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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税前利润（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

调整后税前利润在调整项目之前列出。
报告的税前利润 4.44 亿英镑（2013 年：3.51 亿英镑）

4.61 亿英镑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4.61

4.28

3.76

2.98

2.15

每股股息（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

净现金（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

资本开支（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

调整后摊薄每股收益（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

调整后摊薄每股收益在调整项目之前列出。 
报告摊薄每股收益 72.1 便士（2013 年：57.0 便士）。

1.54 亿英镑

201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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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2010

1.54

1.76

1.53

1.08

0.70

32.0 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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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29.0

25.0

20.0

14.0

4.03 亿英镑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4.03

2.97

3.38

2.98

2.62

75.4 便士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75.4

70.0

61.6

48.9

35.1

总收入（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

2010* 年数据中排除了已停止运营的西班牙业务。
调整后税前利润和调整后每股收益在财务报表的备注 2 中定义。

23.3 亿英镑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3.30

19.99

18.57

15.01

11.85

财务要点

2013/2014 年度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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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战略报告

这是 Burberry 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结束的财务年度战略报告。
此报告列出了有关 Burberry 品牌、企业运营、战略、员工及其
旨在积极推动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的活动信息。下面的 

致函来自 John Peace 爵士、Angela Ahrendts 和 Christopher Bailey，
强调 Burberry 一年来的业绩以及对公司的展望。

6 董事长致函

9 首席执行官致函

11 品牌、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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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berry 管理团队根据一组一致的目标来衡量其业绩 —  
确保 Burberry 奢侈品牌定位的一致性和明确性，实现可持续的 

行业领先增长，以及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

John Peace 约翰 • 皮斯爵士

董事长 

• 成立 Burberry 的第五个产品部门 — 美妆部门。美妆部门

在成立之初就取得了一些成功，包括推出两款全新香氛，

在伦敦开设第一家 Burberry Beauty Box 时尚美妆概念店，

以及在产品、活动和营销领域与时尚紧密结合。虽然新产

品部门在 2013/14 年度做出的财务贡献有限，而这也反映

了这一年过渡期的复杂性和挑战性，但我们期望在美妆业

务上的投资成为未来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

• 实体和数字化平台的进一步整合有利于通过所有接触点来

增强品牌体验，包括在利用数据和见解打造更加个性化顾

客体验方面的投资，以及在线上和线下讲述更加完整、饱

含情感的故事。

• 继续重点发挥 Burberry 男装传统的优势，包括让男装秀重

回伦敦以及在设计和商品销售方面的投资。从这一年主要门

店 20% 的销售增长，不难看出男装未来的发展仍有巨大潜

力，因此我们期待进一步发展该品牌有待开发的方面。

• 在旗舰市场的持续投资加强了该品牌在 25 个城市的地位，

这 25 个城市占有其零售销售额的大半江山。在今年开张的 

25 家门店中，大约一半的门店位于旗舰市场中，同时我们

进一步完善和开发了特定产品、销售和服务举措，以便吸

引在旅游途径这些城市中心区域的奢侈品顾客，中国消费

者将被视为关注重点。

• 为了实现该品牌在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市场日本的转型，所

有业务职能部门目前都在努力为此奠定基础。随着 2015 年

许可证到期，今年我们制定了一些计划来确保本地产品顺

利退出该市场，并准备在未来几个月乃至数年中有力地维

护 Burberry 的全球奢侈品地位。

各项活动为 2013/14 年度的财务业绩做出了巨大贡献，同

时也为 Burberry 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总收入增

加 17％，达到 23.3 亿英镑，调整后的税前利润增加 8％ 达

据此，我们可以说 Burberry 在 2013/14 年度取得了优异成绩。

尽管这代表我们今年的努力成果，但是结果也反映了过去几年

来我们对统一战略孜孜不倦的追求和严格的执行，该战略旨在

产生短期成果并为未来的成功打下坚实基础。

如今，Burberry 正处于消费领域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时期，

奢侈品行业也是如此：实体世界与数字化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

不断进化；新兴市场中新一代奢侈品年轻消费群体逐步形成；

旅游业的盛行为促进奢侈品消费起到重大推动作用，而这种趋

势在中国出境游巨大增长的推动下进一步得到强化。伴随着这

些变化，奢侈品行业在经历金融危机后的加速发展之后，其整

体增长在过去两年里有所放缓。

Burberry 已经证明其战略的理念和实施在应对这种不断变化的

环境方面卓有成效。本报告提出的重要进展涵盖了今年全部五

个品牌的战略主题，要点如下：

战略报告 — 简介

董事长致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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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4.61 亿英镑。零售 / 批发业务调整后的营业利润增加了 

17%，收入增加了 19%，达到 22.51 亿英镑，这得益于零售

业务 15% 的收入增长和 12% 的可比门店零售增长。除美妆

外，批发销售额增长了 2%，其中欧洲市场的持续疲软抵消

了美洲和亚洲的增长。美妆在运营的第一年就贡献了 1.14 亿

英镑的批发利润，与此同时，不包括美妆在内的许可收入也

出现了 2% 的基本增长，这反映了虽然传统许可略有下降，

但全球类别有所增加。资本投资总额为 1.54 亿英镑，集团年

终的现金净额为 4.03 亿英镑。董事会已建议将全年股息提高 

10％，增至 32.00 便士，目标是在三年内将派息率从 40％ 

逐渐增加至 50％，这反映了我们持续关注股东的回报。

除了上面列出的战略和财务方面的强劲表现，在 2013/14 年度 

Burberry 还经历了一次重要的领导层换届。十月份，Angela 

Ahrendts 告知董事会，她已决定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随后董

事会一致同意任命 Christopher Bailey 作为她的继任者，担任

新设立的首席创意总监兼首席执行官一职，他于 2014 年 5 月 

1 日正式上任。Angela 与 Burberry 度过了辉煌的八年时间，

她组建了一支出色的文化和管理团队，并领导公司经历了一场

令人难以置信的变革。我们非常感谢她的努力和成就，并希望

她的未来发展一切顺利。

尽管这是一项重大的人事变化，但是 Christopher 继任 CEO 

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Christopher 自 2001 年就开始在 

Burberry 工作，作为首席创意总监，他曾负责监督所有面向

消费者的活动，包括产品设计、创意营销、门店设计、消费技

术和数字化创新。我个人对 Christopher 的眼界和领导力毫无

置疑，在一支优秀管理团队的支持下，他一定能够让 Burberry 

在创造力、数字化以及盈利方面保持最前沿的地位，并在未来

的发展阶段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

董事会也在不断进步，进一步培养了面向未来的相关技能和能

力。今年董事会的继任计划取得了良好的进展，Matthew Key 

和 Jeremy Darroch 被任命为非执行董事，并宣布 Carolyn 

McCall 将于 2014 年 9 月 1 日作为非执行董事加入董事会。

这些任命将为董事会带来更多移动、数字、媒体、金融、旅游

消费和综合管理方面的经验，这也是集团战略的体现。

与以往一样，我们在奖励员工时主要根据他们可持续的长期业

绩以及给股东带来的价值。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要考虑到集团

在其中开设业务并从中招募员工的全球市场，以便吸引并留住

优秀人才。这是首次股东将对我们的薪酬政策拥有约束力的投

票权，我们就此咨询了一些主要的法人股东和投资咨询机构。

详情请参见本报告中的董事薪酬报告。

最后，我想谈一谈我们的企业文化。每年，我都会提及

Burberry 所取得的出色业绩是企业各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

至今仍然如此。在这个充满活力、竞争激烈的行业中，企业

能否取得出色业绩取决于它是否拥有一支精简而团结的团队，

而充满活力的企业文化可以让一切变得不同。因此，Burberry 

继续对可以推动其独特文化进一步发展的领域进行投资，包

括内部沟通交流活动、职业发展机会、薪酬计划和组织举措，

我们的第二栋总部大楼已于年底建成使用，成功将伦敦总部的

所有员工集中到一个园区。定义 Burberry 文化的内部价值观

在我们的外部投资活动中也有所体现，这些活动包括合乎道德

的贸易和为了维持可持续发展而做出的努力、员工对当地社区

的积极参与以及 Burberry 基金会等等。

Burberry 现在和未来的成功离不开我们才华横溢的全球团队的

辛勤付出和精诚奉献，在此真诚感谢他们在这一年中的努力工

作。我还要感谢我们的股东、顾客、合作伙伴以及关注我们品

牌的所有人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

关键业绩指标 (KPI) ：调整后摊薄每股收益增长 

（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是 Burberry 股东的重要估值指标。

75.4 便士 +8%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75.4 +8%

70.0 +14%

61.6 +26%

48.9 +39%

35.1 +16%

调整后摊薄每股收益在调整项目之前列出。
报告摊薄每股收益 72.1 便士（2013 年：57.0 便士）。

战略报告 —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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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去 Burberry 的首席执行官之职以后， 
近 9 年来在这个职位上的点点滴滴都历历在目。

Angela Ahrendts 安吉拉 • 阿伦茨

Angela Ahrendts 于 2014 年 4 月 30 日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

与具体的举措相比，让我更为难忘的是我们在开启 Burberry 

的最新篇章时所贯彻的原则和价值观。我们将品牌放在第一

位。在内部我们奉行协作、直觉和信任的理念。我们立志不仅

要树立伟大的品牌，还要打造优秀的企业，所有这一切都将在

一个更大的社会氛围中体现出来。担任这个职位将近 9 年的

时间已经成为一种自豪、一种荣耀、一段难以忘却的经历。我

要感谢整个 Burberry 大家庭，即董事会、团队、特许和许可

合作伙伴、顾客以及供应商，感谢他们这些年的鼓励与合作。

现在 Burberry 的首席创意总监兼首席执行官 Christopher 

Bailey 将 CEO 的职责也揽入其麾下。与他一起工作的其余高

级团队成员都以最佳状态履行其工作职责。他们将携手共同

开发令人振奋的新机遇 — 美妆部门刚刚开始运营，日本市场

的转型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数字世界提供了无法估量的可

能性 — 所有这一切都将推动我们品牌的发展势头，使其达到

前所未有的高度。我期待这个不断壮大的团队在 Christopher 

的卓越眼界和出色领导力的带领下续写 Burberry 的下一精彩

篇章。

战略报告 — 简介

首席执行官致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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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荣幸在过去的 9 年间能够与 Angela 携手共同塑造  
Burberry 的近代历史，能够带领这家“古老而又充满 

