

系列 

廓形外观，不

显臃肿 
 

全棉针织系列 

100%优质棉，肌肤

触感柔软，可机

洗，便于打理 
 

HEATTECH 摇粒绒

系列 

保暖兼具弹

性，层析感突

出  

粗编针织系列 
厚实挺括，粗编织

风格，质感纹理 

 

弹力摇粒绒系列 舒适伸展 

 

   

柔软针织摇粒绒

系列 

亲肤柔软，便

于打理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第三， 注重精细化管理，SPA 供应链管理突出 

优衣库的精细化由四部分构成：生产管理、店铺管理、库存管理以及人才管理。

其中，优衣库 SPA 供应链管理模式最为突出。公司通过在设计、制造、销售等多

重环节层层把关，达到提高品质、降低成本的目的，将更多的利润空间返还给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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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者，从而实现高性价比。 

 

图11、1998 年优衣库开始转型 SPA 模式并延续至今 图12、优衣库 SPA 运营模式供应链环节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第四， 一站式服装采购，为全家着装提供解决方案  

 

优衣库为每个人提供简约优质舒适服饰，它兼具功能性和舒适性，以可以满足不

同类型消费者对着装的诉求。公司推出“Made for All”的销售理念，以捕获更广

泛的消费群体。2020 年（2019 年 1 月-2020 年 6 月）客单价同比增长 101.5%，虽

然受到 2020 年疫情影响，公司上半年整体表现仍较理想。 

 

图13、优衣库提供一站式购物模式 图14、近年来公司平均客单价同比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2016-2019 年为前一年 9 月至当年 8 月数据，2020 年为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6 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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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展历程：积淀数十载，铸就服饰龙头 

迅销自创立至今经历数十年的沉淀，从一家小型男装店成长为日本服装零售龙头

再成长为全球服装产业巨头，其成功之路值得我们认真分析与学习。1984 年迅销

创立第一个品牌优衣库；此后公司发展稳扎稳打、倍道而进。我们将迅销的发展

历程细分为四个时期：本土市场开拓期（1984-1994 年）、快速成长期（1995-2004

年）、海外布局开拓期（2005-2010 年）及海外加速推进期（2011 至今）。 

 

图15、迅销集团发展的四个时期 

 
 

资料来源：《第四次消费时代》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1、本土市场开拓期（1984-1994）：新销售模式打通国内市场 

2.1.1、环境背景：第三次消费时代的中间十年，个性化年轻化消费偏好显著 

根据《第四次消费时代》，1984-1994 年正处于日本的第三次消费时代的中间十年，

消费特征非常典型。这时期的日本消费主力军主要为青年及青少年，主力消费者

更加注重个人喜好，能够彰显个性且特立独行的服装风格备受青睐。 

表2、日本第三次消费时代（1975-2004 年）的社会及消费特征 

第三次消费时代：

1975-2004 
个性化消费袭来 

社会背景及特点 贫富差距拉大 

人口规模 人口数量微增，增速持续下降，老龄化程度增加 

出生率 由 15 降至 10% 

老龄化率 由 5%升至 20% 

消费价值观 注重个人主义及私有化 

国民消费取向 个性化、多元化、注重品牌、向往大城市 

消费主题 私家车以个人为主，每家数量 

主要消费者 单身者 

资料来源：《第四次消费时代》，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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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1974-2004 年起日本 GDP（现价）增速（%）及其私人消费增速（%）开始急剧下降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2.1、经营情况：优衣库品牌以“自选式+路边店”模式大获全胜期 

 优衣库品牌创立，新营销模式大获全胜 

公司董事长柳井正创建优衣库品牌，UNIQLO CLOTHING WAREHOUSE 意为“随

时能够选购衣服的巨大仓库”。优衣库拥有准确的品牌及价格定位、目标人群及销

售和渠道模式，这使其初入休闲服装市场便大获全胜： 

- 定位人群以青年为主：追求个性化的年轻消费者。 

- 价格定位低廉：1,000 日元/件和 1,900 日元/件两种价格。 

- 购买形式创新：全新的自主选购形式。店铺销售全部采用自主选购的模式，

服饰款式多样。 

- 渠道位置创新：创立郊区街店新渠道。1984 年开设首家优衣库门店，专

门从事休闲服装销售。由于资金受限，门店选址在人流密集的市中心小巷

内。1985 年第一家优衣库路边店取得了巨大成功。由于店铺选址在郊区

街店，这相比于开在繁华商业区的专卖店更能吸引有明确购物目的的人，

且购买率相对高很多，因此郊区街店开设的成功为该品牌的店铺树立了新

的标准。1991 年公司名称由小郡商事变更为迅销，1991-1994 年优衣库新

增 100 家门店，并设想未来建立 1,000 家分店的长期发展规划。 

 SPA 模式初具雏形：海外生产并把控质量 

海外组织生产并自行把控产品质量。由于代销模式导致生产与销售脱节，导致无

日本第三次消费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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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把控好质量关，因此 1987 年优衣库的销量开始大幅下滑。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柳

井正决定效仿佐丹奴的代工模式，在海外组织生产并自行把控产品生产及质量。

1988 年公司在香港成立合资公司进行商品生产，并开设香港采购办事处，这为日

后的生产及海外布局做好了铺垫。 

 

