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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后生产超过 1 千万双鞋

特点

2014 年度 1 亿 7 千万欧元营业额 

超过 20 年经验

100 家 BARTEK 专门店

全球 500 个销售点

集团拥有 800 个员工

每年设计超过 1200 款



 

BARTEK 鞋子的历史 

BARTEK 鞋子的历史，要追朔到 90 年代的初期- 公司成立于

1991 年. 不过, 公司持有人- 芭费‧巴力克 – 父母 – 恩诺 和 白

恩娜‧巴力克远早于这年便开始接触鞋子生产并在„Syrena"

工场作。因而他们取得了足够的经验去成立自己的公司 

WYKROMAX, 那是全球最大的波兰鞋子切割刀生产商。他们

还从事贸易和机械鞋类生产。在 90 年代的初期经济衰退,很

多公司都要变卖他们的机器. 恩诺‧巴力克决定投资，购买

机器并使他们的设备更现代化，将来也可以转卖之用。不过

那时候十分困难，没有人有兴趣投资他们的生产线。这些并

没使用的机器，吸引了好奇的芭费，因此他看见了一个很好

的良机。他决定成立议价鞋子生产公司。 

最初，公司从事女装和纺织鞋类。当时的产量达每年 80000 双， 

并雇用了 25 人。 第一个儿子出生后右，年轻的商人发现，很难在 

波兰找到一些质量好的童鞋。之后市场研究证明，这是很值得深 

入了解的事。于是他们决定改变生产童鞋。这就是专业童鞋品牌 

BARTEK 成立的经过，他们也研制专门技术针对孩子脚的发展， 

1994 年，公司大副地由工作坊扩大為工厂并增加了雇员。 

此外，机器翻新了，生产车间扩大。目前公司员工已近 

800 人，每年生产达到八百万双鞋子，其中近百分之四十出口到东部和西部市场。 

 

                          超过 20 年经验， 生产超过 1 千万双鞋



 

BARTEK 
健康孩子的理想之选 
当我们提到 BARTEK，我们会联想到舒适的健康成长中的孩子... 
...这是我们过去超过 20 年的信念. 这段时间我们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和父母的信赖

关于我们: 

我们知道鞋子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也

是为人父母的。 

BARTEK 十一个波兰品牌，全波兰最大

的鞋子生产商，也是全波兰唯一给

1-10 岁的孩子的连锁商店,到目前为

止，我们生产了超过 1亿双鞋子，遍

布世界各地。 

我们的质量: 
BARTEK 的鞋子都由专家设计，我们不

断地发展我们的鞋，使其更适合孩子

的脚。更重要的是，每一季我们的产

品均由外部机构进行测试，使其品质

质量得到肯定（  4455 期的妈妈与孩

子内得到正面的评价，有效期至

2015 年 9 月 15 日，健康足部证明）

。 

我们的分店: 

我们在波兰坐拥 45 家旗舰店，与波

兰200家和海外超过250家多品牌店

合作。我们的款式在网店也有售 

www.shop.bartek.com.pl 



 

BARTEK 
理想的健康童鞋 
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均对鞋子有不同的需求，所以鞋子的

结构需要在这个阶段很好地安装下来。我们在童年穿的鞋

子会对我们的脚产生极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我们成年后

的脚形。 

在 BARTEK，我们制作 300 款不同颜色的鞋子，都经专家检

查以保证得到最高的质量。加上皮革工业研究的人类学家

和骨科医生的研究，我们按健足BARTEK学院系统去检查孩

子们的脚。透过这个系统，我们得到了打造合身的鞋的知

识。 

   组别 尺寸

婴儿 

幼儿 

学龄前儿童 

学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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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EK 
健康小脚之理想之选！ 

我们的使命 – 基本的追求 – 就是小客户的笑容，健康和舒适。BARTEK 产品

的设计与儿童的脚的解剖学的要求，是采用天然材料，和颜色上多样化的使

用。BARTEK商标已成为有吸引力，高品质，和确保儿童的健康和舒适的代名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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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EK 
脚是一个复杂的机制 
脚是一个人体复杂的机制使走路时能保持平衡，由很多关节和肌肉组成。 

我们应该记住，孩子的脚与成人有所不同“。在 8 岁时骨骼开始形成和骨骼会开始変硬。3 岁的时候，孩子有寬闊的

脚趾，并围绕着脂肪。这时，他们的脚加倍成长，所以他们的脚很容易会变形。为了防止变形必需每三个月量度一次，

以选择完全适合的鞋子。 

儿童和成人的脚有相同数量的脑垂体，但其浓度更大。因此需要有系统地更换鞋子，防止他们受到细菌和真菌感染

。所以具有以上能力的 BARTEK 鞋子深受广大客户欢迎。 
 



 

独特和创新的设计加上科技的融和 

           高切口有效地保护脚踝

可调整的带子

容易穿着 

全天然皮革

           适合脚部形状的鞋跟 

     有弹性和防滑的底部 

创新，独特的 B-FRESH 技术 
抗真菌和抗菌鞋墊 

 

鞋子就是根本 – 
 BARTEK 鞋子: 

时款: 紧贴潮流动态的设计师, 

健康：产品都经验证, 用料卫生, 不会刺激婴儿幼嫩的肌肤, 

柔软: 真皮袜管, 軟質塑料襯裡踝包圍關節。鞋底帶有缓冲区，  

透气：我们使用最新最高级的材料, 

防滑:时尚材料制造的特殊螺纹鞋底 

干爽: 具有 SympaTex 和 SympaTex 反射, BRTKtex 防水, 

防菌: 我们采用 B-Fresh 防菌鞋底和 Dry&Go 干爽设计, 防止气味形成和抑压细菌的滋生 

品牌 BARTEK 是高质量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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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和创新的设计加上科技的融和 

