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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XTEP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特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68）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業績摘要
‧ 成功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 收益上升110%至人民幣28.67億元
‧ 毛利率上升�.�個百分點至37.1%
‧ 純利上升129%至人民幣5.08億元
‧ 全年派息率達68%

財務摘要
‧ 擬派末期股息為每股�.0港仙（相當於人民幣�.�分）及特別股息為每股�.0港仙（相當

於人民幣�.�分），連同中期股息每股�港仙（相當於人民幣�.�分），派息總額約人民
幣�.��億元

‧ 淨利潤率上升�.�個百分點至17.7%
‧ 每股基本盈利上升78%至人民幣26.84分
‧ 營運資金周轉天數縮短了��天至53天

營運摘要
‧ 總零售店數目達5,532家，淨增加���家
‧ 特步品牌零售店數目達5,056家，淨增加���家
‧ 特步品牌零售店全年平均樓面面積增加��%至341,709平方米
‧ 每家特步品牌零售店平均批發收益增加��%至人民幣552,403元
‧ 特步品牌鞋履產品

‧ 毛利率上升�.�個百分點至35.6%
‧ 銷量急升76%至1,830萬雙
‧ 平均售價（批發）上升�%至人民幣73.2元

‧ 特步品牌服裝產品
‧ 毛利率上升�.�個百分點至38.1%
‧ 銷量急升145%至2,150萬件
‧ 平均售價（批發）上升�%至人民幣56.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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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本人謹代表特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欣然提呈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經審核年度業績。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成功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標
誌著本集團邁進了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此外，本集團晉身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環球小型
指數成份股，進一步提升其在環球資本市場的地位。

業績概覽

回顧年內，本集團積極提升特步品牌推廣及擴大零售網絡，因此錄得非凡的業績表現。
本集團收益大幅提升至約人民幣��.��億元，較去年上升��0.0%（二零零七年：人民幣
��.��億元）。年度溢利約為人民幣�.0�億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億元），較去年大
幅上升���.0%。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分，增長��.�%。為讓股東們能一起分享成
果，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港幣�.0仙及特別股息每股港幣�.0仙，連同中期股息每
股港幣�.0仙，全年派息合共約人民幣�.��億元，即全年派息比率約達��%。

市場回顧

由於各地城市化的速度持續加快，加上中央政府推行一系列刺激內需的措施，使二零零
八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約達人民幣�00,��0億元，較去年增長約�%，而全年消費品零售
總額更約達人民幣�0�,��0億元，較去年增長約��.�%，增長幅度比去年加快約�.�個百分
點。

中國成功舉辦北京二零零八年奧運會，讓全世界留下深刻印象，也提高了中國人民對運
動的熱愛及參與度。隨著更多大型國際運動賽事於亞太區舉行，加上人民的健康意識
日漸提高，運動已經融入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大大提升了社會大眾對體育用品的需
求。體育服裝已成為生活服飾的一部份，消費者不單只著重其功能性，對設計時尚的款
式更是趨之若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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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開拓

本集團於回顧年內加大市場推廣及研發力度，並積極提升旗下品牌的市場覆蓋率，由分
銷商及第三方零售商經營的特步品牌零售店數目，從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0
家增加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0��家。為進一步提升和鞏固品牌形象，本集團
更於長沙、武漢、合肥、濟南、瀋陽、吉林、太原及廈門等城市共設立��家特步品牌旗
艦店，均由特步品牌的分銷商經營及管理，翻新後的第五代形象店擁有煥然一新的設計
裝潢及寬敞的店面，為顧客帶來更優越的購物體驗。

本集團獲華特迪士尼（上海）有限公司授予特許權開發的創新設計迪士尼運動系列品牌產
品，也廣受青少年的愛戴。迪士尼運動系列品牌零售店及本集團旗下的柯林品牌零售店
的數目，已從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家增長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家。

此外，本集團積極建構結合體育和娛樂的差異化營銷策略，繼續加強特步於時尚運動用品
行業的領導地位。利用特步獨有的品牌力量，配合極具人氣的歌影視紅星擔任品牌代言
人，本集團得以將市場推廣策略的效益發揮至最大化。本集團更於不同地區，策略性地揀
選高收視的娛樂媒體，贊助年青人喜愛的節目，並積極投放宣傳推廣於重點體育賽事，以
增加本集團於消費者的知名度。

