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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寻常，
源自1984年

我们装扮的是人，
不是身体
20岁时，来自瑞士的Thomas Meyer想象着未来：人们可
以穿着不同的，物美价廉的服装，并因此产生愉悦的心情。
于是，Thomas Meyer于1984年创立了Desigual。 

由此开始，这个项目就充满着自信，承诺，宽容，
不断的进步，创新以及乐趣。
我们第一个口号是：Desigual与众不同。





85个国家

3800名员工
我们崇尚个性。我们聆听不同的意见。我们分享愉悦的心情。我们充满热情。
我们创造开拓性思维。我们热爱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不断探索新的领域，同时，我们渴望持久的，可持续的盈利增长。





Desigual,
一个全球性的企业
7000家多品牌集合店
275家Desigual专营店
1800个专柜及“店中店”
18个国家的网上购物

多渠道销售模式使我们
实现全球化运营。

国际化和创新性是我们
不断成长的两个重要途径。
我们的员工来自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Desigual
的店铺遍布巴塞罗那，马德里，巴黎，伦敦，纽约，阿
姆斯特丹，柏林，里斯本，巴林，迪拜，沙特阿拉伯，新
加坡，雅典，科威特，莫斯科和开罗等地。

我们的精美橱窗设计在日本，英国，香港，韩国，澳大
利亚，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广受
欢迎。

我们在El Corte Ingles, Coin, Galerias 
Lafayette, Isetan, Takashimaya, Kaufhof, 
Macy’s, The Bay, Palacio del Hierro以及
Tangs等世界上最具声誉的百货公司都有Desigual
的店铺，并备受消费者推崇。





全球性的
愉悦体验

享受美好的时光，一次好的购物体验，
玩乐并享受其中的乐趣，勇于尝试。。。

每家店铺必须带给消费者愉悦的验。
我们运用灯光营造出一个充满着想象
的空间，在那里，我们的时装是创造这
个与众不同的世界的主角。 
这也使得购物成为真正的乐趣。



“2011年时尚巴塞罗那奖”西班牙营销协会
2012年全国营销奖

全国营销奖由西班牙营销协会创立及举办，这是一个
用来表彰那些开展创造性的营销战略并获得实际成
效的企业，机构和专业人士的奖项。在第四届颁奖礼
上，Desigual由于其广受认可的全球营销活动
“亲吻巡游”充满了原创性，新鲜感和乐趣，
而赢得了“品牌”范畴的奖项。

在第五届巴塞罗那商会颁奖礼上，我们因为在全球规
模和扩张方面的表现而被授予最佳企业奖。

“2012年日本年度新星奖”
（星际新闻报）

“2010年国际时尚休闲装奖”

Desigual赢得了零售类的奖项。ICIL基金会于2009
及2010年授予了我们杰出物流奖。西班牙物流中心
肯定了我们在物流方面的发展和创新，授予了我们公
司，大学和主管奖项。由于Gava物流中心自动化工程
的成功，我们赢得了公司类别的二等奖。

日本著名报纸星际新闻报拥有超过每天200,000的
发行量。在2012年5月最新一次的评比中，授予了
Desigual Kids“年度新星奖”。参与此次评审的评
委团成员来自50多个日本当地专营儿童服装的零售
店铺，Desigual Kids系列因为其清新，活力与动感
的风格，摘得这项殊荣。

“安永公司
      2011年度企业家奖”

第16届颁奖礼由安永公司与西班牙IESE商学院和法
国巴黎银行共同主办，于2012年6月在摩纳哥蒙特卡
洛举行。Desigual品牌的创始主席Thomas Meyer
与首席执行官Manel Adell代表西班牙获得了第十
六届安永公司“2012年度全球企业家奖”。

2010年法国商会和巴塞罗那工业会
第十一届Prix Pyrenees奖

由于我们致力于法国市场的发展，法国商会授予我们
第十一届Prix Pyrenees奖，此后我们在协和广场的
巴黎歌剧院开设旗舰店，面积将超过1700平米。



将情感的张力
融入服装
我们全情投入于服装，鞋子，
配饰及家居用品的设计和创意中。
所有的Desigual产品，
都是独一无二的！



男装
这一鼓舞人心且穿着舒适的男裝系列
旨在传播Desigual精神。
Desigual风格多样：
包括对乐趣的追求的和对质量的承诺。

女装
女裝設計传递着快乐，乐观与活力的讯息。
面料的触感则是对温暖与幸福的承诺。
女装系列通过细节的表现，为消费者带来一
场感官的革命。



源于互相的赞赏和对各自创意领域的重，
Desigual设计团队与Monsieur Lacroix
决定共同设计风格独特的服装。

太阳马戏团的精彩表演激发我们在时装中
汲取其创意元素：色彩斑斓的宇宙，独创的 
装束以及大量的情感冲撞在演出中吸引着
我们的眼球。
不同寻常！万岁！



鞋子
从凉鞋，到芭蕾舞鞋，船鞋或者系带鞋，高跟鞋，平底鞋等，我们设计的鞋类系列使女性
流露出独特，优雅以及时尚的气息。我們选用的材质包括麂皮，皮革，专利皮革和木头等。
有Desigual伴随，留下你精彩的人生足迹！