图17、首家优衣库门店开业当天门前排起了“长龙” 图18、优衣库日本 Owariasahi 的路边街店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19、1984-1994 年优衣库门店数量变动趋势（家）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2、快速成长期（1995-2004）：迎合市场需求扩张本土业务 

2.2.1、环境背景：第三次消费时代的后十年，经济萧条使消费渐趋理性 

 正处于日本第三次消费时代的后十年，经济环境恶化及人口增速降低使得

日本服装市场终端需求缩减 

90 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失业率大幅上升，日本鞋服人均消费支出持续降低。

家庭消费支出中，鞋服占比由  1985 年的  7.9%下滑至  1999 年的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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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2002 年，男装、女装和童装的零售额下降了 27.5%，其中男装减少 33.3%，

女装和童装共减少 24.2%。 

 

图20、1995-2004 年日本就业率急剧下降（%） 图21、日本 90 年代男女装及童装零售额开始下滑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理性消费观越发显著，简约化及高性价比服装颇受青睐 

一方面，70 年代以来日本居民消费支出计划趋于理性且日渐谨慎。另一方面，90

年代以来在社会消费萎缩的背景下，高性价比产品和简约化的服装获得了快速发

展。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服装零售商继续苦苦挣扎，而顺应消费趋势出现了一

批主打高性价比产品和简约化消费理念的服装零售品牌。 

 

图22、70s-90s 日本人均生活支出（日元/月）及增速（%） 图23、日本 90 年代按购买地点划分的家庭生活开支趋势 

  

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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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4、1984 年日本家庭鞋服购买地点以零售百货为主 图25、1999 年日本家庭鞋服购买地点零售商店占比下降 

 

 

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2.2、经营情况：先扬后抑的快速成长及自我突破期 

1995-2004 年是公司快速发展的十年，同时也面临了一些问题和挑战。从公司经

营数据来看，营收端和利润端出现两个阶段： 

其一是 1995-2001 年的快速发展时期， 

其二是 2001-2004 年的应对危机。 

因此，我们把公司快速发展的这十年拆分成两个小阶段来进行分析。 

 

图26、FY1995-2015 营收（十亿日元）及增速（%）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阶段一 阶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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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7、FY1995-2015 毛利（十亿日元）及增速（%） 图28、FY1995-2015 净利（十亿日元）及增速（%）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阶段一（1991-2001 年）：快速发展阶段，上市之后进一步加速 

1996 年公司设立东京办事处，开始加强公司产品规划及开发能力。 

1999 年迅销公司在东京证交所主板上市；同年，优衣库成立上海生产管理办公室，

进一步加强生产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公司四个方面的塑造并突破优衣库品牌： 

- 推出摇粒绒明星产品，以低价高质巩固品牌形象：1999 年推出 1,990 日元

/件的摇粒绒产品，同一款式 15 种颜色，一时风靡于日本服装市场，创造

了 2,600 万件的年销量。同年，优衣库开设第一家东京市中心店。1998-2001

年优衣库销售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71.4%。2001 年成为日本市占率最高的休

闲服品牌，得益于摇粒绒明星产品热销带动销量增长，同期营业收入增长

率约达 323%。2001 年持续发力，营业收入再创新高，突破千亿大关。 

 

图29、FY1995-2015 营收（十亿日元）及增速（%）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阶段一 阶段二 阶段二 阶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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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店开拓加速，渠道规模扩大： 2000 年公司门店数量较 1991 年增长近

14 倍，数量达到 433 家，净增 408 家。前期新增加店铺及现有零售店销

售情况良好，营业收入稳增；后期明星产品热销带动营收及利润大幅增长。 

 

图30、FY1990-2000 年门店数量净增加 408 家 图31、FY2000 净利润同比增速达 406.3%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 广告宣传塑造品牌知名度：一方面，从营收端来看，优衣库通过店内促销

及报纸、杂志、电视等媒体提升品牌消费认知度，销量增加业绩明显高于

预期。2000 年直营门店客流量增加 115.4%，现有门店销量增长 67.7%，

直营门店总销量上升 107.1%。1998-2000 年单一明星产品驱动下各品类产

品营收均有增长，其中 FY2000 女装营收占总营收 22.4%。另一方面，从

费用端来看，广告传单和电视广告占优衣库的大部分广告及促销开支。优

衣库郊区店约占 65%，这些郊区店通过插销来吸引顾客，每周在商店里分

发的报纸上都有针对家庭购物者的周末特别推出促销产品价格。 

 

图32、FY2000 SG&A 占收入比例下降至 22.65% 图33、1999 年优衣库日本市中心的店铺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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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4、FY2001 广告宣传费 190.8 亿日元，YoY+90.15% 图35、FY1998-2000 各产品营收均有增长（亿日元）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 彻底实现 SPA 模式，助力高性价比：完整的 SPA（自有品牌服饰专业零

售店）经营模式，从上游的产品策划、布料研发、原材料采购、生产、运

输以及下游的零售全产业链覆盖，保证产品、服务的质量的同时降低价格。 

 

图36、2000 年迅销集团彻底实现 SPA 模式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阶段二（2002-2003）：短暂的停滞发展阶段 

