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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Us（关于我们） 

 

百丽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前身深圳百丽鞋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2年 3月，经过 25年的耕耘，百

丽国际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大陆最大的多元化时尚产业集团之一，主要提供时装及休闲鞋类产品的

开发制造零售、体育用品及时尚服饰的零售服务。 

截止 2017年 2月 28日，百丽国际 16/17财年销售规模达到 417.1亿。集团拥有自营零售网点

20716 家（另于香港及澳门共有 125 家），销售系统覆盖全国 400多个城市，经营品牌 30余个，

是 adidas全球最大合作伙伴、NIKE 全球第二大合作伙伴，在中国大陆建设有 6个现代化的鞋类

加工基地和产品研发中心，在册员工 11万余人，是中国最大的鞋服企业，在世界鞋服类企业排行

中也名列前茅。 
 

其中，百丽国际新业务事业部是“百丽国际”继鞋类事业部、体育事业部后，成立的第三大事业

部。目前旗下主营四大品牌，包括 MOUSSY 、 SLY、REPLAY和 15mins。 

 

新业务事业部目前所经营的品牌： 

 

MOUSSY    SLY 

2013 年，百丽国际收购巴罗克日本 31.96%股权，与日本巴罗克集团成立合资公司，铺开中国扩张

之路；日本巴罗克成立于 2000年 3月 8日，主营服饰进出口及零售业务，拥有多个国际知名品

牌。MOUSSY，SLY，BLACK BY MOUSSY，RODEO CROWNS 以及 RIENDA等，被视为日本国内一流年轻

时尚女性的休闲品牌。它拥有众多知名潮牌及强大的新品牌创造力，一直处于领军日本时尚潮牌

服装公司的代表地位。 

 

REPLAY 

REPLAY 品牌由 Claudio Buziol（克劳迪奥 布泽尔） 先生于 1978年在意大利创立，并在两年后

成立了 Fashion Box集团，以设计、推广及分销男装、女装和童装为主，业务涉及休闲服、配

饰、鞋履等，并授权经营眼镜、香水等延伸产品。REPLAY 一直秉承着随性和创新的品牌精神，经

过几十年的发展，REPLAY 已成为全球知名的意大利高端单宁时装品牌，以崇尚原创、简洁活力、

精致性感、复古而不失革新的牛仔产品享誉世界，目前在 50 多个国家有超过 3000 个销售点和零

售专柜，其卓绝的水洗效果、舒适的修身、独有的极致品质、强烈的个性风格不断在全世界范围

内开创出一系列的丹宁时装潮流，与生俱来的时尚禀赋使它一直被誉为“高端丹宁的时尚定义

者”。REPLAY于 2012 年在北京三里屯开设了中国第一家旗舰店，凭借其卓越的品质、独特的设

计、完善的服务，使 REPLAY 很快受到了中国市场的肯定，包括足球明星内马尔在内的很多顾客都

成为品牌的拥趸。 

 

15mins 

15mins，意为 15分钟，是百丽国际旗下针对年轻女性设立的品牌。主营鞋包、配件，致力于给消

费者带来最前沿的时尚体验。15mins 得名于艺术教父安迪·沃霍尔的“15 分钟定律”，他认为：

在未来，每个人都可能在 15分钟内出名。以此代表品牌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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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Brands(我们的品牌) 

SLY 以性感迷人、时尚和怀旧色彩见称，具有独特个性的文化底蕴，专为个性独立、注重品味、对

时尚和品牌品质要求极高的年轻都市女性而设计。 

品牌概念‘NEW SEXY’在服装设计上让你极致地展现女性的性感之美，有气质的性感搭配充满了魅

力，追求极致新性感的女性形象。 

 

             

 

 

 

 

MOUSSY 品牌关键词 Denim、Standard、Vintage、Black，并以其为核心打造适合各种场合的简约

风格。作为 MOUSSY 代名词的 Denim 结合高级质感的基础单品为中心的造型，表现出内在的强韧与

美丽，塑造了充满魅力的女性形象。MOUSSY 是面向所有时刻保持流行触感、不断追求自我、懂得

表达内在女性的高品质的休闲时尚品牌。 

 

           

 

 

 

 

