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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US

关于我们

源于华夏千年之文明，传承中华文化之瑰宝，融合艺术自然之美质，演绎现
代服饰之经典！
上海五富珑行服饰集团有限公司创立于 2016年 5月，是一家集研发，设计，
生产，销售于一体，倡导回归自然与健康环保理念的服饰公司，公司总部位
于上海市普陀区丹巴路苏宁天御国际广场。

SHANGHAI FIVEPHILO CLOTHING GROUP CO.,LTD

旗下有 3个服饰品牌，其主品牌“五富珑行 FIVE PHILO”为线下高端服饰
品牌；子品牌“FIVE PHILO 线上品牌”，为线上中高端服饰品牌，目前在京
东及天猫均开有“FIVE PHILO服饰旗舰店“，是于 2019年 3月收购的一家已有
30年历史的工厂，现为江苏五富珑行服饰有限公司；子品牌“La Mia”为线下
高端女装服饰品牌，是于 2020年 1月收购的一家意大利高端女装品牌公司，
为祖迪（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五富珑行服饰集团现已有 20家线下高端品
牌直营店，产品涵盖男装、女装、童装三大系列，始终坚持人文关爱与原创
设计理念，并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其中，以勤谨克己的精神，质朴用心
的品质，带给人们健康、安心、有爱、有温度的、具有人文关怀的产品。



COMPANY STRUCTURE

公司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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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商标均已在包括服饰在内的 

45个类别上进行了注册，

并已取得商标注册证书。



BRAND CONCEPT

五富珑行品牌理念

采用舒适的纯天然植物纤维面辅料，化繁为简，让服饰回归到最初的本真与质朴。在嘈杂喧闹的都市，超脱于时尚之外，追寻内心的宁静，

寻求人与自然合二为一的终极服饰表现。唤醒人们对服饰最本真的诉求，把人与自然相依相存的哲思融入中式新时尚之中。摒弃繁复的设计， 力求设计之简约，

尽现款式与形体之美。 着重于材质的精心挑选，工艺的至纯至真，把安全舒适的体验放在首位。在不经意中，绽放出浑然天成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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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PHILOSOPHY

品牌哲学

五 富 珑 行 服 饰 将 儒 、释 、道 哲 学 思 想 

纳 入 企 业 文 化 之 中 。

遵 循 儒 家 ”仁“的思想，“仁”究其根本乃是“爱”

的演绎和诠释，是一种发自家又超越家，延及社

会、乃至整个人类、自然普遍的爱；谦学佛家

“心性本净”的哲学思想，因为心是一切的根源，

不变之心本清净；运用道家 的 “ 五 行 ”哲 学 思 

想 ，将 五 行 的 相 生 关 系 、方 位 学 、节 气 

关 系 与 服 饰 、美 学 相 通 融 ，并 通 过 服 

饰 把 中 国 汉 文 学 思 想 深 入 品 牌 服 饰 文 

化 之 中 。

博中国传统文化之众长，仰当代服饰文明之高川，

做名副其实的中国服饰，打造真正的中国服饰品

牌。

男、女、童全品类

使用 100%纯天然植物纤维面料

及纯天然材质辅料

选用 100%纯天然棉线缝制

无粘衬、无印花

再现“纯棉花”棉服

中式元素与现代极简并存

机器缝纫与手工制作同步

传统文化与现代服饰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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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MARKING CONCEPT

产品营销
理念

全方位打造健康高品质生活，开启美学、禅意、

创新的复合空间，营造专属服务的尊贵体验氛

围。满足顾客的内外在需求，让顾客感受家人

般的温暖，将部分手工制作带入门店中，增进

顾客对美好生活的体验，引导客户试穿，倡导

一衣多穿。

原创设计
拥护者

回归自然
的舒适生
活的人

22~60岁
优雅女性

25~65岁
品味男士

传统文化
爱好者

1~12岁
儿童



PRODUCT INTRODUCTION

产品介绍

男装

衬衫，T恤，马甲，西装，线

衫，外套，裤装，棉服，内衣

配饰：围巾，领带，手巾，袜，

布鞋，包，茶席

春夏 : ￥1199~￥9999 

秋冬 : ￥1199~￥19999 

高定：￥11999~￥29999

女装

衬衫，T恤，连衣裙，半裙，

马甲，线衫，外套，裤装，棉

服，内衣

配饰：围巾，腰带，手帕，布包， 

袜，布鞋，茶席

春夏 : ￥1088~￥9888 

秋冬 : ￥1088~￥18888 

高定：￥11888~￥28888

童装

衬衫，T恤，连衣裙，半裙，

背心，内衣，线衫，外套， 

裤装，棉服

配饰：帽子，围巾，手帕，袜，

布鞋，包，婴童礼盒

春夏 : ￥666~￥3966

秋冬 : ￥666~￥5866

高定：￥6066~￥1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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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E INTRODUCTION