回饋社會

在推動業務發展的同時，本集團致力推行企業社會責任，熱心支持各項公益活動，切實
體現「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社會企業精神。就中國於二零零八年二月發生的雪災及五
月的四川地震，本集團除立即向災區捐贈現金及物資外，並集合了各部門員工及業務合
作夥伴，舉辦多個賑災活動，以解災民燃眉之急。

未來前景

二零零九年將會是充滿機遇及挑戰的一年，也是本集團為日後發展制定穩健基礎的重要
一年。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將帶來一定的影響，但由於本集團目前以中高檔
消費市場為重點目標，該等市場正急速發展，發展潛力不容忽視，相信對本集團的影響
相對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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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中國運動用品行業的領先品牌定位，獲得了各界的認同。本集團已連續第三年
獲國際性品牌研究機構「世界品牌實驗室」頒授「二零零八中國品牌年度大獎（體育用品行
業）」。展望未來，我們將繼續以提升品牌價值為核心，進一步加強對品牌、營運及零售
店的管理。分銷資源規劃系統將於二零零九年在各總代理全面推行。

此外，我們會繼續發揮結合體育和娛樂的多元化營銷優勢，讓更多的消費者感受特步獨
有的時尚魅力。本集團已成功與內地極受歡迎的娛樂頻道如湖南衛視、安徽衛視，以及
極具影響力的中央電視台體育頻道組成戰略合作夥伴。本集團將在這些受歡迎頻道內投
放廣告或冠名節目，藉此擴大品牌的影響力及輻射範圍。同時，為進一步提升特步品牌
的知名度和認知度，本集團也會積極參與不同的大型體育盛事及運動項目，如於二零零
九年一月首次擔任二零零九廈門國際馬拉松賽服裝總贊助商，及將於十月擔任第十一屆
中國全國運動會的唯一體育用品合作夥伴。全國運動會是中國最大型的體壇盛事，其矚
目程度可媲美奧運會，遂被冠以「中國奧運會」之稱號，故本集團對第二次成為此盛大體
育活動的贊助商感到榮幸。

創新的產品設計和研發是本集團成功的要素，有見及此，我們將聘請更多具備國際視野
的國際設計師，提升自身的設計及開發能力。本集團將進一步加強擴充零售網絡的策
略，並設立具氣派的旗艦店以鞏固我們的品牌地位及市場影響力。另一方面，本集團銳
意拓展業務版圖至海外，藉以達至成為全球領先的時尚運動品牌的領導者之一的目標。

主席
丁水波

全年業績

特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連同二零零七年同期的比較數字。本業績已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
會審閱。審核委員會的成員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由其中一名擔任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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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 2,867,181	 �,���,���
銷售成本  (1,802,879	)	 (���,�0� )    

毛利 	 1,064,302	 ���,���
其他收入與收益 � 	 5,127	 �,���
銷售及分銷成本  (350,529	) (���,��� )
一般及行政開支  (128,249	) (��,�0� )    

經營溢利 � 590,651	 ���,���
財務成本淨額 � (13,232	)	 (��,��� )    

除稅前溢利  577,419	 ���,���
稅項 � (69,247	) (��,��� )    

年內溢利  508,172	 ���,���    

股息 � 345,385	 ���,���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
  －基本（人民幣分）  26.84	 ��.��    

  －攤薄（人民幣分）  25.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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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5,333	 ��,���
預付土地租金  21,847	 ��,���
已付收購土地使用權的按金  50,079	 �0,000
已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按金  10,288	 –
無形資產  791	 ���    

  198,338	 ���,���    

流動資產
存貨  288,287	 ���,�0�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 � 526,912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21,740	 ���,���
已抵押銀行存款  6,000	 –
現金及銀行結餘  2,136,938	 ���,0��    

  3,079,877	 ���,��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0 377,989	 ��,���
已收按金、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75,392	 ��,�0�
計息銀行借貸  124,000		 ���,000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	 ��,���
應付股息  –	 ���,���
應繳稅項  60,234	 �0,���    