年轻朝气”的公司迈入下一篇章，我为此感到非常自豪。

Christopher Bailey 克里斯托弗 • 贝利

Christopher Bailey 于 2014 年 5 月 1 日被任命为 

首席创意总监兼首席执行官。

随着我的职业生涯发展至此，以在 Burberry 十三年的经验来

看，我相信这是我们将品牌全球化的最佳机会，也是我们借助

自己丰富而独特的故事吸引、感动和感染顾客的最佳方式。

在 Burberry，我们拥有独一无二的特质：公司的故事主线贯

穿了英国的历史和文化，从皇家的衣橱到约克郡的工厂和苏格

兰的磨坊，再到某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艺术探索和许多流行文

化的风向标。

深深地扎根于专业的制作工艺和创新的设计理念，并通过实体

和数字方式呈现出来，这样的故事决定了我们当下以及未来的

角色。随着市场竞争愈演愈烈，并且由于全球奢侈品消费者更

加注重起源，这赋予了 Burberry 最为宝贵的财富：纯正且明

确的身份。因此，不违背这种身份对于建立和保持竞争优势以

及充分利用摆在我们面前的许多机会极为重要。

与这一卓越的英国品牌相同，这些机会既有历史的成分，也有

新兴潮流的色彩。外套是我们历史最为长久的产品，直至本财

政年度仍在为我们的收入增长提供有力支撑。未来，我们将在

成熟的市场和新兴经济体中，通过对我们的传统所展开的线上

和线下庆祝活动，增加消费者与我们最具标志性产品的互动，

进一步阐明我们独特的品牌身份，从而充分利用这一发展势

头，其中新兴经济体仍然是我们的战略重心。类似地，虽然日

本一直是 Burberry 的固有市场，但对于现代化品牌而言，它

也是一个有待开发的新机会。在未来的一年，我们将开始塑造 

Burberry 在这个世界第二大奢侈品市场中的未来。美妆部门现

在已经稳固地成为我们的第五大产品部门，于 2014 年 4 月度

过了它的第一个直营周年纪念日。通过重新定位香氛系列并拓

宽我们新生的美妆业务，我们在这一类别的发展空间仍然非常

显著，可以看到未来的巨大发展潜力。随之而来的还有数字市

场，创新的合作关系和创意理念将在全新的、移动程度越来越

高的世界中继续为我们带来大量商业机会和引人入胜的体验。

但这并不代表，在未来的数月或数年内我们无需付出太多努力

就可以轻松实现这些可能性。奢侈品领域的增长已经从近期的

高点开始回落，消费者的行为更是瞬息万变。尽管如此，我相

信我们拥有这样的能力、专长和决心，可以继续保持出色的业

绩：帮助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保持进取精神的紧密团结文化；组

织内各个级别最优秀和杰出的人才；领导我们的设计、产品和

传播三大组织支柱的出色高管团队；地区以及运营和财务。我

们近些年所建立紧密团结的全球团队是我们踏上未来成功之

路最为强大的基础。

展望未来，我相信对我们的战略目标、价值观和纯正品牌身份

采用一致且有针对性的策略可以帮助我们践行为自己设定的

高标准，并满足人们对我们的期望，同时兼顾我们对人类和环

境所肩负的责任。作为我们的顾客、股东和全球团队，您是帮

助我们迈进发展旅程中下一阶段的关键，在此感谢各位一如既

往地鼎力支持。

战略报告 —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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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berry 创立于 1856 年，时至今日仍然保持着典型的英伦特色，
以外套为核心产品。针对经典风衣、标志性格纹和马术骑士图案
传统标志进行跨创新媒介的数字化奢侈品定位和优化，使品牌更
纯净、更具吸引力、更全球化，适合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层的受众。

品牌

战略报告 —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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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持续改进以及各渠道、地区和 
产品之间的平衡是企业管理的基础。富于创新的 
产品设计、数字化营销举措和动态的零售战略 

推动着始终如一的优异表现。

企业

战略报告 —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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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团结一心的创造性思维文化促进跨职能协作、 
敏锐直觉和任人唯贤的理念。我们富有同情心的全球团队 
通过坦诚沟通和纯粹的品牌愿景紧密团结，受到公司核心 

价值观（保护、探索和激发）的鼓舞，通过 Burberry 基金会和
有社会责任的各种行动回馈自己的社区。

文化

战略报告 — 简介

13

简介 董事会和企业管理Burberry 集团概况 绩效战略主题 卓越的品牌、优秀的企业简介



Burberry  
集团概况

Burberry 是一家全球奢侈品牌，设计、生产和销售奢侈品。
以下各页介绍公司的业务和经营模式以及与其销售渠道、

地区影响力、产品和其经营的外部市场有关的信息。

战略报告

15 商业模式

17 经营模式

18 渠道组合

19 地区组合

20 产品组合

22 市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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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 Burberry 品牌下实施产品设计、生产和销售活动。产

品理念、设计和开发都在 Burberry 的伦敦总部进行。面料和

其他材料的获取和制成品的生产都通过企业在英国的各个设施

以及主要位于欧洲的外部供应商网络进行。传统和数字模式的

营销内容和计划均在内部制定，以便将品牌和产品的属性传达

给消费者。Burberry 产品通过专属的零售平台和第三方批发

商面向全世界进行销售。对于精选的主要产品类别，Burberry 

依赖于授权合作伙伴的产品和分销专业知识来拓展业务。这些

活动由超过 10,000 名员工的全球团队共同执行。

品牌
• 纯正的英伦传统，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渊源 — 皇室、 

探险家、VIP。

• 在全球范围获得认可的标志，包括 Trench 风衣、 

格纹商标和马术骑士图案。

• 精湛的工艺和创新的设计理念等重要属性。

• 适合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层次。

• “保护、探索、激发”品牌价值观。

商业模式 ：独特的全球奢侈品牌

Burberry 创立于 1856 年，是一家具有独特英伦特色的全球 
奢侈品牌。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该品牌以精湛的传统手工艺和 

创新的设计理念成就了卓著声誉。150 多年前自从 Thomas Burberry 
发明嘎巴甸面料后，外套就已成为企业的核心产品，时至今日 

依然如此 — 最佳代表作就是 Burberry 标志性 Trench 风衣。

企业
• 我们设计的产品蕴含品牌的特有属性，从而产生对奢侈品消

费者的吸引力：

 – 主要类别包括女士和男士服饰、配饰和美妆。

• 通过以新颖的方式使用数字、社交和传统媒体将全球范围内

的受众与品牌相连来推动品牌互动：

 – 重心放在千禧消费者身上。

• 拥有的分销网络组成部分有：

 – 线下：在 32 个国家 / 地区经营的 497 家直营店和商场运

营店；

 – 线上：拥有 11 种语言的 burberry.com 数字化平台；

 – 持续地整合线上和线下以打造无缝且一致品牌体验的计

划，不管消费者以何种方式或在任何地方选择与 Burberry 

品牌互动都是如此。

• 第三方分销网络包括其他 28 个国家 / 地区的 70 家特许经

营店铺和遍布 80 多个国家 / 地区的大约 1,400 家批发店和

专卖店。

• 消费者接触点符合传达纯粹品牌信息的目标。

• 职能基础设施提供从理念到消费者的执行支持。

文化
• 民主、信任和进取精神。

• 具有团队精神紧密互连的强大组织。

• 始终注重在创意和商业之间保持平衡。

• 奉行“优秀企业”的价值观 — 可持续的商业实践和创造社

会共有价值。

战略报告 — Burberry 集团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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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通过整合之前的欧洲地区及世界其他地区， 
形成了欧洲、中东、印度和非洲（简称“EMEIA”）地区。

战略报告 — Burberry 集团概况

公司业务按渠道、地区和产品部门进行架构， 
受核心企业职能部门的支持。

经营模式

产品 职能

配饰 设计

女装 营销

男装 陈列与规划

地区

亚太地区

欧洲、中东、 
印度和非洲*

美洲

渠道

零售
（包括数字化平台）

批发

许可

童装 供应链

运营与财务美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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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berry 通过零售（包括数字化平台）和批发渠道向最终消费者 
销售产品。2013/14 年度，零售占收入的 70%，批发占 27%。

Burberry 还在日本和全球其他国家 / 地区拥有许可协议， 
从而充分利用许可合作伙伴的本地和技术专长。

零售收入

16.23亿英镑
+15%

许可收入

0.79亿英镑
(23%)

批发收入

6.28亿英镑
+32%

按渠道划分的收入
按固定汇率计算基本数据

许可
包括 Burberry 许可销售商的收入，大约 80% 来
自日本市场，其余来自全球产品许可销售商（太
阳眼镜和腕表）以及欧洲童装批发许可销售商
• 23% 基本下降 
（如果不包括 2012/13 年度的 
香氛许可收入，则为 2% 的增长）

• 按固定汇率计算，日本的特许权 
收入基本保持不变

• 全球产品许可带来两位数增长 
（太阳眼镜和腕表）

批发
包括面向百货商场、多品牌专卖店的销售、旅游
零售，以及经营 70 家门店的特许经营商，而美
妆则依靠全球近 100 家分销商进行销售
• 32% 基本增长 
（如果不包括美妆的首次贡献， 
则为 2% 的增长）

• 美妆直营第一年批发收入为 1.44 亿英镑。
• 5 家新的特许经营店开业，包括通过巴巴多斯、

智利和哥伦比亚的新合作伙伴开设的门店

零售
包括 215 家自运营精品店、227 家百货商场 
运营店、数字商务和 55 家折扣店
• 15% 基本增长
• 12% 可比销售增长
• 25 家自运营精品店开业，包括上海的 

旗舰店和伦敦 Covent Garden 的首家 
Burberry Beauty Box 时尚美妆概念店

战略报告 — Burberry 集团概况

渠道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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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berry 在三个地区开展运营。2013/14 年度， 
亚太地区占零售 / 批发收入的 39%，欧洲、中东、 

印度和非洲 (EMEIA) 占 36%，而美洲占 25%。

美洲
• 24% 基本增长
• 零售占收入的约 60%
• 较高的一位数可比销售增长
• 美国数字化平台的占有率超过集团 

平均值的两倍

EMEIA（欧洲、中东、印度及非洲）
• 17% 基本增长
• 零售占收入的约 65%
• 较高的一位数可比销售增长
• 大约 40% 的自运营精品店交易面向旅游 

奢侈品顾客

亚太地区
• 18% 基本增长
• 零售占收入的约 85%
• 大中华区（特别是中国香港）的可比销售 

增长率达到两位数
• 旅游零售表现出色，占该地区批发销售 

额的绝大部分

亚太地区收入

8.7亿英镑
自运营精品店：65
商场运营店铺：155

EMEIA 收入

8.12亿英镑
自运营精品店：72
商场运营店铺：61

美洲收入

5.69亿英镑
自运营精品店：78
商场运营店铺：11

按目的地划分的零售 / 批发收入
按固定汇率计算基本数据并包括美妆批发收入的 
首次贡献，主要在 EMEIA 和美洲地区

地区组合

战略报告 — Burberry 集团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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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饰
• 大型皮具占自运营精品店配饰收入的一半左右
• 在核心皮革和格纹计划及重要标志性款型方面不断 

创新
• 男装配饰增长了 20% 以上，现在达到自运营精品店

零售配饰收入的 20% 多

女装
• 核心外套占自运营精品店收入的一半以上
• 2014 年春夏 (S/S14) Prorsum 表现出色

男装
• 外套大约占自运营精品店收入的 40%
• Travel Tailoring 商旅西装的推出使得此类别比 

去年同期增长了约 40%

童装
• 外套大约占自运营精品店收入的 35%
• 灵感源自 Prorsum 的产品系列表现强劲

美妆
• 直营第一年
• 复杂且困难重重的过渡期；基础设施现已建立
• 成功推出男士和女士 Brit Rhythm 香氛

按产品部门划分的零售 / 批发收入
按固定汇率计算基本数据

童装收入

0.79亿英镑
+8%

美妆收入

1.51亿英镑
不适用

配饰收入

8.16亿英镑
+12%

女装收入

6.84亿英镑
+10%

男装收入

5.21亿英镑
+12%

Burberry 具有跨服饰、配饰和美妆以及按性别分类的多元化 
产品组合。2013/14 年度，配饰占零售 / 批发收入的 36%， 
女装占 30%、男装占 23%、童装占 4%，而美妆占 7%。

Burberry Prorsum — 5%
各大时装秀主推的最时尚产品系列，该系列是品牌的设计灵感之源

Burberry London — 45%
裁制服饰系列，通常适合顾客平日工作时穿着

Burberry Brit — 50%
最休闲的产品系列，通常适合在周末穿着

服饰金字塔
自运营精品店零售服饰收入的百分比

战略报告 — Burberry 集团概况

产品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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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也能从奢侈旅游的增长中获益，特别是在新兴市场，但是