该阶段公司面对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三个： 

- 单一爆款潮流褪去，产品单一化无法拉动销售：由于单一爆款热潮褪去，

研发乏力导致销量迅速衰退。依靠单一爆款带动销量，研发乏力的影响在

2002 年爆发，优衣库的销量出现衰退。从营销数据来看，FY1998-2000

短短两年，优衣库销售额从 1,000 亿日元攀升至 4,000 亿日元；而在单一

爆款热潮褪去后，没有新爆款补齐销售额，FY2001 各项指标增长放缓，

FY2002 营收大幅缩水，同期下降 17.8%，较 FY2001 年同期营收减少 744

亿日元。 

- 产品吸引力下降并打折促销：客流量下降反映产品吸引力下降，降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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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存致使利润大幅缩水。FY2002 现有商店的销售额下降了 28.6%，这来

自于客流量同期下降 24.7%，平均每客销售额下降 5.2%。由于销售低于预

期，优衣库降价处理库存导致毛利率同比下降 3.6 个百分点，至 42.8%。 

- 英国等国际市场拓展导致广告等费用大幅提高：2001 年优衣库进入英国

市场，前期投资及宣发费用持续较高。2002 年优衣库国际店铺达 25 家，

FY2002 SG&A 支出增加 22 亿日元，至 99.99 亿日元，增幅 2.3%。尽管净

销售额下降，广告而推广费用为 19.77 亿日元，居高不下。 

（注：2001 年优衣库于伦敦开设第一家门店，正式宣告开始国际扩张之路。到 2001

年 11 月优衣库在英国拥有 21 家门店，然而当年迅销(英国)有限公司 (FRUK) 公布了

36 亿日元的亏损，这是由于开店的投资与广告宣传和促销支出。） 

 

图37、FY2002 现有店铺营收同比下降 28.6% 图38、FY2002 广告宣传费用占应收比例上升（%）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针对以上三个显著的问题，公司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即重估产品加强研发能力，

缩短交货时间快速响应市场趋势。 

- 公司重新评估优衣库品牌的所有产品：公司认为销量下降是由于产品定义

过于狭隘，时尚吸引力不足，努力提高产品的设计及研发能力。公司于

2002 年 4 月在东京成立了产品研发中心，外聘设计师及制版师积极提高

产品的设计及研发能力。 

- 此外，加强生产阶段控制，缩短从产品规划、生产到实际交付的交货时间，

以快速响应市场趋势。 

 

 

2.3、海外布局开拓期（2005-2010）：主品牌优化升级，海外探索顺遂 

2.3.1、环境背景：进入第四次消费时代，理性消费表现显著 

2005 年开始日本进入第四次消费时代，日本市场短期饱和，对产品的质量和性价

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日本经济和消费者信心有所改善，但服装支出依然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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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根据政府调查显示，截至 2006 年 8 月的一年内，每户家庭的消费支出下降

1.6%，其中服装支出同期下降 2.8%。日本本土服装市场竞争激烈。 

 

表3、日本第四次消费时代（2005 年至今）的社会及消费特征 

第四次消费时代：

2005 年至今 
回归理性消费 

社会背景及特点 人口持续减少导致消费市场缩小 

人口规模 新增人口数量持续减少，老龄化严重 

出生率 小于 10% 

老龄化率 由 20%升至 30% 

消费价值观 共享化及社会化 

国民消费取向 环保、朴素、无品牌、休闲化趋势消费 

消费主题 私家车多人一辆、共享住宅 

主要消费者 各年龄阶段崇尚个人主义的群体 

资料来源：《第四次消费时代》，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39、2005 年至今日本 GDP（现价）增速（%）及其私人消费增速（%）保持低位稳定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3.2、经营情况：拓展品牌矩阵，强化主品牌实力，整改门店并开拓全球市场 

顺应市场潮流趋势，从“休闲”到“休闲时尚”的转化。2003-2004 年开始公司

推出以新科技新面料进行研发设计服装的起步，并推出系列潮流新款。2005 年公

司形成以东京为基地，纽约、巴黎、米兰三地各设研发中心的结构。2006 年公司

推出 SKINNY 系列牛仔裤，一时间风靡全球，成为当时时尚的标志。 

2005-2010 年营收及利润快速增长，公司营收增速保持在 10%以上，平均毛利润

增速为约 17%，平均净利润增速为约 14%，特别是 FY2007-2010 公司业绩持续稳

定上升。同时，迅销集团在该时期内存货周转率明显快于全球第一快时尚集团

INDITEX，这表明迅销在该时期内产品销量表现较好，库存状况表现优异。这些

都得益于公司的内外兼修，主要总结为以下四方面的成功表现。 

日本第四次消费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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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FY2005-2010 迅销营收（十亿日元）及 YoY (%) 图41、FY2001-2010 迅销毛利润（十亿日元）及 YoY（%）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42、FY2001-2010 迅销净利润（十亿日元）及 YoY（%） 图43、FY2001-2010 迅销毛/净利润率（%）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女装延伸研发蓄力，主品牌升级拉动增长 

女装业务成引擎，推动公司走向复苏与二次繁荣。自 2002 年公司成立优衣库品牌

设计工作室以来，公司致力于加强女装业务，拓展女装产品线，到达在休闲服装

与时尚之间寻求平衡。 

FY2004 一举扭转 FY2002、03 年利润负增长的局面，营业收入增长 54.8%至 640

亿日元，主要得益于女性客流量的增长，尤其是三十岁左右的女性。除女装贡献

巨大销售额增长外，女士内衣配饰销售额同比增长 7.66%，占营业收入 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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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4、FY2004 迅销女装销售额同比增长 28.1% 图45、FY2004 女装占营业收入总额比例达到 29.8%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主品牌优质面料研发收效显著，科技及新概念产品成爆款 