  637,615		 �0�,�0�    

流動資產淨值  2,442,262		 ���,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640,600	 ���,���
非流動負債
優先股  –	 ���,���
優先股衍生工具部份  –	 �,���
遞延稅項負債  2,824	 –    

非流動負債總額  2,824		 ���,���    

資產淨值  2,637,776  ���,���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9,177	 ���
儲備  2,618,599	 ���,��0    

權益總值  2,637,7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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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全新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

本集團於本年度的財務報表首次採用以下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新詮釋及對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的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 對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具：披露－金融資
  產的重新分類」的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服務特許權安排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設定受益資產上限、
 －詮釋第��號  最低資金規定及其相互關係

採納以上新詮釋及修訂對本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而本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
亦無出現重大變動。

2.	 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體育用品（包括鞋履、服裝及配飾）。本集團的所有產品性質類
似，風險及回報也類似。因此，本集團的經營活動屬於單一業務分部。

此外，本集團的收益、開支、業績、資產及負債以及資本開支絕大部份來自單一地區，即
中國。因此，並無呈報業務或地區分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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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益，即本集團的營業額，指扣除退貨及交易折扣款額後於年內售出貨品的發票淨值。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製造及銷售體育用品：
 鞋履 1,454,596	 ���,���
 服裝 1,350,976	 ���,���
 配飾 61,609	 ��,���    

 2,867,181	 �,���,���    

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取供應商罰款 –	 ��0
租金收入 570	 ���
來自中國政府的補貼* 4,221	 �00
其他 336	 ��    

	 5,127	 �,���    

	 2,872,308	 �,���,0��   

* 目前並無有關該等補貼的未履行條件或或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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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的經營溢利已扣除╱（計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售存貨成本* 1,802,879		 ���,�0�
折舊 11,784	 �,0��
無形資產攤銷** 71	 ��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137,777	 �0�,���
 其他津貼及福利 9,921	 �,���
 以股權結算的購股權價值 3,956	 –
 退休計劃供款*** 9,025	 �,���    

 160,679		 ���,0��    

核數師酬金 2,226	 ��0
預付土地租金攤銷 502	 ��0
根據經營租賃應付的最低租金：
 土地及樓宇 1,577	 ��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虧損 –	 �,���
研究及開發成本**** 45,216	 ��,���
租金收入 (570	) (��� )   

* 年內已售存貨成本為人民幣�0�,���,000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000元），與人
工成本、製造設施折舊及土地及樓宇應付最低租金，亦已計入該等開支於上文所述的
個別總額。

** 年內無形資產攤銷列入綜合收益表的「一般及行政開支」內。

***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已沒收可用作扣減未來幾年退休計劃供款的
供款（二零零七年：無）。

**** 年內的研究及開發成本計入綜合收益表「一般及行政開支」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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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成本淨額

	 本集團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償還的銀行貸款利息 12,489	 ��,���
優先股利息開支 239	 �0�
匯兌差額淨額 28,745	 ��
銀行利息收入 (27,085	) (�,��� )
優先股衍生工具部份公平值收益 (1,156	) (�� )    

 13,232	 ��,���   

6.	 稅項

本集團於年內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二零零七年：無），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
出撥備。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應課稅溢利的稅項乃根據現行稅率，按有關地區的現行
法例、詮釋和慣例計算。

	 本集團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中國大陸
 年內稅項 66,423	 ��,���
遞延稅項 2,824	 –    

 69,247	 ��,���   

根據中國當時的外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並經中國有關稅務部門批准，特步（中國）
有限公司（「特步（中國）」）作為本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有權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獲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減免�0%。

泉州市三興體育用品有限公司（「三興體育」）作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可按稅率��%納稅。

柯林（福建）服飾有限公司（「柯林（福建）」）作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亦可在其最先兩個
盈利年度內獲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且其後連續三年獲減免�0%的中國企業所得稅。