奢侈品行业的当地消费一直不太稳定。旅游奢侈品消费预计占

该地区主要市场奢侈品销售的一半以上。

在美洲，奢侈品行业增长加快，原因是消费者对于范围更广的

经济复苏极富信心，超过亚洲成为增长最快的地区。尽管它仍

然拥有主要的当地市场，但奢侈旅游（特别是中国游客）对于

美洲地区正变得越发重要。

全球范围内，数字商务的重要性继续增强，在这方面美国处于

领导地位。此渠道自 2003 年以来已经翻了十倍，现在占全球

奢侈品市场大约 5% 的份额。人们认为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数

字化平台浏览和购物，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奢侈品行业门店客

流量下降的原因。

配饰在奢侈品行业的主要产品类别中的需求继续占优，男装配

饰增长幅度达到两位数。对于高级成衣系列，男士类别增长继

续超过女士。美妆行业增长从 2012 年的 4% 放缓至 2013 年

的 2%，彩妆和香氛市场增速都有所放慢，特别是在欧洲。

展望

行业分析师预计，由于更大范围内的全球经济复苏预计会继续

下去，奢侈品行业在中期内将保持中等的一位数增长（按固定

汇率计算）。这些增长预测受长期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的支持，

特别是新兴市场消费阶层的扩张、城市化的推行以及全球旅游

行业的增长。

*  Bain & Company and Fondazione Altagamma  
2013 年奢侈品全球市场报告（2013 年 10 月）。

宏观经济环境

2013 年全球经济继续复苏，实现 3% 的增长，与 2012 年持平。

虽然年初看到欧元区依然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以及中国经济增长

前景堪忧，但整体而言，年度宏观经济指标都实现了加速增长。

在欧洲，经济继续缓慢复苏，欧盟 GDP 平稳增长。尽管政府

继续采取紧缩措施，但是该地区还是存在一些积极的信号，例

如周边国家 / 地区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显示经济正在好转。在美

国，一年当中季度 GDP 加速增长，年增长率达 1.9%。对于奢

侈品零售行业，更重要的是能够看到个人消费的持续增长。

发达地区经济的好转部分被下滑的新兴市场所抵消。中国 

GDP 增长了 7.7%，与 2012 年持平，占全球增长的一半。其

他主要发展中地区奢侈品市场的表现伴随着俄国和中东地区

一整年经济的缓慢增长，而巴西经济增长速度略快，达到了 

2.3%。

奢侈品行业*

在这种全球大背景下，分析师预测奢侈品行业增长在连续三年

保持两位数增长后，于 2013 年会放缓至 2%。但是，排除货

币效应后，行业增长接近 6%，与 2012 年持平。

中国大陆现在是世界第四大奢侈品市场，受政府有关送礼的新

政策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转战国外购买奢侈品的影响，

销售增长放缓至 4%（按固定汇率计算）。这种旅游奢侈品消费

者外流的现象帮助推动了亚洲和欧洲其他地区的奢侈品销售。

在许多东南亚市场，这种旅游消费增长的影响在国内消费增

长的带动下进一步增强，特别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马来西亚、 

泰国和印度尼西亚。

市场概况

战略报告 — Burberry 集团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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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报告

战略主题

在过去的 8 年里，Burberry 一直坚持奉行其五大战略主题， 
从而实现了持续增长。这些战略主题是 ：充分利用特许经营 ； 
强化配饰部门 ；加快零售为主导的增长 ；投资低占有率市场 ； 
以及追求卓越经营。以下几页列出了这一年中公司在执行 

这些战略时的主要活动和举措。

24 充分利用特许经营

27 强化配饰部门

29 加快零售为主导的增长

31 投资低占有率市场

33 追求卓越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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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berry 通过卓越的产品和营销理念不断强化和推广其品

牌。企业改善了其男装产品以及新整合的香氛和美妆业务。

Burberry 品牌的力量实现了 17% 的收入增长。

2013/14 年度的重点包括：

卓越产品

作为一个全球奢侈品牌，卓越的产品（精湛的工艺和创新的设

计理念）对企业而言始终至关重要。

外套
• 外套大约占 Burberry 自运营精品店服饰销售额的一半，是 

Burberry 企业的核心产品。品牌历史最为长久的产品位列

年度增长最快的类别中。

男装
• 男装是奢侈品行业增长最快的产品类别之一，也是集团重要

的主营业务，占零售和批发收入的 20% 以上。

 – Burberry 不断通过提升产品（提高面料质量并注意细节）

优化男装服饰分类，扩充子类别，改善产品流。

 – 在裁制服饰方面，为了更好地迎合 Burberry 核心奢侈品

顾客的生活方式需求，推出了 Travel Tailoring 商旅西装。

这一新的产品系列使用创新的天然记忆面料，能够更好

地维持西装版型，可满足商旅需求。男士裁制服饰的零

售销售额增长了大约 40%。

 – 为了再次强调其英伦血统，Burberry 2014 春夏男装秀终

于在阔别 10 年之后从米兰回到了伦敦。

 – 男装占零售和批发收入的 20% 以上，是年度增长最快的

产品类别。

美妆
• Burberry 2012 年 10 月决定整合美妆产品（品牌主力推广

的重要类别），这一决定导致 2013 年 4 月启动直营。经过

复杂且困难重重的过渡期之后，美妆现已成为集团的第五大

产品类别。通过将奢侈品和时尚与美妆整合，Burberry 希

望在该类别中找到自己明显的优势。

• 整合后的首款男士香氛 Brit Rhythm 于 9 月问世。“数码

先行”活动催生了灵感源自 Brit Rhythm 的成衣系列。

• 美妆在女装秀中具有重要地位，通过全面的 T 台展示，下

一季的美甲系列可供立即订购，而且来自后台美妆工坊的个

性化问候通过网络发送给全球的 Twitter 关注者。

• 12 月集团在伦敦 Covent Garden 的首家 Burberry Beauty 

Box 时尚美妆概念店正式开业。这一新颖理念使顾客能够

在专卖店里探索彩妆、香氛和奢侈品配饰之间的联系。

• Brit Rhythm 男士香氛的同款 Brit Rhythm 女士香氛于  

2014 年 1 月推出。

全球品牌互动

Burberry 致力于通过卓越营销和创新理念扩大品牌影响力并

加深品牌互动。

社交媒体
• 2013/14 年度推出了社交媒体领域的新合作关系和战略。

• 通过与 Google 合作，Burberry 启动了基于互联网的

“Burberry Kisses”千里传吻平台，允许用户捕捉并发送虚

拟之吻。首先，通过直接亲吻触摸屏或由台式机摄像头捕捉

飞吻，参与者可以自制 Burberry Beauty 唇彩之吻，并附上

一则个性化信息，然后通过电子邮件向世界各地的亲朋好友

发送他们的“吻”。

通过切实利用品牌资产和全球组织范围内的 
协调行动，提高消费者的共鸣，更加高效地开展运营。

一个品牌，一个公司。

战略报告 — 战略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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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万众期待的 iPhone 5s 发布之际，Apple 与 Burberry 针

对 2014 春夏女装秀开展合作，在发布之前通过该设备的摄

像头功能捕捉 T 台秀的精彩瞬间。这些图片在伦敦、纽约

和香港的 13 个室外大屏幕上动态展示。此次合作开创了社

交媒体互动的新记录。

• Burberry 宣布针对 Burberry Prorsum 2014 (A/W14) 秋冬女

装秀与移动信息传递平台微信建立开创性的合作关系。微信

加快了 Burberry 最具个性化的时装秀体验传播，此外 2014 

秋冬女装秀还获得了包括所有社交平台在内，Burberry 品

牌有史以来最多的社交媒体关注。

• Art Of The Trench（风衣艺术）创建于 2009 年，一直是宣

传标志性 Trench 风衣的重要社交平台。自创立以来，Art 

Of The Trench（风衣艺术）收录了超过 200 个国家 / 地区

将近 2400 万页的评论。2013/14 年度，该平台对上海和巴

黎的重要品牌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 本年度结束时，Burberry 再次成为 Facebook 上最受追捧

的奢侈品牌，拥有超过 1700 万粉丝。其 Twitter 的粉丝数

量也增长至将近 300 万人，而 Instagram 用户也达到将近 

140 万人。

营销创新
• 在打造更完整的体验以便在消费者和品牌之间建立更密切关

系的过程中，我们的团队撰写了 Burberry 的故事，并通过

消费者可以接触到的各种渠道呈现出来，例如产品、活动、

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以及公共关系，这些渠道涉及到各种不

同的概念。本年度开发的“Burberry Love”主题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  故事开始于 2013 年年初，男装和女装 A/W13 时装秀中

的心形图案和 The Crush 克拉什手袋成为 T 台上的一大

亮点。

 –  Burberry Acoustic（原创音乐）英伦音坛新锐 Tom Odell 

在女装秀上现场演奏了歌曲“Hold Me”。

 –  Burberry Kisses 千里传吻活动随后在 6 月份启动。

 –  Sienna Miller 和 Tom Sturridge 夫妻档亲密演绎 2013 秋

冬广告宣传片。

 –  此计划通过佳节期间的“With Love”信息和产品画上 

句号。

 –  此类主题将 Burberry 品牌的商业和艺术特点完美融合。

• Burberry 的线上平台时装秀款定制服务 (Runway Made to 

Order) 允许世界范围内的顾客率先拥有下一季产品系列中

的单品，该平台通过面向高级成衣和配饰的“智能个性化技

术”得到进一步完善。

• 重要合作伙伴关系同样强化了品牌在旗舰市场中的影响

力。作为标志性 Parisian Printemps 巴黎春天百货商场

“London Mania”广告宣传的一部分，Burberry 在店内通

过各种有趣的陈设进行庆祝 — 窗口动画、概念店、巴黎 

Art of the Trench 风衣艺术计划和限量版系列。

日本变革
• Burberry 通过持续推广全球产品系列以及在六本木 

(Roppongi) 开设门店来强化它在这一重要奢侈品市场中的

影响力。这对于将当地品牌认知度与全球定位保持一致以及

摆脱在当前许可销售商面前的优越感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步骤。Burberry 在日本拥有 4 家自营门店和 10 家商场运

营店铺，销售全球产品系列，加上小型批发业务，总共创造

了大约 2500 万英镑的收入，盈亏平衡。

外部认可

本年度 Burberry 在外部也得到了认可。

• 连续第五年入选 Interbrand 的“全球 100 强品牌”。

• 被 Fast Company 评为零售业第 7 大创新品牌。

• 连续三年引领媒体智库 L2 的“时尚数字化 IQ 指数”。

• 在英国时尚大奖 (British Fashion Awards) 的评选中，荣

获“最佳品牌”殊荣，并且 Christopher Bailey 被提名为 

“年度最佳男装设计师”。

关键业绩指标 (KPI) ：总收入增长（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 

衡量通过 Burberry 门店或百货商场店或专营零售客户， 

品牌对消费者的吸引力。

23.3 亿英镑 +17%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3.30 +17%

19.99 +8%

18.57 +23%

15.01

11.85  

+24%

零售 批发 许可

增长率是指去年同期基本变化，即按固定汇率计算。
2010* 年数据中排除了已停止运营的西班牙业务。

战略报告 — 战略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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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4 年度，配饰仍然是 Burberry 最大的产品部门，占零

售 / 批发收入的 36%，实现了 12% 的收入增长。

2013/14 年度的主要发展领域包括：

大型皮具
• 大型皮具一直是 Burberry 配饰部门的核心产品，占所有主

线配饰收入的大约一半。增长是通过在战略上注重主打产品

的款形以及结实耐用的皮具款式和产品系列所推动。

• The Orchard 奥查德手袋最初亮相于 2012 秋冬女装发布

会，去年被作为补充风格引入，继续成为本年度最畅销的

手袋之一。The Crush 克拉什手袋在 2013 秋冬产品系列中

发布，是佳节广告宣传关注的焦点。

男装配饰
• 男装配饰一直是 Burberry 增长最快的产品类别之一，这主

要得益于公司对产品设计和陈列的投资。此类别的销售额增

长 20% 以上，占主线配饰总收入的 20% 多。这一类别的

增长在各个地区以及 burberry.com 上都同样强劲。

软装配饰
• 诸如围巾、帽子和手套等软装配饰受不分季节的产品战略和

全年礼品计划的支持，一直是 Burberry 增长最快的配饰类

别之一。苏格兰制造的标志性羊绒围巾一直是此类别的主要

增长驱动因素。

腕表
• 在去年成功推出男士 The Britain 英伦风尚腕表的基础上，

Burberry 又推出了女士 The Britain 英伦风尚腕表和一系列限

量款式，包括 The Britain 英伦风尚首款男士自动计时机芯腕

表和 2014 春夏男装秀上推出的 Runway Made to Order 时

装秀定制款腕表。

太阳眼镜
• Burberry 继续将太阳眼镜纳入企业计划，重点是扩大这一

品牌入门级时尚产品的销售范围和知名度。Burberry 在以

英国乐队为特色的音乐主题营销广告宣传的支持下，推出了 

Spark 太阳眼镜系列。

关键业绩指标 (KPI) ：配饰收入的增长（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 

衡量 Burberry 在这一类别（包括大型和小型皮具、围巾、鞋履）

的扩张举措是否成功。

8.16 亿英镑 +12%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8.16 +12%

7.29 +8%

6.89 +22%

5.63

4.17  

+32%

收入仅包括零售 / 批发。增长率是指去年同期基本变化，即按固定汇率计算。
2010* 年数据中排除了已停止运营的西班牙业务。
2013 年数据中排除了美妆收入；2010 至 2012 年的数据包括美妆收入。