- 一方面，提前布局优质面料，以高科技高品质新概念吸引消费者。公司在

2003 年组建优衣库品牌面料团队，并与顶级面料生产商合作，以提高面

料科技含量。在 2004-2005 年陆续推出 Heat Tech 系列科技内衣产品，其

具备发热、保暖、高弹、保湿、防静电及防变形等特点，在推出之后得到

消费者喜爱并迅速成为爆款。 

- 另一方面，打造 cashmere 全新概念羊绒毛衣品类，售价较贵于优衣库品

牌均较，一时间成为爆款。2003 年秋季公司推出 cashmere 羊绒毛衣（平

均售价 10,000-30,000 日元），较优衣库品牌的平均价格（4,990-8,990 日元）

贵一倍以上，且迅速成为爆款。而后推出 108 种颜色和款式的该款毛衣，

使单位销售额翻一翻。 

 

图46、优衣库品牌推出 HEAT TECH 温暖内衣系列 图47、优衣库品牌推出爆款平价 cashmere 羊绒毛衣 

 

 

资料来源：公开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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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HEATTECH 产品特点及功能性 

产品特点 功能性 

发热性 纤维材料会吸收身体蒸发出来的水蒸气，并将其转化为热能 

保暖性 纤维之间形成的空气层发挥隔热效果，纺织产生热量散失 

高弹性 使用弹性纱线达到贴合身体的目的，衣着具有伸缩性 

保湿性 配合复函氨基酸的乳清，使得与肌肤接触具有丝滑感 

防静电 使用具有优良保湿性的纤维，抑制静电产生 

防变形 通过特殊编制使得面料具有高度伸缩性和耐用性，纺织洗涤变形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门店渠道建设及整改，增强成本控制能力 

- 大店改造优化升级，强化陈设效果，提升主品牌形象：一方面，公司推出

大店改造计划进行店铺面积扩张，以提升主品牌形象。公司 2004 年店铺

一半及以上是 500 平方米左右的门店，计划将店铺升级为现有门店的 3-4

倍，约占地 1,500-2,000 平方米。另一方面，公司增加视觉营销，对门店

陈设进行服装搭配，以提升品牌形象。公司将店铺服装进颜色及款式的搭

配，并强化陈列以提升消费体验。（注：2005 年直营店铺平均面积的下降是由于

迅销在国际化扩张中收购 ONEZONE（329 家店铺）及 COMPTOIR DES COTONNIERS

（200 家店铺），店铺数量同期增加 88.1%，拉低了平均店铺面积。） 

 

图48、优衣库 2004 年在大阪开设店铺占地 2100 平米 图49、优衣库大型店铺更注重视觉营销及门店陈列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 树立平价优品为品牌核心，关闭低效工厂，提高成本控制能力：一方面，

公司提高优衣库主品牌的商业模式集成度，加强成本控制，实现真正拥有

平价的高品质服装零售企业。2004 年优衣库品牌开始启动平价优质产品

策略，为品牌去除廉价标签。另一方面，公司关闭低效工厂，成本管控能

力加强。公司重新评估合作工厂并关闭了 20%低效能工厂，再次提高生产

效率。通过店铺反馈快速调整生产数量。FY2004 销量持续达到预期，产

品折扣率降低，毛利率同比增加 3.8%达到 48%。 

（注：公司采用明星店长制度驱动员工提高经营业绩，优衣库的员工特许经营制度使

经验丰富的迅销员工能够经营自己的特许经营店，并赋予表现优异的明星店长更大的

权利，例如授权管理库存等。超级明星商店经理能够根据商店的经营业绩提高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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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酬，从而驱动品牌业绩。） 

 

图50、FY2005-2011 年大店铺个数（家）及占比（%） 图51、优衣库直营店铺平均面积逐年增长（平方米）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国际开拓成效初显，优衣库国际业绩表现 

- 中美国际市场扩张顺利，国际扩张初有成效： 

在开拓美国市场时，迅销从开拓英国市场获取经验和教训，公司在进入中美市场

时选择开放 1-2 家店铺试销，以观察市场反应。 

在开拓中国市场时，中国消费市场正值增长期，优衣库品牌在中国的国际化扩张

之路超公司预期。2002 年 9 月 30 日优衣库在上海开设了 2 家门店且经营较好，

这让公司意识到中国巨大的销售潜力，其盈利能力甚至可以超越在日本的销售。

2005 年秋季优衣库品牌进入中国香港和韩国。 

 

图52、上海首家优衣库品牌开业当天门前排起长龙 图53、优衣库品牌与韩国乐天合作进入韩国市场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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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衣库国际的业务业绩表现渐趋出色：FY2005 财报并表后，优衣库国际

店铺数量逐年增加，同时营收也逐年增长。FY2005 大中华区营收占总营

收的 15%，至 FY2009 优衣库大中华区的营收占 20%。 

 

图54、优衣库国际营收占比逐年增加（%） 图55、优衣库国际店铺数量逐年增加（%）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并购扩大品牌矩阵及主品牌构建全球旗舰店，以提升知名度 