REPLAY 一直坚守“品质至上”的信念，品牌享负盛名、经久不衰，除了出色的剪裁和每年不断推

陈出新的设计之外，最重要的是它坚守 " 卓越品质 " 的信念，二十多年不曾改变。而 REPLAY 的每

件牛仔制品，自始自终都采用二十多道不同的洗涤工艺，使其拥有非凡的品质。REPLAY 本着匠人

精神，不断给穿者带来美学与科技的全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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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ins 创建于 2011 年,是百丽国际针对年轻女性，打造的“个性独立，随性自然”的设计品牌。 

15mins，是 Fifteen Minutes 的简写，取名于艺术教父安迪·沃霍尔名句“In the future ，everyone 

will be world famous for 15minutes." 在 15mins，时尚属于每个人，也许下一个 15mins “成名的

就是你”。 

我们将时尚的设计、精致的细节、良好的品质得到呈现，让每一位年轻人通过 15mins，得到最容易

的流行时尚！ 

 

 

 

Join Us(加入我们) 

 

如果你酷劲十足，充满热情，坚持自己独特的着装品位，同时踌躇满志地想要开启事业新篇章，

那加入我们正是你最 COOL 的选择。我们的员工始终保持着一种性感、前卫、独特个性的时尚态

度；我们为所有员工提供无限的职业发展机会及优厚福利；加入我们，打造你最炫的职业道路吧 

 

招聘岗位： 

 电商类 

岗位 人数 专业 要求 

商品助理 4 电子商务专业 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人际处理能

力；思维清晰、逻辑分析能力强；擅

长平面设计 

品牌运营 4 

视觉设计 6 平面设计、视觉传达 

 

 供应链类 

岗位 人数 专业 要求 

生产助理 4 服装、贸易、日语、艺术类

等专业 

熟悉面辅料，了解时尚趋势，热爱服

装行业，有一定的审美观 QC助理 4 

服装设计 4 服装设计专业 

 

 销售营运类 

岗位 人数 专业 要求 

商品助理 6 服装、艺术类、市场营销、

零售管理、统计学等 

关注流行趋势，品牌认知度高；具

逻辑思维能力、对数字敏感；善于

沟通，热爱销售，有团队合作精神。 

营运助理 10 

培训助理 5 

陈列、搭配助理 6 服装、日语、艺术类专业 热爱时尚，有一定的审美观；  

店铺设计助理 4 平面设计、空间设计专业 熟悉设计软件，较强的创意能力 



百丽国际·新业务事业部——校园招聘  

 

 职能类 

 

 

 

 招聘流程 

邮件/推荐投递简历 

                              复试   实习通知   实习培训    正式入职 

宣讲会现场投递简历   初试 

 

就业地点：面向全国分配 

 

 

 投递简历通道 

1. 老师/学长、学姐推荐简历 

2. 招聘会现场投递简历 

3. 简历投递邮箱： 

 

区域 城市 邮箱 电话 联系人 

总部 上海 zhao.pin@bellefashion.com.cn 021-34776125 刘小姐 

东区 上海 zhao.pin.hd@bellefashion.com.cn 021-54101050 范先生 

南区 深圳 zhao.pin.nq@bellefashion.com.cn 0755-22675943 黄小姐 

西区 成都 zhao.pin.xq@bellefashion.com.cn 028-85076471 陈小姐 

北区 北京 zhao.pin.bq@bellefashion.com.cn 010-62305170 赵小姐 

 

 

 

 

 

 

BAROQUE集团官方网站: http://www.baroque-global.com 

MOUSSY 品牌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moussyoverseas 

SLY 品牌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slychina 

15mins 官方网站：http://www.15mins.com.cn/brand.php  

REPLAY 官方网站：http://www.replayjeans.com 

岗位 人数 专业 要求 

财务、审计 4 财务、审计、会计学专业 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表达能力；人

际处理能力；条理清晰、思维敏捷，

勇于创新，有团队合作精神。 

人事、培训 

企业文化 

6 人力资源、艺术类 

IT维护、数据 8 计算机相关专业 

市场助理 2 新闻、传媒、语言等专业 

http://www.baroque-global.com/
http://weibo.com/moussyoverseas
http://weibo.com/sly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