通过将 Burberry 的创新性专门技术以及标志性 
品牌与产品开发、采购和营销方面的强化投资相结合， 

抓住低占有率配饰类别中的机会。

强化配饰部门

战略报告 — 战略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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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4 年度，零售收入增长了 15%，占总收入的 70%。 

年度可比销售额增长了 12%。

2013/14 年度的主要发展领域包括：

实体和数字化销售渠道的界限不再分明
• 随着奢侈品消费者的移动性和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

Burberry 同时对数字化和实体店面进行创新以打造线上和

线下的无缝顾客体验。

• Burberry 为店内的所有销售顾问都配备了 iPad。这些设备

可用于访问 burberry.com，使实体店的顾客能够浏览全部

的 Burberry 产品系列。

• 继续推广的店内取货服务允许顾客在线上购买产品，最快

在次日就可以前往指定的门店取货。目前，全世界大约有 

120 家门店提供店内取货服务。

• 本年度线上访问量和销售转化率持续增长，这反映了 

Burberry 数字化投资的成效，burberry.com 获得了 7000 万

的网站访问量。

顾客至上
• 在越来越复杂的奢侈品环境中，Burberry 一直对全球顾客

分析和洞察能力进行投资，以便更好地了解不断变化的消费

者趋势并指导其战略的执行。

• 公司对 Burberry 私人客户服务团队的持续投资扩充了其顾

问人数，并通过伦敦时装秀和世界范围内 Art of the Trench 

风衣艺术活动的独特体验提升了顾客价值主张。

• Burberry 将 Customer 1-2-1 平台推广至全球范围内的所有

自运营精品店。需获得顾客许可的 iPad 应用程序工具使销

售顾问可以同时创建和查看顾客的档案，包括可视衣橱、线

上和线下的全球交易历史记录，以及所记录下的产品和着

装偏好。

推动生产力
• Burberry 继续通过各种举措提升线上和线下的工作效率，

这些举措包括销售顾问和门店经理培训、扩大 Burberry 私

人客户服务的影响力、改善陈列以及优化产品分类。这帮助

实现了 12% 的可比销售额增长。

门店投资
• 开设了 25 家自运营精品店，遍布上海、东京、墨西哥城和

新德里等地区。大型整修项目包括科勒尔盖布尔斯（迈阿

密）、曼哈塞特（纽约）和滨海湾金沙（新加坡）。

关键业绩指标 (KPI) ：零售收入的增长（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

包括可比门店销售额增长（衡量现有门店生产力的提高）， 

以及新空间产生的收入。

16.23 亿英镑 +15% 
15%

12%

31%

32%

15%

可比门店 新空间 中国收购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增长率是指去年同期基本变化，即按固定汇率计算。
可比门店销售额增长是指已开业 12 个月以上的门店销售额的年度增长百分比 
（针对已关闭门店和重新装修门店进行调整）。

关键业绩指标 (KPI) ：门店数量（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

衡量世界各地 Burberry 直营店的覆盖范围。

497 +28 家门店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497

469

444

417

312

自运营店 商场运营店 折扣店

2010* 年数据中排除了已停止运营的西班牙业务。

在整个组织和流程中运用动态数字化零售理念， 
以推动所有分销渠道的增长，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

战略报告 — 战略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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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4 年度，Burberry 在新兴市场开设了 20 家门店，将门

店总数扩大到 193 家。

2013/14 年度的主要发展领域包括：

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中国奢侈品消费者
• 中国消费者对于全球奢侈品行业的重要性一直在持续增长，

占 2013 年全球奢侈品支出的 25%，在 2012 年 23% 的基

础上实现了增长。Burberry 非常重视这类消费者在国内购物

或出国旅游时所带来的销售机会。

• 中国消费者对 Burberry 品牌的认可度一直很高；Burberry 被 

L2 智库评为中国具有最高“数字化 IQ 指数”的时尚品牌，

并被新浪微博评为最具影响力的品牌客户。

• 2013 年重要的品牌活动包括上海尚嘉中心店和 K11 购物艺

术中心店的开业，开业期间举办了上海 Art of the Trench 风

衣艺术展览。

• 为了配合农历新年和黄金周等重要节假日，Burberry 针对中

国门店、主要旅游目的地和 burberry.com 推出了许多节日

广告宣传，包括以礼品为主打的定制产品分类。

• 利用从顾客研究团队那里获得的洞察力，Burberry 优化了世

界范围内旗舰市场的产品分类和陈列，以便更好地为中国消

费者提供服务。

• Burberry 持续对线上和线下平台进行投资，以确保中国顾客

在国内和国外都能享受到最好的服务。Burberry 扩充了中国

的私人客户服务团队，继续在亚洲之外的主要旅游目的地所

在的团队中增加会说中文的销售顾问，并在新浪微博和微信

上创建了客户服务帐户。

注重旅游零售 
• 随着旅游奢侈品消费者重要性的不断提升，Burberry 增加了

对主要交通枢纽和全球旅游目的地的营销投资。

• Burberry 扩展了以配饰为核心的旅游零售产品分类，并针对

此渠道的门店提出了新的门店理念。

• 通过在招标中胜出，Burberry 将香港和米兰的机场批发店面

转变为零售店面，并且在罗马和马德里机场开设了新的店面。

开发新兴市场 
• 11 月份，在泰国收购了之前由特许经营商经营的三家店面，

泰国是极具潜力的奢侈品市场和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 通过在土耳其、蒙古、埃及开设 5 家新的特许经营店以及在

立陶宛开设品牌的第一家店面，Burberry 将品牌的覆盖范围

延伸到了新兴市场。

• Burberry 继续在巴西这个极具挑战性的市场中拓展业务。

提升批发业务
• 在美洲，Burberry 继续致力于使品牌的批发业务与其全球定

位相一致。2013/14 年度，加拿大的所有 Holt Renfrew 百

货商场中的店面都转变为零售商场运营店铺形式。

关键业绩指标 (KPI)：新兴市场的门店数量（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

衡量 Burberry 品牌在这些高潜力国家 / 地区的覆盖范围。

193 +20 家门店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193

173

154

136

111

新兴市场包括：中国、中东、东欧、俄罗斯、巴西、印度，以及东南亚、南非和 
拉丁美洲的其他部分地区。

关注并投资低占有率市场。对于 Burberry，这些市场包括 
发达市场（如美国）以及中国、印度和中东等成长型经济体。 

我们运用多种分销渠道和业务调整来把握这些机会。

战略报告 — 战略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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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4 年度，调整后零售 /批发运营利润率下降了 30 个基点，

降到 17.5%，反映了美妆整合的影响。如果排除美妆的摊薄影

响，调整后运营利润率增加了 40 个基点，达到 18.2%。

2013/14 年度的主要发展领域包括：

供应链
• 美妆供应链基础设施得到完善，可支持近期整合的美妆业

务，并增加了采购、物流和分销领域的资源。

• Burberry 合并了美洲的数字化库存池和零售库存，以优化

库存管理并提高面向顾客的供货能力。

• 在美洲，Burberry 将其数字化商务运营转移到内部，所有

线上顾客订单都由位于新泽西的配送中心处理。

技术
• Burberry 继续对技术进行投资，以实现支持集团的数字

化战略和增长目标所需的前端和后端应用程序。这包括 

Customer 1-2-1 平台以及为美妆和 Burberry Kisses 千里

传吻活动提供支持的基础设施开发。

• 12 月向供应链合作伙伴推出了 Burberry World，以便全面

整合后端运营，通过单一门户提供对前端品牌信息的访问，

简化流程并优化信息流。

规划
• Burberry 持续实施全球品牌产品分类，以便在集团的线上

和线下零售渠道中提供一致的产品目录。这种全球产品分

类可提供品牌一致性和运营效率，同时允许各地区产品存

在细微差别。

• 通过进一步优化产品分类、整合库存位置和嵌入式全球流

程，库存管理继续得到改善。

• 对于商业智能洞察力的持续投资使得 Burberry 能够充分利

用 SAP 来生成完善的、全球一致的业绩报告。

流程投资 
• 对商业采购流程重视程度的提高进一步提升了效率、节约了

成本。

• 2014 年 3 月，Burberry 迁入 Horseferry House II，这座大

厦就坐落在当前全球总部的旁边。新总部大厦占地 291,000 

平方英尺，可以容纳伦敦总部的所有员工，并且还为未来的

发展预留了足够的空间。

关键业绩指标 (KPI) ：零售 / 批发毛利率（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

衡量 Burberry 采购产品的效率等方面。

70.2% -40 个基点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70.2%

70.6%

68.1%

64.9%

61.0%

2010* 年数据中排除了已停止运营的西班牙业务。

关键业绩指标 (KPI) ：调整后零售 / 批发业务利润率

（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

衡量 Burberry 在改善其业务流程（包括采购、IT 和物流） 

方面的举措和投资如何影响其利润率。

17.5% -30 个基点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17.5%

17.8%

16.4%

15.6%

12.7%

调整后运营利润率在调整项目之前列出。
2010* 年数据中排除了已停止运营的西班牙业务。

不断追求与本品牌产品和 
营销专长协调一致的卓越运营。

战略报告 — 战略主题

追求卓越运营

33

简介 董事会和企业管理Burberry 集团概况 绩效卓越的品牌、优秀的企业战略主题



卓越的品牌、优秀的企业

Burberry 的文化从内到外对品牌和企业提供支持。 
通过“Burberry Beyond”，Burberry 致力于激发各种可持续发展 
举措（Burberry 影响）、支持员工志愿计划（Burberry 参与）， 

以及激发新一代的创造性思想家（Burberry 投资）。 
以下页面列出有关我们员工和 Burberry Beyond 的信息。

战略报告

35 我们的员工

38 Burberry Beyond（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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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

Burberry 的理念是将企业看作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全球性社区，

拥有不同背景的个体通过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而联系在一起。

对于其招聘、人才培养和奖励制度，Burberry 始终履行支持

多样化和机会平等的承诺。Burberry 在 34 个国家 / 地区拥有

超过 10,000 名员工，员工拥有 100 多种不同的国籍，年龄跨

度从 17 岁到 77 岁。

Burberry 致力于确保其招聘、培养和晋升员工流程的公平

性，以及妇女有机会代表组织的各个层级。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全球员工总数为 10,604 名，其中 68% (7,253) 为女