- 外延并购拓展女装及鞋类品牌，扩大公司品牌矩阵：2004 年投资 LTH，

代表品牌为起源于纽约的女性品牌 Theory，1998 年进入日本市场后深受

日本女性喜爱，2005 年于日本东京交易所上市，2009 年迅销买入 LTH 成

为子公司。2005 年收购日本鞋类品牌 ONEZONE 成为迅销全资子公司，

后因亏损清算。2006 年收购深受法国女性喜爱的女装品牌 Comptoir des 

Cotonniers，同年收购法国内衣品牌 Princesse tam•tam 事业成为子公司。

迅销旗下收购国际与本土女装、鞋类品牌店铺成为此期间主要店铺增量。

此部分营收占比逐年提高，FY2011 国际品牌店铺营收占比 15.1%，达 1,241

亿日元。 

 

图56、Theory 门店形象 图57、Comptoir des Cotonniers 门店形象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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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8、FY2005 并表以来迅销旗下国际店铺数量（家） 图59、FY2011 迅销旗下品牌店铺占比（%）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60、上海全球旗舰店规模 4000平方米 图61、纽约全球旗舰店占地面积 3300 平方米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 优衣库主品牌全球旗舰店策略，打响品牌知名度：优衣库主品牌美国纽约

旗舰店一炮而红。2006 年公司在纽约市中心新开占地面积 3,300 平方米的

全球旗舰店，自开业以来媒体进行了广泛报道。由于改门店位于繁华街区

的，大大提高了优衣库品牌在美国的知名度。 

- 至 FY2009 迅销在打通全球 SPA 模式下，跃升为营收排名全球第五的服装

公司，海外扩张成效甚好。 

表5、全球 SPA 模式服饰企业营收排名（单位：十亿日元） 

FY2003 FY2009 

公司名称 营收 公司名称 营收 
Gap 1,742.00 Inditex, S.A. (ZARA) 1,390.00 

Limited Brands 981.7 Gap Inc. 1,314.90 

Hennes & Mauritz 822.2 Hennes & Mauritz (H&M) 1,135.90 

Inditex 609.8 Limited Brands, Inc. 818.6 

Next 496.9 FAST RETAILING 685 

Liz Claiborne 466 NEXT PLC 488.1 

FAST RETAILING 340 Polo Ralph Lauren Corporation 454.3 

Polo Ralph Lauren 291.1 Esprit Holdings Limited 402.8 

Benetton Group 246.5 Liz Claiborne Inc. 360.7 

Esprit 230.3 Abercrombie & Fitch Co. 320.5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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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海外加速推进期（2011年至今）：海外反超本土，收效甚好 

2.4.1、环境背景：311 大地震后的反思，共享型消费的持续升温 

2005 年日本进入第四次消费时代后，消费行为逐渐回归理性。特别是日本经历过

2011 年 3 月 11 日东日本的 9 级大地震后，共享型消费持续升温。日本民众幡然

醒悟：已经被摧毁的物质即使复原意义又何，物质的持续增多已然不足以让人们

感受到持续的幸福感。此外，从行业自身来看，由于新增人口数量逐年下降，导

致服装消费增速迟缓，日本本土服装零售行业规模较此前呈下降趋势。 

2.4.2 经营情况：持续升级主品牌，兼顾开发其他品牌及新供应链模式 

2011 年以来海外业绩反超本土，优衣库迈入新篇章。2011 年后迅销快速将其业务

开发到海外，特别是大中华市场。2014 年公司在港交所上市，其主要目的是拓展

中国区市场。此外，公司通过收购品牌进一步扩张海外市场，如 2014 年收购美国

高端牛仔品牌，公司利润波动上升，销量增长主要由海外驱动。 

 

图62、FY2011-2019 迅销营收（十亿日元）及 YoY (%) 图63、FY2011-2019 迅销毛利润（十亿日元）及 YoY（%）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64、FY2011-2019 迅销净利润（十亿日元）及 YoY（%） 图65、FY2011-2019 迅销毛/净利润率（%）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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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加速推进期（2011 年至今）,该时期业绩发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科技持续升级+跨界联名合作，促进海外营收持续向好 

- 优衣库主品牌持续推出新科技爆款：公司研发不松懈，爆款和功能性更新,

保持核心竞争力。2013 年优衣库品牌推出 Ultra Light Down 高级轻型羽绒

服，再次助力优衣库成就传奇爆款。此后，每年优衣库都在爆款的基础上

进行功能性的更新，保持爆款的热度，如高轻羽绒服推出超轻保暖性能，

以及 HEATTECH 内衣的不同功能的三个子系列等。 

 

图66、优衣库推出 Ultra Light Down 高级轻盈羽绒服 图67、AIRism 舒爽内衣推出多种类型服饰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68、2015年与迪士尼启动全球合作推出联名系列 图69、优衣库的 UT2018 跨界合作系列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 跨界合作联名系列为优衣库注入新元素，衍生出 UT 商业销售新模式：优

衣库与全球新锐设计师及艺术总监等合作推出联名系列。公司 2015 年与

迪士尼合作推出 Magic For All 系列，此后优衣库的 Uniqlo T-shirt 成功将

“跨界+T 恤”打造为一种系统的商业销售模式。通过 T 恤上的文案，直观

反映穿着者的个性和价值，即穿着者的自我表达，因此，UT 的核心价值

由此凸显。 

- 优衣库海外扩张之路高歌猛进且营收持续向好：优衣库品牌本土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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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店改造计划且门店基本停止增开，但海外开店数量增量驱动因素。