根據新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新稅法」）及其實施細則（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國內投
資企業與外資企業所繳交的中國企業所得稅統一為��%。此外，在新稅法頒佈前成立且有
權享有外資企業免稅優惠的外資企業，可繼續享有現存免稅優惠直至優惠屆滿為止，且以�
年為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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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步（中國）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可繼續
享有新中國企業所得稅法統一稅率��%的減半優惠。柯林（福建）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享有中國企業所得稅豁免，且其後有權於隨
後三年獲減免�0%的中國企業所得稅。三興體育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按適用稅率��%
納稅。廈門特步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廈門特步」）作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獲授予若干稅
務優惠，據此廈門特步於二零零八年的溢利按地方稅局訂定的通行稅率��%計稅。

由於本集團旗下其他中國公司於年內尚未開始營運，故未就該等公司的中國企業所得稅作
出撥備（二零零七年：無）。

適用於除稅前溢利並以本公司及其大部份附屬公司經營業務所在司法權區法定稅率計算的
稅項支出與以實際稅率計算的稅項支出對賬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 577,419	 ���,���   

按適用稅率計算的稅項 146,995	 ��,���
因稅項優惠調低稅率或免稅優惠 (86,860	) (��,��� )
毋須課稅收入 (5,181	) –
不可扣稅的開支 7,891	 ���
按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可分派溢利�%計提預扣稅的影響 2,824	 –
未有確認的稅項虧損 3,578	 ��0    

按本集團的實際稅率計算的稅項支出 69,247	 ��,���   

本集團於年內的香港稅項虧損約為人民幣��,���,000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00,000元），
可用以抵銷公司未來產生的應課稅溢利。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就稅項虧損確
認遞延稅項資產，因為本公司董事認為不確定於可見將來是否有應課稅溢利可供抵銷稅項
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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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上市前股息 (a) –  ���,���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港仙
 （二零零七年：零）  96,296	 –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港仙
 （二零零七年：零） (b) 153,286	 –
擬派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0港仙
 （二零零七年：零） (b) 95,803	 –    

  	 345,385	 ���,���   

附註：

(a)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七日，本公司宣派上市前股息人民幣���,���,000元予於二零零七
年九月十七日名列其股東名冊的股東。該上市前股息已於上市日期前派發。

 由於本公司董事認為上市前股息率與獲派的股份數目對本財務報表並無意義，故並無
呈列有關資料。

(b) 年內擬派末期及特別股息須待本公司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批准。

8.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年內的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乃根據年內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
�0�,���,000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000元），以及年內被視為已發行的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股（二零零七年：�,���,�00,00�股）計算。

用以計算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股基本盈利金額的股份加權平均
數，包括本公司備考已發行股份�,���,�00,00�股，當中包括：

(i)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十日及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分別無償配發及發行
的�00股股份；

(ii)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七日配發並入賬列作繳足的��,���,�00股股份；及

(iii) 資本化發行�,���,�00,00�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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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計算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股基本盈利金額的股份加權平均
數�,���,���,���股，包括以下加權平均數：

(i) 本公司根據優先股轉換分別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
發行合共��,���,��0股股份；

(ii) 根據優先股轉換而資本化發行���,��0,���股股份；

(iii) 於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在香港聯交所上市時發行的��0,000,000股
股份；

(iv) 年內從市場購回的��,���,000股股份；及

(v) 上述的本公司備考已發行股本�,���,�00,00�股股份。

(b)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股攤薄盈利金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
權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0�,���,000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000元）計算，
並經調整以反映優先股的估算利息開支人民幣���,000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0�,000
元）及優先股衍生工具部份的公平值收益人民幣�,���,000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
��,000元）。用以計算普通股加權平均數�,���,��0,0��股（二零零七年：�,���,���,���
股）相當於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金額的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已發行普通
股加權平均數，以及假設於��,���,��0股優先股視為轉換時無償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
均數及根據資本化發行將發行的相應���,��0,���股普通股。年內在首次公開發售前購
股權計劃授出但尚未行使的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對年內每股基本盈利金額具有反攤
薄影響。

9.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

	 本集團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款項 526,912		 ���,���
應收票據 –	 ��,���    