性，32% (3,351) 为男性，女性占据 128 个高级管理职位中的 

49 个 (38%)。有关 Burberry 董事会多元化的信息，请参阅年

报的第 79 页。妇女在 Burberry 的人才培养计划中一直都有自

己的一席之地，2014 年领导委员会选择的参与者中 70% 为

女性。这种多元化不断充实和巩固 Burberry 的文化，并帮助

推动其作为奢侈品品牌取得成功。

招聘

Burberry 社会媒体曝光率的增加将年度申请总数推至超

过 160,000 份，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了 7%。LinkedIn 上 

Burberry 的关注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 132%，导致通过该平台

发起的申请大约有 22,000 份，占本年度企业收到的申请总数

的约 14%。Burberry 全球排名第 30 位，英国排名第 12 位，

并被评为 LinkedIn 最受欢迎的雇主。

基于直接招聘更加有效（包括成本方面）的事实，针对招聘实

施了新的企业团队结构，通过专业招聘合作伙伴针对每项职能

提供支持，从而满足他们的招聘需求。本年度期间，81% 的

招聘活动直接开展，员工推荐的增长几乎翻了三翻。

加强 Burberry 的招聘战略和雇主品牌推动了 2014 年 3 月新的

人才招聘多语网站的建立，介绍丰富的品牌内容和专门撰写的

详细资料，旨在让求职者对于员工在 Burberry 的工作体验有更

好的了解。

留用

Burberry 采取措施识别和培养具有高潜力的员工。特别是，邀

请具有高潜力的员工参与 Burberry 领导委员会，通过国际联

谊机会、全球战略性外出会议、高层管理人员指导和领导能力

培训研讨会等各种方式向他们提供提升自己领导能力的机会。

2013/14 年度，56 名员工参加了领导委员会，他们中 55% 的

人隶属零售团队和办公室团队。

Burberry 不断提升其零售团队，从而为未来构建人才管道。

我们向 EMEIA 地区的员工推出了零售管理计划，培养零售员

工从事门店管理职业，后来推广至亚太地区以包括外部毕业

生招聘。为了体现门店经理角色的重要性，向全球推出了以 

Burberry 奢侈品服务愿景为核心的定制培训和发展计划，以

更好地支持门店经理并赋予他们积极推动其门店业绩的动力。

对企业新进零售员工进行指导的入职计划通过加入定制的新零

售经理入职计划得到了增强，新的零售经理入职计划包括面对

面的培训、店内布置和远程学习。该计划已面向全球所有地区

推广。

奖励 

Burberry 不断加强整个组织的奖励与绩效之间的联系，所有

员工都能参与奖励或激励方案。

此外，Burberry 在 32 个国家 / 地区推行的全体员工免费股计

划让所有员工都能分享企业持续的成功并加强企业团结一心

Burberry 认识到员工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因此公司不断 
努力吸引世界各地最优秀的人才，在各个层面为员工提供 
有意义的发展机遇，并对表现突出的员工进行奖励和表彰。

我们的员工

战略报告 — 卓越的品牌、优秀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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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对于其全球股份计划积极影响的认可方面，Burberry 

荣获了 ProShare 2013“培养员工股权意识的最佳整体成果奖

（1,001 — 15,000 名员工）”，并因其广泛宣传和翻译计划信息

以及跨地区为员工提供高度的可及性而备受赞誉。

Burberry 还持续推出其具有创新意识的季节性计划，这些计

划可以帮助员工提升他们的整体幸福感并通过共同庆祝重要的

品牌时刻（例如 Prorsum 时装秀、重要门店开业以及其他特

殊活动）加深与品牌的联系和互动。

“Burberry 之星奖”计划旨在表彰不同地区中超出其正常职

责范围对 Burberry 品牌、企业和文化具有突出业绩和贡献的

员工和团队。至今，该计划已经顺利实施了 7 年。Burberry 

World 新数字提名平台提高了员工的敬业度并且使提名程序更

加便捷，今年在全球范围内收到创记录的 15,097 个提名。奖

项设置的灵感源自 Burberry 品牌、传统和核心价值观，在四

个地区授予了 99 个奖励。

长期服务奖计划表彰了大约 580 名达到 Burberry 里程碑服务周

年数员工的忠诚度和承诺，其中包括 7 名供职时间超过 30 年

的员工。

联系

Burberry 持续利用数字化技术（特别是 Burberry World）跨

全球所有地区增强培训、人才培养、协作以及信息透明化，在

其员工、承包商和合作伙伴之间建立关系网。

本年度，两个月一次的“实况访谈”让员工了解部分重要的组

织领导人（跨零售和公司）获得其当前职位所具有的不同背景

以及经历的坎坷而励志的道路，访谈录制成影片向全球范围内

的办公室和门店进行现场直播，并向所有员工提供参与实时问

答部分的机会。作为 Burberry“演讲者系列”的一部分，外

部商业和慈善领导人也会受邀激励和鼓舞员工，将他们的观点

和看法录制下来并通过 Burberry World 与所有地区分享。

“Connect”是 Burberry World 的一个新版块，其宗旨在于向

全球员工提供数字化人力资源工具为国际流动性和继任计划、

股份计划管理和招聘提供支持。作为允许员工线上提出问题

并获得解答的“HR 咨询”服务计划的一部分，“Connect”

计划先在英国和部分欧洲地区启动，然后再推行到其他地区。

“Connect”旨在帮助员工管理其在 Burberry 工作和职业生涯

的诸多方面，同时提供对业务的可见性和控制。

Burberry 的全球大家庭包括遍布世界各地紧密协作的重要全

球合作伙伴。各种量体定制的沟通计划加强了合作伙伴关系，

并进一步扩展了 Burberry 品牌和文化的影响范围。在这一年

里，Burberry World 的合作伙伴网络规模翻了一倍之多，现

在超过 1,600 家个体合作伙伴通过该平台与 Burberry 团队建

立联系，并且能够访问品牌信息和新闻，以及围绕具体计划或

业务领域的集团对话。

人权声明

Burberry 认同其致力于在自己运营的体系内保护人权的责任。

Burberry 开展其各项运营和活动的重要性分析，帮助 Burberry 

识别其业务活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主要人权风险。公司相信

这些风险的出现主要与企业员工、供应链和顾客有关。

Burberry 的人权政策列出了公司在其体系内保护人权采取的

规程，包括针对因公司各项运营和活动而引发的潜在侵犯情况

进行赔偿的机制。此政策参照联合国有关企业与人权的指导原

则进行制定。此政策属于 Burberry 首席创意总监兼首席执行

官的职责范围。

基于 Burberry 全球的规模性，此政策的实施极具挑战性。

Burberry 设立了强大的全球团队，致力于在 Burberry 的工作

场所以及公司的供应链范围内促进人权以及良好的劳工关系。

如需有关此内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8 页的“Burberry 

Beyond（超越）”。在当地劳动法不健全、缺失或者执行不善

的地区，公司还建立有其他申诉机制。

战略报告 — 卓越的品牌、优秀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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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berry 影响 — 充分利用我们的创造性思维文化来激发可持

续发展的行动

Burberry 影响计划，涵盖合乎职业道德的贸易和环境的可持

续性，旨在对员工的就业和工作条件进行有意义的、持久的改

善，以及减少公司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这些承诺是经过基线评

估后作出的，并且是与 Forum for the Future（未来论坛）合

作并在 Ethical Trading Initiative（道德贸易联盟）的支持下发

展起来的。该计划得到了外部专家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咨询委员

会和首席公司事务官领导的责任委员会的支持，并包括代表主

要业务运营的高级管理人员。

道德贸易

Burberry 一直以来有一个承诺，就是对员工的就业和工作场

所条件做出有意义且持续的改进。此承诺在 Burberry 的道德

贸易政策（包括 Burberry 行为准则和人权、外来和本地务工

人员政策等等）的支持下实现。该政策符合联合国世界人权宣

言、国际劳工组织的基本公约和 Ethical Trading Initiative（道

德贸易联盟）等相关规范^。

大多数的 Burberry 产品都在欧洲制造，按价值和数量来算，意

大利是最大的采购国，而我们标志性 Trench 风衣依然在英国

本地制造，另外品牌经典羊绒围巾则在苏格兰制造。

供应商工厂（包括制造场所）、分包商和特许经销商在开始生

产之前都由道德贸易团队针对其符合道德贸易政策以及相关劳

工法和环境法的情况进行评估^。

由于供应链不断演变，在其供应商之间维护安全公正的工作

环境一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Burberry 继续为其供应商

提供工具以针对道德贸易政策和相关劳工法的合规性提供支

持。这可能包括一些参与活动，例如事先通知和未事先通知

的审计、监测、持续改进计划和保密员工热线^。Burberry 道

德贸易团队在伦敦与主要采购地区的当地团队进行沟通协调。

当 Burberry 确定工作环境不符合其道德贸易行为准则的要求

时，公司会与其供应商开展紧密合作，以了解需要进行哪些

必要的改进。如果供应商未履行达到 Burberry 预期的承诺并

且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做出明显的改进，则在万不得已的情况

下 Burberry 可能会做出终止业务关系的决定。有关 Burberry 

日常运营方式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burberryplc.com/

corporate_responsibility。

Burberry 与其战略供应商紧密合作，促使他们承担自己供应

链工作环境的责任。Burberry 相信通过促使供应商支持其员

工需求的方式与供应商开展合作至关重要。本年度，Burberry 

继续向与其有持续业务关系的工厂提供机密且免费的非政府组

织 (NGO) 运营热线。即使 Burberry 的业务仅占据工厂整体生

产的一小部分，Burberry 也提供此服务。总体而言，该热线

可供 61^ 个国家 / 地区的 20,000^ 名员工拨打。当前正在开展

一项由 Economic Rights Institute（经济权利机构）执行的独

立评估，以确定为现有员工进一步改进此服务以及为更多的员

工提供便于使用的投诉系统。

妇女一直在 Burberry 供应链员工的组成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本年度，Burberry 继续支持 Busines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企业社会责任组织）女士项目，向女性员工提供基本的健康

教育，帮助改善她们的健康状况并培养她们胜任工作的自信心。

关键业绩指标 (KPI) ：审计数量、供应商访问量、培训数量、

改进计划数量和热线培训访问量

855^ +2%

2014

2013

2012

855^

839

756

Burberry Beyond 包含与 Burberry 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推动社会、 
文化和环境影响的所有相关活动，由三个支柱组成 ： 

Burberry 影响、Burberry 参与和 Burberry 投资。

战略报告 — 卓越的品牌、优秀的企业

Burberry  
Beyond

38

简介 董事会和企业管理Burberry 集团概况 绩效战略主题 卓越的品牌、优秀的企业



在其供应链之间，Burberry 努力通过与其奢侈品行业的同行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社会责任组织和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

合作，以及通过其三方 Ethical Trading Initiative（道德贸易联盟）和 Sustainable Apparel Coalition（可持续服饰联盟）的成员身份，

推动可持续的改变。

环境可持续发展

Burberry 承诺应对全球面临的气候变化影响，并致力于在其价值链中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2012 年度，Burberry 进行了针对其

环境影响的独立评估，在 Burberry 企业及其供应链的所有方面衡量材料、能源、水、化学原料和废料所释放二氧化碳的影响。这

让企业认识到风险和优先领域，从而专注于在地区、职能和原材料上降低影响。利用此 2012 评估的结果，制定了一组符合公司

经营模式及其对于卓越运营追求的五年目标。下面详细列出了到目前为止针对这些目标所获得的进展。

2017 年目标 进展

产品
作为一家以设计为导向的奢侈品牌，Burberry 
持续针对其产品的设计和质量进行投资。作
为此投资的一部分，Burberry 致力于降低其
产品对于环境的负面影响。

  有关产品目标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 burberryplc.com

原材料^ 

降低 Burberry 三大原材料（即棉、皮革和人造革）的环境影响。

制造过程中化学用品的使用 
拒绝使用那些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超过法律规定值的化学用品。

包装^ 
销售点所有的包装都具有可持续性（可提供替代品）。

流程
Burberry 继续追求其目标，即在卓越运营方
面获得认可。对此，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 
Burberry 对于将可持续性考量纳入其企业经
营体系（包括与其供应商相关的部分）的承诺。

