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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价! 发烧"#让服装经营者在进货时狂打! 喷嚏"#有经验者为此开出! 药方"$

摸摸面料辨价格 经常聊聊变朋友
开家服装店看似很简单#谁都可以做#但这里面

也有很多学问#就拿进货来说#进货的数量%质量%种
类如何确定#怎样才能减少成本#什么时候补货& 如何
确定补货的数量& '(

$$

月
$'

日#针对目前的服装批发价格上涨#互助
公社活动邀请了

+,+-

青山道服装店老板张东烜%深蓝
水蓝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韩晶和魅力源服饰有限公
司老板蒋颖婷与大家分享经验#活动吸引了

.&

余位社
员参加) 就现场服装新手所面对的问题#诸位服装老
板道出了各自的! 必杀技")

������ �� L�� ��

张东烜说#进货新手首先要根据服装店面的位置%大小%风
格来挑选货品#比如一间

'&

平方米的服装店#进货数量为
/%&

件
左右#

%&

平方米的服装店#进货数量在
'%&

件左右)! 一定不要超
出这个数目#这是店面分类展示和库存的最佳件数) "

其次#新手在进货前#注意要用
%0'1/

的比例制作预算
表#上衣五成%下装三成%配饰两成) 最后#在进货时#先到市场
上转一天#比较一下批发商的价格#因为服装批发! 炒货"的情
况非常多#常常一个市场里

/&

元的商品#在另外一个市场
$%

元
就可以拿到#因此必须进行比较#然后再着手落实进货)

面对整个服装市场环境的成本上升#新手找到物超所值
的货品#才是降低成本最有效的方法)

韩晶介绍# 服装批发商分为厂家直供和二级代理商两
种#他们销售的货有所不同)! 比如一件卫衣#厂家直供一件
%%

元#面料为纯棉#而二级代理商所制作的款式%颜色同厂家
直供一模一样#也卖

%%

元#但有可能是
)&2

的纯棉质量) "! 这
两种卫衣拿到店里去卖#纯棉的能卖高价#而

)&2

棉的就卖
不上高价) 看似相同的服装#只有懂得服装面料知识#才能区
分质量好坏#这是提高货品性价比的重要方法) "

她建议#服装店新手多培养自己的货品基础知识#能提
高自己进货质量#也能在销售中向顾客介绍产品价值)

蒋颖婷为社员们介绍了一种# 当下比较流行的同行
! 拼货"方式)! 就是我和朋友一起去外地拼货#然后按照
最便宜的价格最低的量#大家一起分#从而降低了住宿%

伙食%货物运费等成本) "蒋颖婷说)

! 找到合适的拼货人# 自己首先要清楚选货的风格%

量的多少%拿货时间和地点) "

蒋颖婷建议# 选择拼货伙伴最好是朋友或异地的商
户#千万别是同城商户#更不能是同市场商户#否则会面
临恶性竞争%销售难的问题)

����������>D!I�6������

!"#$%&'()*+,-./01234

56789:;<=>8?@ABCDEFG)

H+;IJKLMN?@OBP

Q(.RST:UVWSTXYZ[(8\

]^C9:8_`PQa^C8b]cdefCg

h^igh8:jZk(lMmnopP qrs

t!uvgh. wv\]xypz{|'}:

LP QG.~Sb]^�:ZS^(�'��p�

:^�y���������r,RP jCE�

�q'�R�R^������:����.���

p���.�E|k}:_`LP QM.C���

�� :Uv\]^¡¢£¤Y�¥^ijC¦

onk}:vP

���y9����)�

§"¨©k�ª«H+¬®¯8,°^±

²³(E�́ µ�^¦�¶·ef¸¹º»P

¼½¾¿ÀÁL(EÂÃ8H+ÄÅ8�́

µ�^ÆÇ�(°�ÈÉÊH+ËÌÍ:ÎcÏÊH

+Ð"Ñ#$ÒÓ̂ (�ÔÌÎÔÕÓÖ×(ØÙ(

-P�ÚÊ�T�ÛÊ�^ÚÊÜÛÊH+ÝS|Þß

H+àá.âãÚÊH+.(�È�(ä�åä

æç�CSäÊè8H+.àÛÊH+k�(ä

Êè�.CéSêë8�¥Êè8H+ìì

"

小
贴
士

õö

?�� ¡¢£¤

è÷ø

�¥���l¦��

DI§9¦�¨©

! 如果服装新手的第一批货创造了利润# 不要盲目买
入) "张东烜说) 此外#服装店的补货资金数目比较重要) 很
多老板在账本上算出自己的盈利数额#再翻翻口袋#却找不
到赚来的钱去哪儿了)

! 因为你把赚的钱全部投到补货当中# 你的盈利永远滚
在货品中#这是个* 无底洞+#货品越滚越多#也许最后你会发
现自己赔钱) "他说)

张东烜建议#补货资金一定要掌控平衡)! 比如#服装新
手从这个月

'$

日进货#这个月的销售成本为一万元#就是这
次的补货资金#只有强制性把成本和利润分开#才能* 滚+出
利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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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装店老板的眼光再好#也代表不了整个客户群) "韩
晶说#当一家服装店确定风格#服装新手不要满市场调货#找
到两三家友情合伙人#作为长期合作伙伴)

当你与几家供货商长期合作#上升为朋友关系后#供货
商在你进货时#无形中会降价,当你遇到资金周转危机时#他
会同意你实施代销方式#先铺货#后交钱#生意不在人情在,

再一个好处是生意轻松不累) 当你需要补货#也许一个电话
就可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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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试过网络进货# 是受到网店价格低的吸引#

货到后发现#实际的货品质量和网站描述有一定的差别#

质量很差)采用网络批发需要注意什么& "社员杨女士问)

! 网店信誉度高的店铺#货品质量相对好一些) "除此
之外#在网上选货还要注意货品已销售数量)

! 行内畅销的名词叫* 爆款+) 一件服装是不是爆款#

我们可以在网上查到它的销售记录) 比如搜* 冬款大衣+#

然后* 按销量排序+#排名前几位的一定是今年的爆款#这
个数据是网站统计#基本不会掺假) "蒋颖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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