店铺介绍

主品牌

碧云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碧云路987号

021-50206529

连卡佛店

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99号5楼516C&D

021-63906529

碧云店

梅龙镇广场店

连卡佛店

苏州久光店

苏州泰华店

武汉国际广场店

SHANGHAI FIVEPHILO CLOTHING GROUP CO.,LTD



苏州久光

苏州工业园区旺墩路268号久光百货二楼

红区五富珑行品牌2A-13

0522-68562251

SHANGHAI FIVEPHILO CLOTHING GROUP CO.,LTD

苏州泰华店

苏州姑苏区人民路383号苏州泰华商城西

三楼五富珑行专柜

0512-66593627

武汉国际广场店

武汉市江汉区商圈-武汉国际广场五富珑

行品牌A4-09

027-85751866

梅龙镇广场店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038号4楼410号

021-62330618















高端
生活服务

设计研发
投入

门店1-3家

投入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门店3-10家

门店10-20家

2019年 2020年

门店20-40家

门店40-80家

2021年 2022年

公司成立

门店80-120家

门店120-180家

2023年 2024年

门店180-250家

2025年

销售目标800-2000万元
投入

销售目标2000-5000万元
预计持平-盈利800万元

销售目标5000万-1.2亿元
预计盈利1000-3000万元

销售目标1.5亿-3亿元
预计盈利4000万-8000万元

销售目标3亿-5亿元
预计盈利8000万-1.5亿元

销售目标5亿-8亿元

预计盈利1.5亿-2.5亿元

  销售目标8亿-10亿元
  预计盈利2.5亿-3.5亿元

筹备上市

FIVE PHILO BRAND DEVELOPMENT PLAN

五富珑行品牌发展计划



高端商圈

一线城市、重点二线城市

高档社区

一线城市、重点二线城市

国际学校

一线城市、重点二线城市

FRANCHISE REQUIREMENTS

加盟选址



线上毛衫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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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INTRODUCTION

品牌介绍

FIVE PHILO线上品牌

“FIVE PHILO线上品牌”是隶属于五富珑行服饰集团旗下、专注于针织类

服饰的原创设计师品牌，成立于 2019年，目前已在京东、天猫等平台上

线。“FIVE PHILO线上品牌”所有产品均由五富珑行自主开发、自有工厂

生产，所有产品秉持集团敬天爱人、天人合一的自然之理，专注于纯天

然植物纤维的运用，同时，系列产品涵盖男、女、童全品类，全面打造

安全温暖的高品质生活。

SHANGHAI FIVEPHILO CLOTHING GROUP CO.,LTD

男、女、童全品类

100%纯天然植物纤维纱线及

纯天然材质辅料

具有良好的保暖性透气性

光泽柔和自然

手感柔软舒适

天然呵护肌肤

机器编织和手工制作同步

传统文化与现代服饰相结合



采用绿色环保的纯天然植物纤维纱线，编织出服饰最本
真的美好，给予人们最舒适温暖的呵护。用服饰体现天
地之间的大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启发人们对
自然生命的思考，把天人合一的理念融入服饰中。每根
纱线的选择，每个工艺的运用，力求设计之考究，做工
之精良，展现人与服饰的和谐之美。用心打造最安心、
舒适、美丽的服饰。

FIVE PHILO服饰秉持五富珑行“敬天爱人，同愿同行”

的核心宗旨及核心价值观，倡导健康、自然的生活

方式，带给人们爱与温暖、时尚舒适的品牌。

品牌
理念

BRAND CONCEPT

SHANGHAI FIVEPHILO CLOTHING GROUP CO.,LTD



品牌
定位

热爱自然、追求健康舒适生活的人
他们浪漫、质朴，富有仁爱之心。他们气度不凡，积极充满正能量，有
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影响着更多的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
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高雅的生活情趣，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有
着较高的艺术审美。