  有关流程目标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 burberryplc.com

内部制造^ 

将 Burberry 在英国两处制造场所的能源使用降低 25%*。

供应商 
与重要供应商合作，协助他们将其能源使用降低高达 20%。

制造厂 
与重要制造厂合作，协助他们将其水消耗量降低高达 20%。

运输 
将 Burberry 产品运输的碳排放降低 10%。

配送中心^ 
将 Burberry 五家第三方配送中心的能源使用降低 10%*。

财产
Burberry 持续利用建设团队的可持续发展
专长对现有的和新的建筑物实施更多可持续
的实践并提高能源效率。尽管 Burberry 持
续通过在现有市场和新市场开设门店来延伸
其全球的足迹，从而反映业务的增长，但是 
Burberry 仍旧致力于最大限度降低这种扩张
所产生的环境影响。

  有关财产目标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 burberryplc.com

能源使用减少^ 

将 Burberry 管理的门店和办事处的能源使用减少高达 15%。

可持续消耗品 
60% 的办公用品都具有可持续性（如果可行）。

再生能源 
所有 Burberry 管理的门店和办事处都通过现场或环保关税再生能源供电 
（需要缴纳环保关税的情况下）。

建筑认证^ 

所有新建筑都获得可持续建筑认证。

可持续建筑材料 
消耗的木材和钢材中有 30% 从可循环利用的材料获得，或者从认证的供应链采购。

建筑废料循环利用 
30% 的建筑废料供全球大型项目循环利用。

LED 照明^ 
75% 的门店照明为 LED 或节能灯（新的概念店）。

* 当通过相关生产力因素规范化时。

进展选项
 进展良好  刚刚开始  尚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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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和皮革约占 Burberry 未处理和成品材料环境影响的 50%。

下面的例子展示 Burberry 朝其目标努力的进度。

棉

Burberry 与秘鲁的纱线供应商已有 30 年的合作关系，其生产

制作 Burberry 标志性 Trench 风衣所需的棉质材料。通过与该

供应商和 CottonConnect（专门促进可持续棉花生产的组织）

合作，Burberry 进行了研究并推出了农民培训计划，该计划

在未来的三年内对这些秘鲁农民进行培训，并鼓励他们采用可

降低其棉花生产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实践^。这包括降低农

药、化肥和水的使用，以及水资源管理。

皮革

Burberry 一直致力于在其由具有 Leather Working Group（皮

革工作委员会）认证的制革厂组成的配饰供应链中增加皮革的

比重。当前我们配饰中使用皮革的 70% 采购于具有此认证的

制革厂^。通过详细的评估流程，Burberry 能够与这些制革工

人合作，帮助他们提高其流程中化学用品和水的使用效率，以

及验证他们的废水处理流程是否有效^。

除了制革工人，工作还延续到开发珍稀皮革的可追溯系统。此

工作得到了重要利益相关者的重视，包括奢侈品同行、NGO 

和政府间组织，以确保符合动物福利标准和可持续性的要求。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

二氧化碳排放量（千克）
当前报告

2014 财年
比较

2013 财年
比较

2012 财年

排放源：
燃油的燃烧和设施的运营 
（范围 1）

1,761,321 1,371,486 1,759,977

为了自用而购买的电、暖气、
蒸汽和冷气（范围 2）

40,059,839 35,577,354 30,819,504

总排放量（范围 1 和 2） 41,821,160 36,948,840 32,579,481 
强度测量（二氧化碳排放量 
（千克）/1,000 英镑销售收入）

18.0 18.5 17.5

注意：
Burberry 运用运营控制方法定义其组织边界。对于 Burberry 能够影响能源管理
的站点报告数据。对于 Burberry 虽然实际存在但是无法影响能源管理的那些站点
（例如百货商场中的商场运营店），则不报告数据。整体而言，报告的排放清单等
于我们 91% 的占地面积（总内部空间）。我们使用温室气体盘查议定书预计排放
并应用 DEFRA 和 IEA 指导的转换因子。所有重要排放源均已报告。制冷气体和公
司车辆消耗的燃料不视为重要排放源，因此未报告。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burberryplc.com 上的报告基础

Burberry 参与 — 通过志愿计划发挥 Burberry 员工的 

热情和才能

Burberry 致力于通过鼓励员工利用其核心的业务技能及个人

天赋和经验对其生活和工作的社区做出实质性的贡献，从而在

全球范围内积极推动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

Burberry 一直鼓励员工将其工作期间的时间、技能和激情贡

献给有影响力的志愿服务计划，从而改善其当地社区年轻一

代的生活。参与机会包括为时 18 个月的一对一指导体验和

Burberry 全球门店和办事处举办的职业探索公益活动等等。

一年两次的季节性活动（夏季和冬季）提供更多其他参与机会，

例如慈善捐赠活动、社区振兴项目和特殊的活动演出。例如，

从 2013 年 11 月到 2014 年 1 月，员工通过捐赠活动、节日

主题的志愿服务以及鼓舞人心的郊游帮助 3,000 多名弱势青年

人开心地过好节。

战略报告 — 卓越的品牌、优秀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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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年轻人有所帮助，Burberry 相信志愿服务有助于促进

员工关系的培养、增强重要的工作场所技能以及提高个人成就

感。2013/14 年度，68^ 个城市的 2,400^ 名员工贡献了超过 

8,000^ 小时来支持和鼓舞其当地社区的年轻一代。

关键业绩指标 (KPI) ：志愿服务时间

Burberry 员工参加志愿活动的小时数

8,000^

2014

2013

2012

8,000^

8,000

5,500

Burberry 投资 — 支持和激发下一代创造性思想家

Burberry 支持世界各地其社区的创新组织和计划，将员工的奉

献精神、知识以及创造力与企业财务支持和实物捐赠相结合。

Burberry 将集团税前利润的 1% 捐赠给慈善事业^，大部分捐

赠给 Burberry 基金会，该基金会是一个致力协助年轻人通过

无限创意，实现梦想并发挥潜能的慈善组织（英国注册的慈

善机构编号为 1154468）。今天，该基金会在世界范围内的 

14 个城市开展活动。

除了直接资助创新性青年慈善事业，该基金会还一直加强和扩

展 Burberry Create，其定制的创新性培训和就业计划。该计

划旨在通过实际工作经验、最新技术访问、业务挑战和指导，

全方位利用 Burberry 能力来培养年轻人的创造性思维和解决

问题能力。今年，通过与伦敦 ARK 学校、HIVE 芝加哥学习

网络和国际青年成就中国部 (Junior Achievement China) 的合

作，该基金会试用了新的交付方法，并希望实现规模化和更大

的影响力。自 2012 年 5 月启动后，该计划已经丰富了伦敦、

纽约、香港、上海、北京和成都 300 多名青年人的生活。

该基金会一直延续着其圣诞外套捐赠计划，使伦敦、纽约和香

港的 900 多名弱势青年人从中受益，自 2008 年启动后总外套

捐赠量已累计至 11,000 件。今年，该基金会更特别地关注该

计划的求职者。其他实物捐赠包括无商标织物以及为参加艺术

与设计课程的青年人提供协助材料。

为了应对 2013 年 11 月被台风海燕造成的破坏，Burberry 基

金会及其员工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以及其他灾难救

援组织总共捐赠了 300,000 英镑，以帮助受影响的孩子和重

建家庭生活。

关键业绩指标 (KPI) ：社区捐赠（英镑）

Burberry 直接捐赠

460 万英镑
^ +7%

2014

2013

2012

4.6^

4.3

3.7

管理

全球管理系统在人员问题、道德贸易、社区投资以及环境可持

续发展政策和措施方面将整个 Burberry 全球大家庭连为一体。

首席公司事务执行官负责道德贸易、社区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事

宜，并就这些主题向集团风险委员会和董事会汇报。他还担任

社会责任委员会主席，并担任供应链影响委员会成员。

外部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咨询委员会于 2012 年成立，监督有关

道德贸易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 Burberry 影响战略。

随着公司的不断扩展，Burberry 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了健康与

安全团队和可用资源。每年三次在门店、每年一次在办公室和

供应链工厂进行职业健康与安全合规审查。所有改进计划均由

全球健康与安全委员会进行监控，该委员会由首席公司事务官

担任主席。

外部保证和绩效指标

Burberry 委任 Ernst & Young LLP 针对选择的报表和 2013/ 

14 年度绩效数据提供有限的外部保证。作为审核一部分的这

些报表和数据使用 ^ 进行标记。请参阅 burberryplc.com 上的

完整独立保证声明和报告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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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

战略报告

以下几页概述了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结束的这一财年内 
集团财务表现的要点以及对下个财务年度的展望。 

这部分还说明了本年度集团面临的主要风险， 
包括这些风险的性质和范围。

43 集团财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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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财务要点

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 变化 (%)
百万英镑 2014 2013 报告外汇 基本

收入 2,329.8 1,998.7 17 17
销售成本 (671.3) (556.7) (21)

毛利率 1,658.5 1,442.0 15
运营开支* (1,198.2) (1,013.9) (18)

调整后运营利润 460.3 428.1 8 8
财务信贷 /（费用）净额* 0.7 (0.3) –

调整后的税前利润 461.0 427.8 8
调整项目 (16.6) (77.1)

税前利润 444.4 350.7 27
税项 (112.1) (91.5)
非控股权益 (9.8) (4.9)

股东应占利润 322.5 254.3

调整后摊薄每股收益（便士）~ 75.4 70.0 8
每股收益（便士）~ 72.1 57.0 26
加权平均普通股数（百万）~ 447.3 446.5

调整后度量不包括调整项目
* 排除以下调整项目：

 – 香氛和美妆许可无形资产摊销的报告运营费用中的 1490 万英镑（2013 年：无此调整项目）
 – 与中国业务第三方 15% 经济权益相关的报告净财务费用中的 170 万英镑认沽期权负债财务信贷（2013 年：520 万英镑的信贷）
 – 与香氛和美妆许可关系终止相关的 2013 年报告运营费用中的 8290 万英镑（2014 年：无此调整项目）
 – 与重构相关的 2013 年报告运营费用的 60 万英镑的信贷（2014 年：无此调整项目）

~ 每股收益在摊薄的基础上表示

收入
（2013 年：19.99 亿英镑）

23.3 亿英镑 +17%

年终现金净额
（2013 年：2.97 亿英镑）

4.03 亿英镑

调整后摊薄每股收益
（2013 年：70.0 便士）

75.4 便士 +8%

调整后的税前利润
（2013 年：4.28 亿英镑）

4.61 亿英镑 +8%

零售收入
（2013 年：14.17 亿英镑）

16.23 亿英镑 +15%

全年每股股息
（2013 年：29.0 便士）

32.0 便士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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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

占收入的 70%（2013 年：71%）；包括 215 家自运营精品店、

227 家百货商场运营店、数字商务和 55 家折扣店。

• 零售销售额按报告外汇计算基本增长了 15%

• 可比销售增长 12%（上半年：13% ；下半年：12%)

• 新空间带来了增长结余 (3%)

• 数字化平台表现强劲

随着消费者行为的快速演变，Burberry 专注于同时提高线上

和线下的顾客体验，实现了 12% 的可比销售增长。店内客流

量依然较低，但由于销售转化率的提高而得到补偿，这反映了

公司对顾客服务投资的成效。线上的访问量和销售转化率都在

增长，通过在地区基础设施中集成数字化平台，推动了基于店

内 iPad 和店内取货服务的销售增长。

自运营精品店零售受益于平均销售价格和销售数量方面的平衡

增长，销售数量反映了产品分类的成功，例如小型皮具、围巾、

男装配饰和美妆，这些在世界范围的节假日期间都是营销广告

宣传的主打产品。外套和大型皮具再次贡献了收入增长的一半，

这体现了品牌在这些核心分类上的强大实力。男装分类是增长

最快的分类，鉴于 Burberry 的传统，此分类仍然存在巨大的

发展空间。对设计、陈列和主打款式的投资，加上产品提升和 

Travel Tailoring 商旅西装定制的推出均有效推动了增长。

亚太地区

亚太地区零售额占该地区收入的大约 85%，在此旗舰市场进

行巨额的不动产投资之后，本年度的可比销售增长百分比为两

位数，主要由大中华区推动，特别是香港地区。中国大陆实现

了 11% 的可比销售增长，管理措施推动了韩国地区的增长，

同时日本地区销售全球产品系列的小型零售业务实现了强势的

收入增长。

本年度净增了 6 家门店和百货商场运营店，优化了门店组合，

尤其是中国大陆、韩国和香港地区。

欧洲、中东、印度和非洲 (EMEIA)