所有型号的特点: 

• 采用 B-Fresh 防菌鞋底和 Dry&Go 干爽设计- 保护孩子的脚免受细菌攻击; 

• 反光物料使其在暗黑中更容易看到; 

• Sympatex Reflexion 保护膜 带来 100% 防水，放风, 在透气同时给于两倍的保暖度; 

• BARTEK 是使用独特儿童鞋底品牌 Vibram 的先锋. Vibram® 鞋底由于在生产中使用的材料是特别设计的，其特

性是有高粘合性，耐用和耐磨损。每个设计设计均能满足市场的要求。鞋底在徒步旅行时，完美地演绎再不同

层面的结合，如岩石，雪，泥泞。现在，BARTEK 在全新的 Vibram®鞋底是在 Sympatex Reflexion 上全面使用鲍

尔泰克鞋保适反思独特的线用; 

• 皮毛使用 100% 羊毛. 

如何运作  
             放入吸收 

             拿走透气



 

more than 20 years experience more than 10 million pairs of shoes

防水

灵活

安全

*来自 BARTEK 顾客意见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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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EK 
商店概念 
在 BARTEK 商店，除了自己的品牌外，也被委托售卖其他品牌如：PUMA, Geox, Keen, Columbia。我们还供应袜子，

帽子，手袋，背包和其他保养品。 BARTEK 的商店拥有关爱，舒适和友善的气氛。开放的设计令顾客希望能再次光临，

专业的员工带出专业和友好是我们的宗旨。 

正常的脚部发展需要合适的鞋子配合，因此我们聘请专业的团队去提供专业知识。我们也在店铺里提供量度器方便顾

客购买适合他们尺寸的鞋子。 

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悉心呵护，因此我们因应他们不同的需要去满足不同的需要。因为我们童年时穿的鞋子，将会

影响我们一生。 

BARTEK 商店理想面积 65 平方米 
每季的鞋子数量-  5500 双 

BARTEK 商店内陈列 

19 - 26 号适合 3 - 4 岁的小孩的展示陈架 

27 - 38 号适合 6 – 7 岁小孩的展示陈架 

额外品牌 2 - 3 部分 10 % 其他鞋子副品

20% 其他品牌
70% BARTEK 鞋子

品牌分类 

BARTEK 鞋子 70% 

其他品牌 20% 

其他护鞋产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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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EK 
商店概念 



 

BARTEK S.A.连锁加盟经营体系 
 

在签订合约后，依据合约的条款，BARTEK 会将许可经营的可用资源打包交付给加盟商。打包资源包括本公司提供的

完整的经营理念。 

• 标准加盟套餐包含: 
• 商标, 

• 技术, 

• 运营守则 (如何经营 BARTEK 店, 包括产品信息，客户服务标准，商品展示

原则), 

• 公司的加盟体系下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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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策略

• 当地市场分析 (地点, 竞争对手, 成本成份, 平均收入和消费力), 指出商业

上的优缺点. 

• 我们会于新的合作伙伴分享在童鞋领域上“如何做”的知识. 

• 善用 BARTEK 的协同效应. 

• 紧密留意市场需要 (风气, 潮流, 气候, 季节性, 特别的需求,采购模式). 



 

完美的合作伙伴

• 有管理能力的个人和公司，愿意建立长期的生意合作计划. 

• 一定的零售经验 (有管理时尚品牌经验的优先). 

• 可能的前提下，商业单位位于购物中心和在城市里或达到 30 多万人口的

繁忙街道上 

• 理想的商店面积: 50-80 平米 

• 合作伙伴所雇用的员工需要展示出很好的顾客导向能力和为适应国际化

的工作环境做好准备。 

• 良好的金融财务状况来支持稳定的商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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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的一般条款

• 三年的合约并可选择续约 

• 无需前期手续费 

• 商店的布局和设计会由技术部门全力协助 

• 无需商店室内设计费用 

• 在家具，地砖，照明设备和配件的投资数额： 

• - BARTEK 店（60 平米销售面积）：660 欧／平米。 

• -当地生产制作的家具能在下次的新开业时提供 

• 初始库存价值 

• - BARTEK 店：7 万－8 万欧元 

• 新开业的特殊安排： 

• -支付起始库存可以分期付款 

• -支付商店设施可以分期付款 

• 免费的广告材料 

• 协助当地广告宣传活动 

• 保证书：需用银行的保证书或者信用证来订库存订单 

• 牌照授权费用依据商标和技术的使用后所得净销售额交纳 

• 运营信息：

• 平均销售额： 每年 22 万欧元 

• 库存周转： 每年最小值 3-5 左右 

• 要求商店雇用结构：商店经理 

• 销售助手（3-4 人依据预期销售额） 

• 要求加盟商的广告预算费用：至少占销售额的 2% 

 



 

• 经营特许权拥有人的支持:

• 商业空间（地点）的评估，竞争者分析和商店收入估算 

• 盈利能力和财务需求的分析 

• 定期检查现金流 

• 能够帮助囤积畅销的产品 

• 每周都可以交货 

• 为协助新店开业，BARTEK 会从营运，仓储和视觉营销部门选择合格的职

员一起参与。 

• 在日常工作事务中进行协助监督，销售和运营。 

• 培训 
BARTEK 所组织和提供的活动如下： 

 

• 职员培训（经理，领导）在波兰的销售连锁店（为期一周到两周）。 

• 周期性培训关于：产品了解和知识，零售中的销售技巧（客户服务），视

觉营销，商店运营的一般规则。 

• 持续不断的网络支持协助商务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各个层面。 

• 定期部门经理进行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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