偏爱针织服饰的人
他们是群可爱的人儿，守着本心，纯真而又美好，专注而又虔诚，自身
散发的迷人的气质，是社会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BRAND POSITIONING

SHANGHAI FIVEPHILO CLOTHING GROUP CO.,LTD



PRODUCT INTRODUCTION

产品介绍

男装

套衫，开衫，马甲，外套，

裤装

配饰：围巾，帽子，手套

价格带

￥399~￥2999

女装

背心，套衫，开衫，马甲，连

衣裙，半裙，外套，裤装

配饰：围巾，帽子，手套，包

价格带

￥368~￥2888

童装

背心，套衫，开衫，马甲，连

衣裙，半裙，外套，裤装

配饰：围巾，帽子，手套，包

价格带

￥266~￥2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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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ATER FACTORY

自有工厂

江苏五富珑行服饰有限公司是上海五富珑
行服饰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一家全资子公
司，坐落于昆山市开发区新星南路 18号。
公司拥有服装生产的全套先进设备设施，
同时拥有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和科学系统的
管理方法，向社会提供做工精良、具有人
文内涵的高品质服饰。
公司于 2019年初完成了上海硕丽普服饰有
限公司的工厂、设备、业务及团队的全面
收购，该工厂在针织毛衣、裤装，及服装
配饰领域拥有长达近 30年的生产经验，年
产量达 100万件以上，年产值可达 5000万

元人民币，并凭借雄厚的技术力量，在国
际市场上赢得了一席之地，不仅获得迪士
尼公司的生产授权，还与 C&A、H&M、
23区等多个人气品牌长期保持稳定的合作
关系。
现江苏五富珑行服饰有限公司在整合原有
资源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五富珑行优良的
管理作风，用深厚的根基、独到的匠心、
考究的细节、精细的手工，为社会提供更
多让人放心、有温度的好产品，助力人们
打造精致的高品质生活。

SHANGHAI FIVEPHILO CLOTHING GROUP CO.,LTD















FRANCHISE REQUIREMENTS

加盟选址

百货商场

一二线城市及重点三线城市

高档社区

一二线城市、重点三线城市

购物中心

一二线城市、重点三线城市



奈 迷 尔 品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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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INTRODUCTION

品牌介绍

祖迪贸易（上海）有限公司隶属于五富珑行服饰集团旗下的一家全资
子公司。成立于 2008年，在意大利、香港、中国大陆均有注册品牌。
2020年 1月 2日，五富珑行集团与祖迪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初步确
定并购意向，并于 2020年 1月 10日，正式完成并购事宜。在短短一
周时间，并购工作圆满完成，创造了服装行业的并购奇迹。而这份神
奇，源于双方对彼此所倡导的文化和对彼此品牌所传达的理念的深度
了解与欣赏。让双方携手并肩的，是对于五富珑行“敬天爱人，同愿
同行”核心宗旨的认同与感动、以及同样崇尚于创造美好健康和高品
质生活方式的服务理念。
祖迪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原创品牌 La Mia，主营旗袍、礼服、高
定等业务模块，目前已在上海、杭州、苏州、无锡、江阴、南通、武
汉、成都、郑州、天津、鄂尔多斯、哈尔滨等各大城市开设十多家实
体品牌直营店，深受广大女性的青睐。

旗
袍

礼
服

高
定

SHANGHAI FIVEPHILO CLOTHING GROUP CO.,LTD



BRAND INTRODUCTION

品牌宗旨

La Mia品牌服饰秉持五富珑行“敬天爱人，同愿同行”的核心宗旨
及核心价值观，以“倡导与分享健康高雅的具有文化底蕴的生活
艺术”为公司使命， 为追求健康优雅高品质生活的现代女性创造
精致脱俗，奢华典雅的女装品牌。

SHANGHAI FIVEPHILO CLOTHING GROUP CO.,LTD



BRAND CONCEPT

品牌理念

“优雅女人，精致生活”

 追求知性与感性的交融，力求呈现都市女性优雅、自然、

浪漫、温 暖 的 超 然 之 美 ，对 爱 与 美 、自 然 与 生 

命 、瞬 间 与 永 恒 的 思 索 与 实 践 ，以精致优雅的服

饰为载体向世界分享中国传统文化美学，将温暖与爱带

给独立、坚强、勇敢的新时代女性，重拾最美好的自己，

并由内而外绽放自然优雅的光芒。



品牌定位
掌握并影响着世界各行业社会中坚力量的新时代女性，
她们气度从容坚定，享受上流生活的华丽风格，并在
广泛的世界高级名品中历练出高品味的鉴赏力，同时
也对社会发展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与奉献精神，散发着
无穷的人格魅力，影响着更多的人正确、坚定、自信
的不断向前。