 526,912	 ���,���   

本集團與客戶的貿易條款主要為信貸，惟新客戶除外，新客戶一般須預先付款。信貸期通
常為三個月。每名客戶均設有最高信貸額。本集團嚴格控制其未償應收款項，並設有信貸
監控部門以盡量減低信貸風險。逾期結餘由高級管理人員定期檢討。鑑於上文所述及本集
團的應收貿易款項與大量多元化客戶有關，故並無高度集中信貸風險。應收貿易款項不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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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結算日，本集團的應收貿易款項根據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437,854	 �00,���
三至六個月 80,233	 ��,���
六至十二個月 8,782	 ��,0��
一年以上 43	 �,���    

應收貿易款項 526,912	 ���,���   

不視為減值的應收貿易款項的賬齡分析載列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既未逾期亦未減值 437,854	 �00,���
逾期少於三個月 80,233	 ��,���
逾期三至九個月 8,782	 ��,0��
逾期九個月 43	 �,���    

 526,912	 ���,���   

既未逾期亦未減值的應收款項與近期並無拖欠紀錄的大量多元化客戶有關。

已逾期但並未減值的應收賬項與本集團有良好還款紀錄的眾多獨立客戶有關。基於過往經
驗，本公司董事認為，由於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且該等結餘仍視為可悉數收回，故無必
要就該等結餘作出減值撥備。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加押品。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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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於結算日，本集團的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根據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319,730	 ��,���
三至六個月 25,385	 �,���
六至十二個月 2,093	 ���
一年以上 781	 �    

應付貿易款項 347,989	 ��,���
應付票據 30,000	 –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377,989	 ��,���   

本集團的應付票據由三興體育的公司擔保及定期存款人民幣�,000,000元抵押。應付貿易款
項不計息，一般於�0日至�0日內結清。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概述

特步為中國領先的國內時尚體育用品企業，其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在香港聯交所主板
上市，主要從事體育用品（包括鞋履、服裝及配飾產品）的設計、開發、製造及市場推
廣。特步實施多品牌策略，除特步品牌及柯林品牌外，亦獲有由華特迪士尼（上海）有限
公司授予的迪士尼運動系列品牌之中國特許使用權，各品牌均佔有獨特的市場定位，針
對不同的目標市場，產品揉合運動功能與時尚品味及潮流於一身，充份展現活力及時尚
元素，深受追求時尚潮流品味的消費者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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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回顧

二零零八年是充滿挑戰的一年。中國成功主辦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奠定了中國在全球
的世界級領導地位。儘管遭受雪災及地震所影響，更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但隨著
中央政府推行一系列擴大內需、促進消費的措施，中國整體經濟及消費均保持了平穩增
長，國內生產總值約達人民幣�00,��0億元，較去年增長約�%。各地城市化建設的速度亦
持續加快，人民的收入增加，生活水準亦相應提升，使消費用品的需求擴大。全國社會
消費品零售總額約達人民幣�0�,�00億元，較去年增長約��.�%，增幅比去年上升約�.�個
百分點，其中城市消費品零售額較去年增長約�0.�%至人民幣��,�00億元，增幅較去年上
升約�.�個百分點。

中國成功舉辦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一個又一個中國運動員在國際體育舞台上揚威，
加上人民的健康意識日漸提高，使社會上掀起了一股運動熱潮，有助體育文化的持續推
廣和發展，也帶動了消費者對運動用品的需求。運動服飾已成為人民日常穿著及配襯的
時尚服飾之一，加上消費者日漸注重生活品味，追求具風格的服飾來突顯個性，當中款
式新穎而時尚的運動用品更備受市場追捧，為中國時尚運動用品市場帶來龐大的發展潛
力。

業務回顧

優化整合的業務模式

為鞏固獨特的市場定位，本集團致力於建構差異化的品牌形象、產品設計及推廣策略，
從而與中國體育用品市場上的其他競爭對手作明顯區分。本集團以產品設計及研發為起
點，配合創新及多元化的市場推廣策略，透過全國性的分銷網絡，使旗下品牌產品深入
中國的大眾消費市場。此外，自有的生產能力，也使本集團更有效地控制生產成本及產
品質量，並更迅速地回應消費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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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渠道拓展和管理

強大的分銷及零售網絡

回顧年內，本集團把握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機遇，積極開拓分銷網絡，於高增長消費地
區增設更多零售店。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分銷商及第三方零
售商經營的特步、迪士尼運動系列及柯林等品牌的零售網絡遍及全中國��個省份、自治
區及直轄市。下表載列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分銷商及第三方零售商在中
國以特步品牌以及其他品牌（包括迪士尼運動系列及柯林品牌）經營的零售店數目：