配饰
在如何完美搭配Desigual服装上，我们分享创意，色彩及讯息。
配饰系列可以满足任何场合的需求：
从内衣，箱包，皮带，帽子，围巾，到一段快乐旅程所需的小型行李箱。



童裝
童裝系列与其他系列一样，想要借由服装传递出快乐的讯息。
除此之外，儿童系列增加了更多的色彩与图案元素，衣服也更
加舒适，更为耐穿。

婴儿裝
人“生”来自由：我们为3至24个月的婴儿提供一
系列有趣的产品。独特的色彩运用及亮丽的印花组
合等小细节设计，凸显时尚韵味。優良的面料使用，
讓小寶寶穿著更加舒適。¡



家居
让你的房間設計与众不同，让你的生活与众不同。Desigual家居系列涵盖了被套，靠垫，
浴袍，毛巾，桌布，微波炉手套等诸多产品。Desigual的全新家居类产品尤其可以满足
那些追求大胆风格的消费者的需求。





打造卓越的物流 
配货系统 

更强的发货能力
更快的发货速度

我们能够在一天内递送12萬件服装，并在全新的
自动化仓库内储存300萬件衣服，以确保我们可以
在一天内处理5000个份订单。

我们能够在24小时内递送訂單产品。
我们的一切努力，就是保证消费者可以快速的
收到他们的订单。 

在公司的全球化進程當中，我们扩大自身的物流网
络。我們相繼在美国（新泽西）和亚洲（香港）建立
了两个配送中心，从而为北美和亚洲市场提供更好
的服务。 

近期，我们在巴塞罗那(Vildadecans)再次新建了
一个配送中心。目前處於工期第一阶段。这个物流
中心的仓储容量將達到5500萬件服装。 

ICIL基金会授予了我们2009年度杰出物流奖。

2010年，西班牙物流中心(CEL)授予我们CEL公
CEL大学及CEL主管奖项，以肯定我们在物流系
统方面的进步和创新。由于Gava物流工厂自动化
工程的成功完成，我们赢得了公司类别的二等奖。

司，



2008年
 
1.62万

2009年
 
3亿

我们在不断成长，
銷售越来越好
在过去的10年中，公司的持续年增长率
已经超过50%。目前的员工已经超过
3700人。他们分别来自85个不同的
国家和地區。
2011年，Desigual一共卖出了1800萬件衣服，并在全球71个
国家开设有275家品牌专卖店，7000家多品牌商店，以及1800
个商场专柜。年营业额超过56600萬欧元。

以欧元为单位

2010年
 
4.4亿

2011年
 
5.66亿



市场营销 
独具一格 



消费者就是我们的朋友和夥伴，他们在我们的成
長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我们十分希望他们能够参与到品牌的发展中来，
並享受其中的乐趣。為此，我們组织歡樂派对，
以创造惊喜。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將這種快樂告诉全世界！