FY2018 迅销海外地区营收占比 47.4%，来自于中国区（中国内地、香港、

台湾）、大洋洲以及东南亚的强劲表现，其中，中国区占比 16.3%达 3,469

亿日元。 

 

图70、FY2011 以来迅销总体营收保持增长 图71、FY2018 迅销旗下全部品牌店铺数量比例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拓展全新品类+开拓 GU 自有品牌，寻找企业新出路 

- 收购美国高端牛仔品牌，进一步拓展品牌矩阵：FY2014 收购美国高端牛

仔品牌 J Brand 持续亏损，计入减值损失导致当年利润下滑。 

FY2016受暖冬、日元走强、美国区 J Brand亏损、迅销集团主品牌与ZARA、

H&M 等降价竞争等多方面影响，迅销集团净利润大降 56.3%。 

 
 

图72、FY2011 以来迅销集团净利润及 YoY（%） 图73、FY2018 优衣库国际利润占总体达 51%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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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出 GU自有品牌填补低价市场：GU稳步成长成为集团第二大业务支柱，

在国际品牌中店铺数量增长最为迅速。2006 年公司创立的 GU 品牌以“实

用服装”为主要理念，价格定位在优衣库的一半到三分之二，GU 追求的

是绝对低价。GU 事业自创立以来一直保持增长，FY2017 迅销开始将 GU

作为独立部门进行营运，FY2018 GU 营收 2,118 亿日元约占营收 10%。  

 

图74、FY2018 各主要业务营收占比（%） 图75、FY2011 以来迅销旗下国际品牌店铺数量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启动 Ariake 项目，成为供应链数字消费零售企业 

运营全新商业营运模式，提高公司供应链效率，加强对产业链的控制。公司开发

Ariake 项目是跨规划、生产、分销和零售创建一个新的、动态的供应链系统。它

能够在生产过程加强自动化进程，如商品上引入射频识别频率 (RFID) 标签，公

司能够自动完成诸如存货收据、分类、挑选和检查步骤，从而简化生产流程，增

加对全产业链的可控性。 

 

图76、迅销集团最新商业模式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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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优衣库近年来的经营变化 

近年来，公司启动“Ariake project”，其核心是通过构建数字化平台，推进前端

产品与后端销售的高效运转。其中，最重要的三个方面是持续进行电商渠道建设、

海外市场开拓以及增加消费者粘性。 

 

 

 以电商渠道为重中之重 

“线上+线下”协同发展，2019 年以来公司对电商渠道进行加速发展，通过线上

电商渠道向线下实体门店进行引流，协同实现线上与线下渠道的双赢发展。2019

年公司电商收入占总营收的 11.6%，计划 FY2020 实现电商渠道收入占总营收的

30%。 

 

 

图77、FY2019 公司分区域营收（日元）及电商销售占比（%）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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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开拓海外市场 

近年来，海外营收规模持续增长，尤其是大中华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成为公司

未来主要的业绩贡献区域。FY2019 大中华地区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4.3%，经营利

润同步增长 20.8%。由于在大中华地区的声誉与热度持续上升，优衣库已成为大

中华地区排名第一休闲服装品牌。公司针对大中华地区消费者，公司着力推出大

中华区消费者喜爱的产品，如 UT-T 恤、羊毛衫、HEATTECH 面料、牛仔裤、超轻

羽绒服等，持续开拓境外市场。 

 

 

图78、近年来公司分区域营收（百万日元） 图79、FY2019 各品牌营收占比（%）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打造品牌年轻化 

近年来，通过与流行动漫 IP、游戏 IP 以及爱马仕等设计师的合作，公司实现与

消费者的持续高频互动，提升粉丝粘性，拉动品牌业绩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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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0、2018-2020 年优衣库主要联名款集合 

UNIQLO × 动漫 IP    

DISNEY SNOOPY 哆 啦 A 梦  奥特曼  

    

皮克斯  漫威 《周刊少年 JUMP》 
《名侦探柯南》、《银魂》

等 12 款联名 

    

UNIQLO × 游戏    

堡垒之夜 Fortnite 机动战士高达 任天堂 卡普空 

    
设计师合作款    

UNIQLO×DISNEY 

×D a n i e l  A r s h a m 
UNIQLO×JWA UNIQLO×UW 

UNIQLO×Billie Eilish x 

村上隆 

    

UNIQLO × KAWS 
UNIQLO × KAWS × 《芝

麻街》 

UNIQLO UT × 村上隆  

×DORAEMON 
优衣库 × Marimekko 

    
UNIQLO × J.W.Anderson UNIQLO × Christophe Lemaire（爱马仕创意总监）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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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股价各阶段驱动因素背后——从小巨人到全球龙头的升级 

迅销集团长达 71年蓬勃发展，公司的市值和盈利不断向更大规模发展。上市至今

迅销的股价上涨近 30倍，在此期间，迅销每年向投资者提供了平均 1%的股息率。 

 