零售店數目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八年
品牌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新增		 整合		 十二月三十一日

特步 �,��0  ���  (��0)  �,0��
其他品牌 ���  ���  (�0)  ���         

總計 �,���  �,0��  (��0)  �,���       

下表為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分銷商及第三方零售商的零售店按地
區劃分的發展情況：

零售店數目

地區	 特步品牌		 		 其他品牌
	 數目  %  數目  %

東部地區 �,���  ��  ���  ��
南部地區 �,���  ��  ���  ��
西部地區 ���  ��  ��  ��
北部地區 �,00�  ��  ���  ��         

總計 �,0��  �00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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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東部地區包括：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江西及福建

南部地區包括：湖北、湖南、河南、廣西、廣東及海南

西部地區包括：四川、貴州、西藏、雲南、重慶、陝西、寧夏、甘蕭、青海及新疆

北部地區包括：黑龍江、吉林、遼寧、天津、河北、山西、北京及內蒙古

東部及南部地區是本集團的重點發展區域，當中以南部的湖南及湖北，以及東部的江
蘇、浙江、安徽及山東省為主力拓展省份，也是本集團的主要收益來源。根據國家統計
局最新的資料顯示，二零零八年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湖南及湖北等省份的生產總
值較去年分別增長約��.�%、�0.�%、��.�%、��.�%、��.�%及��.�%，較中國全國生產總
值的�%增幅為高，發展潛力優厚。有關數據反映本集團採取了正確的發展策略，以該等
省份為重點開拓地區。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這六個省份共有�,��0家
特步品牌零售店，佔特步品牌全國零售網絡約��.�%。

此外，本集團也經營及管理零售店，直接向消費者出售特步品牌及迪士尼運動系列品牌
產品。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特步品牌及迪士尼運動系列品牌產品各
設有一家自營零售店，毗鄰本集團位於福建省泉州的總部，主要用作研究及嘗試不同的
店鋪設計及陳設，以及進行消費者喜好調查。

店舖形象升級

本集團於回顧年度內積極推廣第五代形象店，為顧客帶來煥然一新的感覺，並藉以進一
步強化品牌形象。本集團已於湖南（長沙）、湖北（武漢）、安徽（合肥）、山東（濟南）、北
京、遼寧（瀋陽）、吉林（吉林市）、山西（太原）及福建（廈門）等本集團重點開拓城市共設
有��家特步品牌旗艦店，均由特步品牌的分銷商經營及管理，旗艦店選址於該等高增長
消費地區內之繁榮地段。旗艦店不但能為顧客建構更優越的購物環境，也讓其感受品牌
的活力動感氣息，有助提高顧客的忠誠度，從而提升品牌競爭力及整體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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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管理及培訓

由於本集團分銷商及第三方零售商的零售店遍佈全國，嚴謹的分銷管理制度成為本集
團成功的要素之一。回顧年度內，本集團致力加強零售網絡管理，實施分銷資源規劃
（「DRP」）系統，藉以記錄及了解本集團分銷商及第三方零售商經營的部份零售店的產品
存貨水平。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DRP管理系統的採用已覆蓋本集團約�0%分
銷商。

維持統一的品牌形象是致勝的關鍵，本集團除提供市場營銷指導外，並向零售店發出經
營指引，主要包括零售店設計及陳設、客戶服務及零售門店管理的標準等，確保本集團
作為主要時尚體育用品的品牌形象。此外，本集團也為其分銷商及第三方零售商在零售
店工作的員工舉辦培訓課程，提升服務質素。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集團分別在廣州、溫州、長沙、安徽、重慶、北京、貴陽、山西、上海、河南及新疆
等地，為分銷商及零售店超過�,000名員工舉行了多場培訓。

強化品牌價值

多元化的市場推廣

自創立至今，本集團一直以時尚運動服作為市場定位，並採用創新的娛樂和體育雙線行
銷策略，策劃了多項有效且全面的市場推廣策略，包括運用娛樂明星效應的推廣、國家
體育事項及娛樂活動的贊助、參與不同類型的媒體廣告，以及其他零售銷售宣傳及推廣
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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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推行的主要市場推廣及宣傳活動如下：