知性与浪漫并存的传统文化爱好者，她们有着深厚的
文化修养和高雅的生活情趣，重视传统礼仪，更深谙
艺术品味。

崇尚健康与自然，富有阳光般温暖的人生态度，优
雅，含蓄，热爱生活，追求精神层面的人生目标的
优雅女性。

BRAND POSITIONING

SHANGHAI FIVEPHILO CLOTHING GROUP CO.,LTD

社会中坚力量的新时代女性

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女性

回归自然，追求健康高品质生活的优雅女性

社会中坚力量的新时代女性

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女性

回归自然，追求健康高品质生

活的优雅女性



PRODUCT INTRODUCTION

产品介绍

连衣裙：￥2888-￥5888

礼服裙：￥3988-￥6888

长礼服：￥6888-￥12888

上衣：￥1588-￥3688

毛针上衣：￥1588-￥2888

毛针外套：￥1888-￥3688

半身裙：￥1588-￥2888

裤装：￥1588-￥3688 

西装：￥2588 -￥5888

风衣：￥2888-￥5888

大衣：￥5288-￥8888

羽绒服：￥5288-￥6888

SHANGHAI FIVEPHILO CLOTHING GROUP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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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E INTRODUCTION

店铺介绍
店铺 店铺地址 店铺电话

上海梅龙镇店 上海市南京西路1038号4F411-412梅龙镇广场 021-62718328

苏州久光店 苏州旺墩路268号久光百货二楼蓝区La Mia品牌2C-11 0522-68563760

苏州泰华店 苏州姑苏区人民路383号苏州泰华商城西3楼 0512-69330951

无锡八佰伴店 无锡市中山路168号无锡八佰伴2楼 0510-82707483

南通八佰伴店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中路47号南通八佰伴2楼 0513-85585051

杭州大厦店 杭州市武林广场1号杭州大厦A座三楼后厅 0571-87062695

武汉国际广场
店 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690号，武汉国际广场四楼A区 18271499914

成都乐天百货
店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700号新世纪环球中心-乐
天百货2楼L2W-B-32 028-65188336

成都仁和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路宾隆街1号仁和春天二楼 028-84788832

天津陆家嘴店 天津市红桥区大丰路陆家嘴中心一楼L136 13920044171

鄂尔多斯王府
井店

鄂尔多斯巿东胜区宝日陶亥西街太古国际广场L2王府井
百货二楼 15332843818

鄂尔多斯每天
百货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3号  每天百货都市 3F 13847710708

哈尔滨卓展店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安隆街106号 卓展A座3楼 0451--
87736739

郑州新玛特 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38号大商新玛特三楼 0371-6368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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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
生活服务

门店40家

投入

门店25家

亏损

2008年 2015年 2017年

门店14家

门店15-20家

2019年 2020年

门店20-40家

门店40-80家

2021年 2022年

公司成立

门店80-120家

门店120-180家

2023年 2024年

门店180-250家

2025年

     销售额3000万元
         盈利100万元

销售目标2000-4000万元
预计亏损-盈利500万元

销售目标5000万-1亿元
预计盈利800-2000万元

销售目标1亿-2亿元
预计盈利2000万-5000万元

销售目标2亿-3亿元
预计盈利5000万-8000万元

销售目标3亿-4.5亿元
预计盈利8000万-1.2亿元

  销售目标4.5亿-6.5亿元
  预计盈利1.2亿-5亿元

筹备上市

LAMIA BRAND DEVELOPMENT PLAN

LAMIA品牌发展计划



FRANCHISE REQUIREMENTS

加盟选址

百货商场

一线城市及重点二线城市

高档社区

一线城市、重点二线城市

购物中心

一线城市、重点二线城市

*如加盟LAMIA品牌特卖店，可将区域扩大到重点三线城市



CONTACT US

联系我们

招商总负责人：饶女士，联系电话：13917730131

招商总监：潘女士，联系电话，18001600556

商品总负责人：姚女士，联系电话，13501975880

招商热线：021-62330726

SHANGHAI FIVEPHILO CLOTHING GROUP CO.,L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