在 EMEIA 地区（2013 年 4 月 1 日通过整合 Burberry 在欧洲

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业务而形成），零售额占收入的大约 65%。

本年度的可比销售增长达到较高的一位数，主要市场下半年的

增长略微减缓。本年度，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表现强劲，但

意大利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则相对疲弱。EMEIA 地区的旅游

奢侈品顾客占主线交易的大约 40%，对营销和顾客服务的投

资都主要集中在旗舰市场。

本年度净增 4 家门店和商场运营店（15 家开业，11 家关闭），

反映了在德国和沙特阿拉伯等市场的搬迁，在印度新增了 2 家

门店（将总数增加至 9 家）并在伦敦 Covent Garden 开设了

第一家 Burberry Beauty Box 时尚美妆概念店。

美洲

大约 60% 的美洲收入来自零售，本年度实现了较高的一位数

的可比销售增长。在美国，国内顾客仍占交易量的大约 90%，

数字化平台的占有率超过集团平均值的两倍。

美洲的自运营精品店数量与去年相比没有变化，仍然为 78 家，

美国地区有 3 家小门店关门，不过巴西增开了 1 家门店（总

数达到 8 家），墨西哥新增了 2 家（总数达到 4 家）。

收入分析
按渠道划分的收入

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 变化 (%)

百万英镑 2014 2013 报告外汇 基本

零售 1,622.6 1,416.6 15 15

批发* 628.0 472.7 33 32

许可# 79.2 109.4 (28) (23)

收入 2,329.8 1,998.7 17 17

* 2014 财年批发收入包括美妆销售的 1.441 亿英镑。不包括美妆，2014 财年批发收入按报告外汇计算基本增长了 2%
#  2013 财年许可收入包括已终止的香氛和美妆许可关系的 2710 万英镑。排除此部分后，2014 财年许可收入基本增长了 2%（按报告外汇计算则下降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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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

占收入的 27%（2013 年：24%）；由商场门店、多品牌专卖 

店、特许经营店和旅游零售的服饰和配饰销售产生；以及全世

界约 100 家分销商的美妆销售产生。

• 排除美妆，批发收入按报告外汇计算基本增长了 2% 

（上半年：基本降低了 7%，下半年：增长了 11%）

• 全球净增 5 家新的特许经营店，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为

止总数达到 70 家

• 美妆直营第一年批发收入为 1.44 亿英镑，与指导保持一致

• 包括美妆在内的批发收入基本增长了 32%（按报告外汇计

算则增长了 33%）

不包括美妆业务，上半年的批发收入基本下降了 7%。这反

映了批发商户在全球范围内更加保守的 2013 秋冬规划，以及 

Burberry 在批发商户（特别是在欧洲）和初级产品（特别是

在北美）方面持续的战略优化调整。借助强大的品牌发展态势

以及从 2014 财年第一季度到第四季度的某些产品重新定位，

下半年基本批发收入增长了 11%，其中美洲和旅游零售呈两

位数增长，而 EMEIA 地区呈中等的一位数增长。

下面的地区评论均不包括美妆业务。

亚太地区

亚太地区是集团最小的批发地区，主要以旅游零售为主，其中

本年度表现突出的是香港和韩国。在泰国收购了之前由特许经

营商经营的 1 家门店和 2 家商场运营店，这与 Burberry 更好

地掌控高潜力市场的战略一致。

欧洲、中东、印度和非洲

EMEIA 是集团最大的批发地区 — 占批发收入的 45% 左右。

进一步的商户优化调整抑制了欧洲的增长，但与重要战略商户

的关系得到加强。新兴市场的收入减少，反映了较大市场（包

括土耳其）的消费者需求更加疲软。

美洲

在美国，不管是线上还是通过在主要的百货商场开设更多的专

卖性质的商场运营店铺，Burberry 持续提升其批发业务影响

力，同时还优化调整不当的店铺和产品系列，从而实现了高于

平均值的增长。加拿大 9 家 Holt Renfrew 百货商场门店在本

年度最后一个季度完成了从批发到零售特许店的转变。

美妆

美妆于 2013 年 4 月 1 日转为直营后，批发收入为 1.44 亿英镑。

上半年，现有香氛的销售受到许多分销商的库存空间被之前的

特许销售商占满以及复杂过渡期内执行和供应链问题的影响。

2014 年 2 月提前推出 Brit Rhythm 女士香氛抵消了这种收

入下滑的状况，而此款香氛的推出受益于 2013 年 9 月 Brit 

Rhythm 男士香氛取得的成功。为了支持此次数字化平台主导

的发布，Burberry 还利用跨所有产品类别营销活动的连锁效

应，推出了灵感源自 Brit Rhythm 的服饰精品系列。

许可

占收入的 3%（2013 年：5%），其中大约 80% 来自日本市场

（大约 85% 来自服饰，15% 来自各种配饰许可），其余来自全

球产品许可（太阳眼镜和腕表）以及欧洲批发童装。

• 排除 2013 财年香氛创造的 2700 万英镑，许可收入基本增

长了 2%（按报告外汇计算则下降了 4%）

• 与全年指导保持一致

• 包括香氛在内的许可收入基本下降了 23%（按报告外汇计

算则下降了 28%）

按固定汇率计算，日本的特许权收入为 6200 万英镑，与去年

相比没有变化。来自服饰许可的收入略有增加，反映了较高的

最低支付额，与日本其余配饰许可的计划内缩减相抵消。

太阳眼镜和腕表共同带来了两位数的增长。产品发布包括 

Spark 和 Trench 太阳眼镜系列，而 The Britain 英伦风尚腕表

仍然是提升产品系列的奢侈品定位所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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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利润分析

调整后运营利润
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 变化 (%)

百万英镑 2014 2013 报告外汇 基本

零售 / 批发 393.5 335.6 17 17

许可 66.8 92.5 (28) (23)

调整后运营利润 460.3 428.1 8 8

 调整后运营利润率 19.8% 21.4%

调整后的运营利润增长了 8%，达到 4.603 亿英镑，包括 260 万英镑的不利外汇影响。调整后运营利润率下降至 19.8%，反映了

美妆从高利润许可模式转变为直营的渠道组合变化。

调整后零售 / 批发运营利润
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 变化 (%)

百万英镑 2014 2013 报告外汇

收入 2,250.6 1,889.3 19

销售成本 (671.3) (556.7) (21)

毛利率 1,579.3 1,332.6 19

 毛利率 70.2% 70.6%

运营开支 (1,185.8) (997.0) (19)

调整后运营利润 393.5 335.6 17

 运营开支占收入的百分比 52.7% 52.8%

 调整后运营利润率 17.5% 17.8%

在 19% 收入增长的基础上，零售 / 批发的调整后运营利润增

长了 17%，达到 3.935 亿英镑，其中包括 210 万英镑的外

汇收益。调整后运营利润率为 17.5%，去年为 17.8%（或者

为 17.1%，如果排除 2013 财年与业绩相关的较低支付费用

的收益）。

在 1.441 亿英镑的收入基础上，美妆批发转变为直营的第一

年就使零售 / 批发利润增加了 1080 万英镑，与修订后的指

导一致。毛利润受短期供应链问题的影响，运营费用高于计

划水平，反映了提前推出 Brit Rhythm 女士香氛的营销投资。

随着这一年过渡期的结束，美妆现在已成为第五大产品部门，

此后其零售 / 批发利润增长不再单独进行报告。

不包括美妆业务，调整后运营利润率从 2013 财年的 17.8% 

增长为 2014 财年的 18.2%。毛利润增长了大约 40 个基点，

反映了净价格增长和渠道转变为零售所带来的小幅增长。运

营开支占收入的百分比与去年持平。大约一半的增长来自一

般通货膨胀和新空间，其余则来自与成交量相关的成本以及

对营销、创意媒体和顾客服务等推动收入增长的领域所增加

的投资。与业绩相关的支付费用全年基本保持不变，主要因

为公司业绩未达到内部目标。

许可运营利润 
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 变化 (%)

百万英镑 2014 2013 报告外汇
收入 79.2 109.4 (28)
销售成本 – – –
毛利率 79.2 109.4 (28)
 毛利率 100% 100%
运营开支 (12.4) (16.9) 27
运营利润 66.8 92.5 (28)
 运营利润率 84.3% 84.6%

正如前面所述，许可收入基本下降了 23%（按报告外汇计算

则下降了 28%），这主要反映了香氛和美妆许可关系的终止。

随着美妆业务转为直营，分配的运营费用与去年相比有所减少。

运营利润为 6680 万英镑，其中已扣除 470 万英镑的不利外汇

影响，这主要是因为英镑对日元汇率从 2013 财年的 1:127 变

为 2014 财年的 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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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项目 
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

百万英镑 2014 2013

香氛和美妆许可无形资产的摊销 (14.9) –

中国认沽期权负债的财务（费用）/ 信贷 (1.7) 5.2

许可关系终止 – (82.9)

重组信贷 – 0.6

(16.6) (77.1)

1490 万英镑的费用与 2013 财年 7090 万英镑的香氛和美妆

许可无形资产的摊销有关。这笔资产将在 2013 年 4 月 1 日到 

2017 年 12 月 31 日这一期间内进行直线摊销。

170 万英镑的中国认沽期权负债的财务费用与认沽期权负债相

对所收购中国企业的非控股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包括折扣展

开）有关。

非控股权益

因非控股权益引起的利润变动（从 2013 财年的 490 万英镑增

至 2014 财年的 980 万英镑）主要反映了 Burberry 从 2013 年 

3 月 29 日开始全面有效掌控日本零售业务。此业务在 2013 财

年处于亏损状态。

税项

2014 财年调整后利润的税率为 24.7%（2013 年：25.8%），

这主要反映了英国企业税率的下调。

税项支出为 1.121 亿英镑（2013 年：9150 万英镑），报告利

润产生的有效税率为 25.2%（2013 年：26.1%)。特殊项目的

税项被公认为是适当的。

净现金额

2014 年 3 月 31 日的净现金额为 4.03 亿英镑，与去年同期相

比增长了 1.06 亿英镑。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为 5.36 亿英

镑，与去年基本持平。资本开支为 1.54 亿英镑，低于指导，

反映了新项目的分阶段实施和现有项目的付款时间。其他主要

流出为税项（1.11 亿英镑）和股息（1.31 亿英镑）。

2014 年 3 月 31 日的库存为 4.2 亿英镑（2013 年：3.51 亿 

英镑）。不包括美妆业务（610 万英镑），按固定汇率计算，这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1%，与此相比零售销售增长 15%。

展望 

零售：2015 财年，新增的空间有望使零售总收入实现低到中

等的一位数增长。Burberry 计划开设大约 20-25 家自运营精

品店并关闭 15-20 家，开店偏重于旗舰市场和旅游零售，同

时进一步优化特别是中国和中东地区的门店组合。

批发：不包括美妆业务，Burberry 预计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为止的 6 个月批发收入基本保持不变（按固定汇率计算）

（2013 年：2.44 亿英镑）。排除重新定位的产品和持续的战略

计划后（例如从批发到直营的转变和商户优化调整），计划的

收入增长大约为 5%。

对于美妆这个第五大产品部门，2015 财年批发收入预计增长

约 25%（按固定汇率计算）。

零售 / 批发利润：如果汇率* 保持在当前水平，则其对于 2015 

财年报告的零售 / 批发利润的整体影响将非常重大。作为一种

指示，利用当前汇率重新计算 2014 财年零售 / 批发利润会使

报告的利润减少大约 4000 万英镑，而且调整后运营利润率从 

17.5% 降至大约 16.3%。

Burberry 在过去三年内将零售 / 批发运营利润提升了大约 

200 个基点。其进一步提高利润率的目标保持未变，尽管此目

标可能会受到 2015 财年对于旗舰市场、顾客服务、数字化平

台和员工等领域持续的计划内投资以及潜在外汇不利因素的

影响。

* 按 2014 年 5 月 12 日的汇率计算，并考虑当前对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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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对于 2015 财年，Burberry 预计其日本和全球产品许可