1	 娛樂營銷
 

本集團的目標消費群為追求時尚、愛好時下流行娛樂的年青人，故特別選用娛樂明
星進行市場推廣，以加強品牌形象的時尚元素。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選用於深受
年青人愛戴的謝霆鋒、蔡依林、潘瑋柏、蔡卓妍及鍾欣桐擔任特步品牌的形象及品
牌代言人，藉以提升及鞏固特步品牌作為帶領潮流的時尚體育用品品牌之知名度及
認受性。

特步品牌形象代言人於二零零八年出席的宣傳活動包括：第二十二屆中國國際體育
用品博覽會、第六屆東南勁爆音樂榜拉票會及二零零八年秋季展銷會等。此外，本
集團亦贊助該等品牌及形象代言人的演唱會、新唱片宣傳及簽名會等活動，包括贊
助「二零零八<特步之夜>蔡依林唯舞獨尊演唱會」，以推廣本集團的品牌及產品。

另一方面，本集團更策略性地於高收視的娛樂媒體，贊助年青人喜愛的節目，如「第
六屆特步東南勁爆音樂榜」及匯聚多位中、港、台、日、韓明星的「騰訊網二零零八
星光大典」，以增加本集團於目標消費群的知名度。

2	 體育營銷

為進一步提高特步品牌的曝光機會及於體育用品市場上的地位，本集團策略性地贊
助了不同的全國性體育賽事及體育隊伍。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體育相關贊助活動如下：

 ‧ 中國女子籃球甲級聯賽的獨家冠名商；

 ‧ 中國全國男子籃球聯賽的獨家冠名商；

 ‧ 「特步杯」中國揚州鑒真國際馬拉松賽贊助商；

 ‧ 由中國極限運動協會舉辦的CX全國極限精英賽獨家冠名商；

 ‧ 安利紐崔萊全民健康跑全國��個城市的服裝贊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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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贊助江蘇省青少年陽光體育運動聯賽；

 ‧ 贊助浙江省中學生籃球聯賽；

 ‧ �00�特步國球大典暨第三屆世界乒乓球總冠軍賽冠名贊助商；及

 ‧ 贊助�00�西安城墻國際馬拉松賽。

3	 多角度的奧運推廣

二零零八年，中國舉辦北京二零零八年奧運會的百年夢想成真。本集團也把握這個
全球觸目的體育盛事，策劃了多項奧運推廣活動，藉此向世界各地的媒體及人民推
廣特步品牌。其中，本集團：

‧ 成為白俄羅斯奧運會代表團於北京二零零八年奧運會期間出席頒獎儀式、其他
慶祝及聯誼活動，以及記者招待會和慶祝晚宴時所穿著及選用鞋履、服裝與配
飾產品的設計商及供應商；

‧ 成為「特步號奧運列車」之獨家贊助商。「特步號奧運列車」以多款特步標誌及商
標和北京二零零八年奧運會的相關圖像作裝飾，藉奧運的熱潮提升特步品牌地
位；及

‧ 成功購入中央電視台體育頻道（為中國獲授權轉播北京二零零八年奧運會的官
方電視頻道）所有決賽進行期間電視廣告播放時段的唯一中國體育用品企業。

4	 全方位的媒體廣告

回顧年度內，本集團以下列多元化的媒體廣告及宣傳渠道推廣品牌，加強與消費者
的互動溝通，藉以吸引目標消費群，並提升旗下三個品牌在中國市場的曝光率。

‧ 年內共推出四個系列的品牌宣傳廣告；

‧ 就每季推出的服飾系列，安排特步品牌的形象及品牌代言人拍攝平面及電視廣
告以增宣傳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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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放廣告於主要電視媒體的高收視時段，包括中央電視台、湖南衛視、安徽衛
視、湖北綜合頻道、東南衛視、福建TV�等頻道

‧ 針對性地於受歡迎的時裝及潮流雜誌，包括全國女性時裝月刊《瑞麗時尚先
鋒》、國內專業性最高最全面的一本鞋類專屬雜誌《尺碼》、國內時尚潮流第一
的運動品類雜誌《So Cool》雜誌等投放特步代言明星宣傳廣告及特步產品之宣傳
文稿