股价驱动的规律总结：细分行业小巨人的估值大波动，到全球龙头的估值溢价 

（1）1999-2012 年，迅销公司依然只是日本本土的细分行业龙头，所以，盈利有

波动，估值波动更大，市值也长期处于区间震荡。1999 年东京交易所主板上市之

后，较长一段时间，股价波动区间较业绩波动区间更大。这个阶段，日本经济处

于困境、行业面临发展障碍，再加上强劲竞争对手，所以，迅销的估值波动大。 

（2）2012 年之后，迅销集团加速拓展海外市场，海外反超本土，逐渐确定全球

龙头地位。这个阶段，迅销持续升级主品牌、拓展全新品类、开拓 GU 自有品牌

及新供应链模式，所以，投资者可以更理性对待公司的业绩波动，同时给予龙头

公司估值溢价。 

 

图81、迅销市值（亿日元） 图82、迅销收入（亿日元） 

 
 

数据来源：Datastream，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数据来源：Datastream，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83、迅销的历史估值 PE 图84、迅销的历史估值 PB 

  

数据来源：Datastream，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数据来源：Datastream，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重要声明 

                                   - 36 - 

海外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图85、迅销的历史分红收益率（%） 图86、迅销的历史净利润率（%） 

  

数据来源：Datastream，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数据来源：Datastream，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6、投资建议 

现阶段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目前仍旧处于粗放的发展模式。虽然我国服装企业经历

了加盟扩张与行业调整，但是要出现如优衣库一样优秀的品牌，仍旧需要较长时

间的成长与调整。对比迅销及国内服装龙头的坪效，不难发现国产品牌坪效为迅

销的一半左右，不过这也反映了我国服装企业仍有较大发展潜力。因此，从我国

服装企业未来趋势来看，我们认为通过长期“修炼内功”也会出现如迅销一样成

功的企业，如安踏体育、李宁等。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现阶段仍要继续修炼内功，

当完全进入精细化管理阶段时，才会顺势诞生伟大的企业。 

 

图87、国内外服装龙头坪效（万元/平方米）对比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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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风险提示 

 消费者偏好变化风险 

 行业竞争加剧 

 业务推进不及预期 

 线下门店低于预期 

 品牌推广费用超出预期 

 渠道库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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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图 1、日本社会四次消费时代 GDP（现价：亿日元）及同比（%） 

 

资料来源：UN Data，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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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1、日本社会消费阶段及特征 

第一次消费时代：1912-1941 西洋化与大城市倾向明显 

社会背景及特点 以东京、大阪等城市为中心的中产阶级诞生 

人口规模 人口数量持续增长 

出生率 大于 30% 

老龄化率 约 5% 

消费价值观 注重国家化消费 

国民消费取向 西式为主，大城市化发展 

消费主题 时尚文化 

主要消费者 中产家庭时尚男女 

第二次消费时代：1945-1974 家庭消费兴起 

社会背景及特点 大量生产及消费，日本约 1亿中产人口 

人口规模 人口数量持续增长，增速下降 

出生率 由 30%降至 15% 

老龄化率 由 5%升至 6% 

消费价值观 注重家庭及社会化消费 

国民消费取向 以“大”为主，大量消费、大城市倾向 

消费主题 私人住宅、家用电器、私家车以家为主 

主要消费者 家庭主妇 

第三次消费时代：1975-2004 个性化消费袭来 

社会背景及特点 贫富差距拉大 

人口规模 人口数量微增，增速持续下降，老龄化程度增加 

出生率 由 15降至 10% 

老龄化率 由 5%升至 20% 

消费价值观 注重个人主义及私有化 

国民消费取向 个性化、多元化、注重品牌、向往大城市 

消费主题 私家车以个人为主，每家数量 

主要消费者 单身者 

第四次消费时代：2005 年至今 回归理性消费 

社会背景及特点 人口持续减少导致消费市场缩小 

人口规模 新增人口数量持续减少，老龄化严重 

出生率 小于 10% 

老龄化率 由 20%升至 30% 

消费价值观 共享化及社会化 

国民消费取向 环保、朴素、无品牌、休闲化趋势消费 

消费主题 私家车多人一辆、共享住宅 

主要消费者 各年龄阶段单一化个人 

资料来源：《第四次消费时代》，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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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2、迅销发展历程 

日期 概要 

1963 年 5月 
柳井正接管家族企业，并以 6百万日元将其转型为小郡商事株式会社，总部设于山口县宇部小串春 63-147（现

为山口县宇部中央町 2-12-12） 

1984 年 6月 UNIQLO在广岛开设收件门店袋町店（于 1991年开业），标志着以 UNIQLO为名的门店打进休闲服饰零售业 

1991年 9月 小郡商事注释回升更名为迅销有限公司，落实管理方针 

1992 年 4月 
销售男装的小郡商事重点转为 UNIQLO恩田店（于 2001年开业），所有门店均全面翻新为配合 UNIQLO品牌的

休闲服饰门店 

1994 年 4月 日本 UNIQLO门店数目超过 100家（109家直营店及 7家特许经营门店） 

1994 年 7月 迅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在广岛证券交易所上市 

1997 年 4月 迅销有限公司的股份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二板上市 

1998 年 2月 总部的建筑工程完成（山口县山口市佐山 717-1），扩大公司的总部面积 

1998 年 11月 首间是去 UNIQLO门店再东京涩谷区开业（UNIQLO原宿店在 2007年开业） 

1999年 2月 迅销有限公司的股份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1999 年 4月 UNIQLO设立上海办事处，以进一步加强生产管理 