的收入基本保持不变（按固定汇率计算），全球产品许可反映

了腕表分销的优化调整和提升。

按当前汇率* 计算，考虑到英镑对日元汇率的变化，2015 财年

的报告许可收入将减少大约 1000 万英镑。

税率：2015 财年调整后利润的税率目前预计约为 23%。

资本开支：2015 财年计划内开支大约为 2 亿英镑，其中大约

四分之三用于零售。

股息：根据全年调整后摊薄的每股收益，董事会打算在未来的

三年内将派息率逐渐提升至 50%。

美妆：对于 2016 财年和 2017 财年，Burberry 的目标是在

主要支柱产品（例如 Brit 系列）的支持下，使香氛类别实现 

15% 左右的增长，同时开发传统和非传统分销渠道。这些渠

道包括直营店和主要合作伙伴的线下业务；burberry.com 和

第三方数字化平台商户的线上业务；以及旅游零售，Burberry 

在该领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美妆领域的产品开发会继续进

行，同时我们继续对 Burberry Beauty Box 时尚美妆概念店进

行评估，包括对它作为一种美妆柜台的零售形式和基础的效果

进行评估。

日本：随着日本许可在 2015 年 6 月到期，Burberry 面临在

日本拓展不断增长与利润丰厚的绝佳业务机会，向世界第二

大国内奢侈品市场中的核心奢侈品顾客销售全球产品系列。

Burberry 当前在日本拥有 4 家自营门店和 10 家商场运营

店，销售全球产品系列，加上小型批发业务，总共创造了大约 

2500 万英镑的收入，盈亏平衡。

在此基础上，Burberry 计划增加自营门店和百货商场运营店

的数量，同时充分利用自己和第三方的数字化平台。定向的门

店开设地点包括表参道和新宿、东京以及大阪，同时计划在 

2016 财年和 2017 财年每年增加 10 家商场运营店。目标是到 

2017 财年，零售收入超过 1 亿英镑，利润增长大约 2500 万

英镑。

为了推动品牌转型，Burberry 与服饰许可销售商 Sanyo 

Shokai 达成协议，开展有序的过渡，包括到 2015 年 9 月之

前使许可的 Burberry 产品退出主要渠道。此外，还与该同一

家合作伙伴签署了新的三年期许可，以便继续在日本使用蓝黑

标签，这对现代服饰市场中的年轻消费者有较强的吸引力。这

些标签与 Burberry 品牌没有任何联系。

2016 财年，许可收入将包括大约 1800 万英镑与现有许可相

关的特许权收入（包括有序过渡和结束当地许可产品的销售）；

以及来自新的蓝黑标签许可的大约 500 万英镑的收入，包括

从 2015 年 9 月开始的头 6 个月内的最低支付额。2017 财年，

新蓝黑标签许可的许可收入预计达到 1000 万英镑左右，包

括 6 个月内的最低支付额以及之后的可变金额。2016 财年和 

2017 财年的指导全部都按当前（即 2014 年 5 月 12 日）汇率

计算。

门店组合
直营店

自营门店 商场运营店 折扣店 总计 特许经营店

2013 年 3 月 31 日 206 214 49 469 65

新增门店 25 25 9 59 12

关闭门店 (17) (14) (3) (34) (4)

转让门店 1 2 – 3 (3)

2014 年 3 月 31 日 215 227 55 497 70

按地区划分的门店组合
直营店

2014 年 3 月 31 日 自营门店 商场运营店 折扣店 总计 特许经营店

亚太地区 65 155 12 232 15
EMEIA（欧洲、中东、印度及非洲） 72 61 24 157 51
美洲 78 11 19 108 4
总计 215 227 55 497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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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和企业管理

51 董事会

54 高级领导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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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

John Peace 爵士 (65)†

董事长

John Peace 爵士于 2002 年 6 月担任董事长，同时也是提

名委员会主席。他还兼任渣打银行及 Experian plc 主席。

2000 年到 2006 年，他曾任 GUS 集团首席执行官。John 爵

士是诺丁汉郡治安长官，在 2011 年被封为爵士，以嘉奖其在

商业及志愿领域的服务。

执行董事

Christopher Bailey (43)

首席创意总监兼首席执行官

Christopher Bailey 于 2014 年 5 月 1 日升任首席创意总

监兼首席执行官，自 2009 年起他一直担任首席创意总监。

Christopher 于 2001 年 5 月作为设计总监加入公司。在加

入 Burberry 之前，1996 年至 2001 年间 Christopher 担任米

兰 Gucci 的高级女装设计师。1994 年至 1996 年间，他担任 

Donna Karan 的女装设计师。

Carol Fairweather (53)

首席财务官

Carol Fairweather 于 2006 年 6 月加入 Burberry，并于 2013 

年 7 月升任首席财务官。之前她曾担任过集团财务部门的高

级副总裁。在加入 Burberry 之前，Carol 1997 年至 2005 年

间担任 News International Limited 的财务总监，1991 年至 

1997 年期担任 Shandwick plc 英国地区的主计长。

John Smith (56)

首席运营官

John Smith 在 2013 年 3 月成为首席运营官，以前，他

自 2009 年 12 月起一直担任非执行董事。从 2004 年到 

2012 年，John 曾担任 BBC Worldwide 的首席执行官。John 

在 1989 年加入 BBC，曾任首席运营官、财务总监、地产与

商业事务及财务总监的职位。此前，他曾担任 Severn Trent 

plc 和 Vickers PLC 的非执行董事，并于 2001 年至 2004 年

担任会计准则委员会成员。

非执行董事

Philip Bowman (61)*†‡

高级独立董事

Philip Bowman 于 2002 年 6 月被任命为非执行董事，同时

还担任高级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主席。Philip 是 Smiths 

Group plc 的首席执行官。他曾担任 Scottish Power plc 首

席执行官和 Allied Domecq plc 首席执行官。他的早期职业

生涯包括在 Bass plc 担任董事五年。他曾担任 Liberty plc 和 

Coral Eurobet plc 董事长，并在 Scottish & Newcastle plc 和 

British Sky Broadcasting Group plc 任非执行董事。

Ian Carter (52)*†‡

非执行董事

Ian Carter 在 2007 年 4 月被任命为非执行董事，是薪酬委员

会主席。他是 Hilton Hotels Corporation 全球运营总裁。Ian 

曾任 Hilton International Company 首席执行官，及 Hilton 

Hotels Corporation 执行副总裁，并曾担任 Hilton Group plc 

董事，直至 Hilton International 于 2006 年 2 月被 Hilton 

Hotels Corporation 收购。2001 年到 2004 年，他曾任 Black 

& Decker Corporation 总监兼总裁。

Jeremy Darroch (51)*†‡

非执行董事

Jeremy Darroch 于 2014 年 2 月被任命为非执行董事。他于 

2004 年作为首席财务官加入 British Sky Broadcasting Group 

plc，并从 2007 年开始担任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加入 Sky 

之前，Jeremy 曾是 DSG International plc（前称为 Dixons 

Group plc）的集团财务总监，并在 Procter & Gamble 服务了 

12 个年头，担任过英国和欧洲地区的许多职位。Jeremy 之前

也担任过非执行董事，同时还是 Marks and Spencer Group 

plc 审计委员会主席。

董事会和企业管理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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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anie George (57)*†‡

非执行董事

Stephanie George 在 2006 年 3 月被任命为非执行董事。她

还是 Lincoln Center 董事会成员。Stephanie 曾在 Time Inc. 

担任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营销官。在此之前，Stephanie 曾在 

Fairchild Publications 工作了 12 年，最初担任 W magazine 

出版商，之后任 Women's Wear Daily Media Worldwide 总裁。

Matthew Key (51)*†‡

非执行董事

Matthew Key 于 2013 年 9 月被任命为非执行董事。他曾

担任 Telefónica Digital（Telefónica 全球创新部门）的主席

兼首席执行官。他于 2014 年 3 月辞去该职位。他之前担任

过 Telefónica Europe plc（前称为 O2 plc）的主席兼 CEO、

O2 UK 的首席执行官兼首席财务官，以及 Vodafone UK 的

首席财务官。在此之前，他在 Kingfisher plc、Coca-Cola & 

Schweppes Beverages Limited 和 Grand Metropolitan Plc 担

任过各种财务职位。Matthew 还是关注闲散青年的慈善组织 

Dallaglio 基金会的主席。

David Tyler (61)*†‡

非执行董事

David Tyler 于 2002 年 6 月被任命为非执行董事，自 1997 年

以来，他一直担任公司董事。目前，他是 J Sainsbury plc 主

席和 Hammerson plc 主席。从 1997 年起，David 曾担任 

GUS plc 集团财务总监，直到 2006 年 10 月该公司分拆为止，

从 2007 年到 2012 年，担任 Logica plc 主席，从 2007 年到 

2009 年，担任 3i Quoted Private Equity plc 主席。从 2006 年

到 2012 年，他是 Experian plc 的非执行董事，从 2007 年

到 2009 年，他是 Reckitt Benckiser Group plc 的非执行董

事。在职业生涯早期，David 曾供职于 Unilever plc、County 

NatWest Limited 和 Christie's International plc。

委员会关键成员
* 审计委员会 
† 提名委员会 
‡ 薪酬委员会

董事会和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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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David Tyler、Ian Carter、Stephanie George、John Peace 爵士、Matthew Key、Jeremy Darroch、Philip Bowman 
前排：John Smith、Angela Ahrendts、Christopher Bailey、Carol Fairwe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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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董事

Christopher Bailey

首席创意总监兼首席执行官*

Carol Fairweather

首席财务官

John Smith

首席运营官

高管人员

Roberto Canevari

首席供应链官

Simona Cattaneo

美妆部高级副总裁

John Douglas

首席技术官

Fabrizio Fabbro

创意运营部高级副总裁

Alessandro Fabrini

美妆、腕表和眼镜部高级副总裁 

Stephen Gilbert

建筑部高级副总裁

Luc Goidadin

首席设计总监

Jan Heppe

美洲总裁

Donald Kohler

首席市场运营官

Andrew Maag

欧洲、中东、印度、非洲和 

美洲首席执行官

Michael Mahony

首席公司事务官兼总法律顾问

Sarah Manley

首席营销官

Matt McEvoy

战略和新业务拓展总监

Pascal Perrier

亚太地区首席执行官

Paul Price

首席商品官

Steve Sacks

首席客户官

Greg Stogdon

创意媒体部高级副总裁

Mark Taylor

首席人力官

* 自 2014 年 5 月 1 日起

董事会和企业管理

高级领导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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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年度回顾旨于为 Burberry 集团有限公司成员提供信息，其中包含的某些陈述为前瞻性陈述。此类陈述出现在本文档的不同部分，包括有关我公司意向、信念
或当前预期的陈述，以及关于我公司高层官员、董事会成员和员工的陈述（这些陈述涉及我们的运营结果、财务状况、流动性、愿景、增长、战略、业务运营
及其他事项）。就其性质而言，此类陈述具有不确定性，因为将来发生的事件或出现的情况可导致结果和发展与这些预期产生实质性不同。前瞻性陈述反映了在
制作本文档时可获得的认识和信息，除非适用的法律另有要求，否则公司不负有更新或修订此类前瞻性陈述的义务。不应将本文档中的任何信息理解为收益预测。
除英国法律规定的责任外，公司及其董事不就本文档对第三方承担任何责任。本文档不构成承销、认购或以其他方式获得或处分 Burberry 集团股票的邀请，无
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抑或根据美国 1933 年证券法的规定或任何其他司法辖区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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