我们乐于创造情感！



 发展秘诀：
 娱乐&利润 

持久的，可持续的 
盈利增长
Desigual的经营理念是，乐趣和盈利两
者不仅是兼容和互补的，而且是必须的。

我们的团队每天一起工作，学习及分享
乐趣。我们认为，工作和娱乐是可以融为
一体的。





模的快速发展及未来战略目标的实现，Desigual开始发展壮大

设计团队。

1998年 公司推出首个网站主页：Desigual 1.0，并在巴塞罗那

中心地带的购物长廊 —— EI Triangle设立品牌店。

1999年 到 2001年 这几年间，公司不断思考巩固顾客关系的

途径，最终确立了未来发展的目标：稳步前进，不断提升产品

质量，优化服务流程。

2002年 莫奈尔·阿迪尔加入Desigual。莫奈尔最初只是作为

Desigual的顾问，接着慢慢与Desigual合作，并成为Desigual的

执行董事。巴里亚多利德Desigual专卖店成立，这是我们在巴塞

罗那之外设立的第一家零售店。

2003年 在Martí Guixé设计师的协助下，公司制定了涂鸦派

对宣传策略：通过朋友、团队以及顾客的灵感和创意来装点

Desigual店面。同时，Desigual在世界各地的粉丝不断增加。

2004年 春夏之时，我们首次推出全系列童装：Desigual开始

向专业童装市场进军。

2005年 公司宣布设立24家新店，并开始一项新的营销活动 

——“裸体活动”：裸体而来，盛装归去。“裸体活动”盛况

空前，取得了巨大成功。

2006年 十月份，我们第一家海外专卖店开始在新加坡营业。

飞速发展的节奏令人激动万分，我们努力全面提升各项业务。

2007年 我们推出第一款“乐翻”(“Jova”) 外套。乐翻一经推

出，全球成千上万的时尚女性重新找回了外套的魅力，乐翻也

是我们努力工作的真实写照。Desigual入住英国伦敦摄政街。

2008年 Desigual开始Es-Cool战略：继续推动发展。我们在市

场上推出第一款“贝尔塔”(Berta) 服装，并取得令人意想不到

的增长率：80%。

2009年 我们的美国年：纽约店、梅西百货拐角店相继成立，

当时美国已有500家多品牌店面陈列Desigual的服装。

公司再次演绎夹克衫 —— Desigual设立之初的特色服

装；Desigual国际市场销售额首次超过西班牙国内销售额。

1983年 20岁的瑞士青年托马斯·迈 耶畅想着，将来人们一定

会风采奕奕地穿上有趣而又物美价廉的衣服。他的第一件作品

是用旧牛仔裤的碎料制作的夹克衫。

1984年 托马斯的夹克衫大获全胜，我们开始为它思考品牌

名。最终，我们借鉴伊莎贝尔·科伊斯特（(Isabel Coixet)（的理

念，选择“Desigual”作为品牌名称，并将“只因与众不同！”

作为品牌的宣传标语。

1985年 这一年的9月，我们推出了第一批服装系列：该系列服

装图案丰富、色彩鲜艳。欢快而富于活力的风格也成为我们始

终坚持的设计理念。

1986年 我们在伊比沙岛设立第一家店面，并推出由佩里

为我们设计的品牌logo。一路走来，这个logo始终与我们同

行。Desigual团队慢慢成长，发展到40人。

1987年 虽然公司营业额出现快速增长，但因公司内部的各种

错误决定，公司在未来两年险些夭折。

1988年 公司出现严重的财务困难，只得暂时宣布破产。这一

困境让我们开始重新思考如何开拓渠道，保住Desigual。

1989年 到 1990年 我们在茫茫沙海中前行，举步维艰，寻找

沙漠那头的水源。公司面临严峻考验——重整旗鼓，还是就此

罢休。我们选择了前者，推出了“休闲风格”系列服装。

1991年 “魅力四射”系列销售业绩取得了巨大成功。藉此，

我们推出了由托马斯·迈耶先生设计的首款服装花样。公司开

始进行财务和业务整合。

1992年 托马斯·迈耶与莫奈尔·阿迪尔 (Manel Adell) 初次相

遇。他们和另外11个人开着游艇一起横渡大西洋。自此奠定了

深厚友谊，并促成了10年后莫奈尔加入Desigual。

1993年 到 1995年 Desigual在巩固其西班牙市场地位的同

时，积极寻求在法国和葡萄牙的发展机会，虽然困难重重，但

我们也受益匪浅。公司开始构建品牌店网络。

1996年 我们在旅游胜地萨洛、滨海罗列特和普拉加德阿罗设

立品牌专卖店，标志着品牌店网络的复苏。

1997年 Desigual重返巴塞罗那高迪走秀台。为了适应公司规

品牌历程



2010年 我们在马德里的中心位置设立了世界上最大的专卖店：

专卖店位于卡亚俄广场与普雷西亚多斯商业街夹角处的一栋占地

面积两千平方米的七层建筑内；同时在巴黎剧院广场和美国旧金

山鲍威尔街分别设立了两家气势恢宏的旗舰店。

美国和亚洲已成为我们的主要市场，公司已在两地设立旗舰店

和据点，以便将来发展。我们设立网上专卖店，网点在2011年

已对世界大部分地区开放，这样Desigual又可以获得更多品牌拥

护者。

我们在巴黎、伦敦、柏林举行“Desigual亲吻之旅”，传递

“吻”情。而在纽约百老汇品牌店举行的“衣不蔽体而入，华丽

盛装归去”活动，则引来大量顾客赤身裸体，冲进店内。

公司已决定扩展产品类别：正积极筹划，准备推出纯粹的

Desigual风格内衣和鞋类产品。

我们正慢慢开展社会责任活动，让整个社会感受到我们的价值

和理念。

2011年 我们与太阳社剧团签订全球战略合作协议，通过设计魔

幻服装组合，进军艺术、演艺和设计领域。

Desigual首次展示鞋类系列，该系列将于2012年夏季全面上市。

与拉科鲁瓦先生的二度合作，让我们的伙伴关系更加成熟。

为了加强Desigual在亚洲的市场战略地位，我们在大陆地区设立

了第七家专卖店。

新的公司总部正在巴塞罗那贝尔港悄然成型。明年公司将搬进新

的办公大楼——一栋专为Desigual设计建造、面积达28000平方

米的综合大楼。

生活如此美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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