2000 年 4月 东京总部在东京涩谷区开业 

2000 年 10月 开设晚上商店，以开启一个新的销售渠道，更方便顾客购物 

2001 年 9月 FAST RETAILING(U.K)LTD.在伦敦开设首间海外 UNIQLO门店 

2002 年 9月 迅销（江苏）服饰有限公司在上海开设首 2间中国 UNIQLO门店 

2004 年 1月 向开展 Theory业务的株式会社 LINK Holdings（现名注释会社 LINK Theory Japan）出资 

2004 年 8月 资本储值 70亿日元纳入资本，令资本总额增至 102.73亿日元 

2004 年 11月 成立 UNIQLO USA, Lnc 

2005 年 5月 
取得以法国为中心开展 Comptoir des Cotnoniers 业务的 NELSON FINANCES S.A.S(现名 COMPTOIR DES 

CONTONNIERS S.A.S)的经营权并将其称为子公司 

2005年 11月 采纳控股公司架构，以巩固 UNIQLO品牌及开发新商机 

2006年 2月 
与法国知名内衣品牌 PRINCESS TAM.TAM 的开发商 PETIT VEHICULE S.A.S(现称 PRINCESS TAM.TAM S.A.S)作出

股本投资，使其称为附属公司 

2006 年 3月 成立销售低价休闲服装有限公司的株式会社 GU 

2006 年 11月 UNIQLO首家全球旗舰店 UNIQLO纽约 SOHO店开业，占地超过 3,300平方米 

2007 年 11月 UNIQLO首家欧洲全球旗舰店 UNIQLO牛津街 311号店在伦敦开业 

2009 年 3月 LINK THORY HOLDINGS CO., LTD.(现称 LINK THOERY JAPAN CO.,LTD)通过收购要约称为附属公司 

2009 年 4月 首家 UNIQLO新加坡门店再 Tampines 1 Mall 开业 

2009 年 10月 全球旗舰店 UNIQLO巴黎歌剧院店在法国开业 

2010 年 3月 UNIQLO在台湾成立一家全资附属公司 

2010 年 4月 首家 UNIQLO俄罗斯门店 UNIQLO Atrium店在莫斯科开业 

2010 年 5月 全球旗舰店 UNIQLO上海南京西路店在中国开业 

2010 年 10月 首家 UNIQLO台湾门店在台北开业 

2010 年 11月 首家 UNIQLO马来西亚门店再吉隆坡开业 

2011年 2月 
迅销有限公司与联合国难民事务处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开展全球伙伴关系协议，以进一步加强本公司全线

产品回收计划等持续推进的计划 

2011年 9月 全球旗舰店 UNIQLO明耀百货店在台北市开业 

2011 年 10月 全球 UNIQLO第五街店在纽约开业 

2011 年 11月 全球 UNIQLO明洞中心店在韩国首尔开业 

2012年 3月 全球 UNIQLO银座店在东京开业 

2012年 6月 首家 UNIQLO菲律宾门店再马尼拉开业 

2012 年 9月 全球热点门市 BICQLO新宿东口店在东京开业 

2012 年 12月 收购总部设于美国洛杉矶的 J Brand Holings,LLC多数股份 

2013年 4月 全球旗舰店 UNIQLO利舞台店在香港开业 

2013年 6月 UNIQLO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首家门店 UNIQLO Lotte Shopping Avenue 店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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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月 UNIQLO全球旗舰店在上海开业 

2013年 9月 GU首家海外门店再上海开业 

2014 年 3月 香港预托证券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2014 年 3月 UNIQLO全球热点门店在池袋 Sunshine60开业 

2014 年 4月 首家 UNIQLO澳洲门店再墨尔本开业 

2014 年 4月 首家 UNIQLO德国门店再柏林 Tauenzienstrasse 开业，为一家全球旗舰店 

2014 年 4月 UNIQLO 全球热点门店在东京吉祥寺店开业 

2014 年 10月 UNIQLO 全球旗舰店 UNIQLO OSAKA 开业 

2014 年 10月 UNIQLO 全球热点门店在东京御徒店开业 

2015 年 10月 首个优衣库比利时店在安特街普开业 

2015年 10月 优衣库美国在芝加哥开设第一家中西部店，优衣库密西根大道店 

2015年 12月 迅销发行 2,500亿日元无抵押公司债券 

2016 年 3月 新近翻新的 311牛津街全球旗舰店在伦敦开业 

2016 年 4月 在东京有明的最先进配送中心建设罗成 

2016 年 9月 在新加坡开设东南亚首家 UNILQO全球旗舰店-乌节路总店 

2017 年 2月 有明总部（UNIQLO CITY TOKYO）投入使用，将 UNIQLO的商品、销售功能从六本木总部迁至该新总部 

2017 年 9月 在巴塞罗那开设西班牙首家 UNIQLO门店 

2018 年 6月 发行 2,500亿日元无担保普通公司债 

2018 年 10月 UNIQLO在菲律宾设立全球旗舰店-马尼拉店 

2019 年 4月 在哥本哈根设立丹麦首家 UNIQLO门店 

2019 年 9月 GU业务与 PLST业务的相关总部职能选至有明总部 

2019 年 10月 在新德里设立印度首家 UNIQLO门店 

 

 

 

 

 

 

 

 

 

 

 

 

 

 

 

 

 

 

 

 

 

 

 

 

 

 

http://ipoipo.cn/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重要声明 

                                   - 42 - 

海外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分析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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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 相对表现与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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