‧ 透過互聯網在多個網站（例如www.sportschina.com 及www.mop.com），以及在
廣告牌、巴士車身及巴士站宣傳特步品牌。

本集團加大於廣告及宣傳方面的投放力度，以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及滲透率。回顧年
度內，本集團於廣告及宣傳方面的支出為約人民幣�.�億元，較去年增長�.�倍（二零
零七年：約人民幣�,��0萬元），而該等支出佔年內本集團收益約�.�%（二零零七年：
約�.�%）。

提升產品研發及設計

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本集團以卓越的產品設計及研發能力來保持核心競爭力。為了迎
合消費者的口味及回應市場需求，本集團致力研發創新產品的設計及技術。本集團旗下
有三支產品設計團隊及兩支研發團隊逾�00人，當中包括來自南韓及日本、具備國際視野
及潮流觸角的設計師，另外亦與其他國際知名的時尚潮流研究及設計機構合作，如南韓
的C&T（新緹）時尚策劃和品牌顧問公司，以及於二零零八年來自英國的新加盟合作夥伴
Worth Global Style Network Ltd，以掌握最新的潮流趨勢，制定合適的設計方案。

回顧年度內，本集團共推出了春夏秋冬系列，每季共有四至五個不同的時尚系列，合共
約�,000款鞋履設計、�,�00款服裝設計及�,�00款配飾設計，以滿足不同顧客的需要。由
於投放了更多資源於設計及研發，藉以提升產品外觀設計及質量，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總設計及研發支出增至約人民幣�,��0萬元（二零零七年：
約人民幣�,��0萬元），佔年內本集團收益約�.�%（二零零七年：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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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大生產效益

本集團自設的生產廠房，能配合集團業務的快速增長，迅速地回應瞬息萬變的市場需求
及潮流走勢。回顧年度內，本集團擁有��條鞋履生產線及��條服裝生產線，年產能分別
約為約�,0�0萬雙鞋履及約��0萬件服裝產品，廠房使用率接近�00%左右。本集團全面的
質量管理體系，有效監控企業由設計、原材料採購、生產至付運各個環節的流程，使本
集團能保持具競爭力的高質量管理水平，繼續領先同儕。

財務回顧

收益分析

‧ 按品牌產品銷售及原設備製造商銷售劃分的收益及毛利率分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收益 毛利率  收益 毛利率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特步品牌 2,606,237	 36.7	 �,���,��� 34.5
其他品牌 241,337	 43.6 ��,�0� 28.7    

小計 2,847,574	 – �,���,��� –

原設備製造商銷售 19,607	 17.3 �0�,�0� 11.2    

總計 2,867,181	 37.1 �,���,��� 32.5	 	 	 	

於回顧年內，本集團的總收益急升��0%至約人民幣��.�億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
��.�億元）。特步品牌仍為本集團主要收入來源，而銷售收入大幅上升���%至約人
民幣��億元（二零零七年：約人民幣��億元）。這主要是因為本集團分銷商及第三方
零售商經營的特步品牌零售網絡迅速擴充。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售店
數目增至�,0��家（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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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特步品牌服裝產品的成功推廣，深受注重潮流的年輕一輩愛戴，故大大
提升了來自特步品牌產品的收入。特步品牌產品的毛利率增至��.�%（二零零七年：
��.�%），增長�.�個百分點，主要是由於鞋履及服裝產品的平均售價上升，以及受惠
於特步服裝產品錄得毛利率增長�.�個百分點所致。

其他品牌產品的收入增至約人民幣�.��億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0萬元），主要
是由於增設其他品牌零售店所致。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售店數目共���
家（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家零售店）。平均售價上升及嚴格的成本控制亦
導致其他品牌產品的毛利率大幅上升��.�個百分點至��.�%（二零零七年：��.�%）。

由於本集團重點發展其品牌產品業務，使來自原設備製造商銷售的收入縮減至只佔
本集團總收益的0.�%（二零零七年：�.�%）。

‧ 按產品種類劃分之收益及毛利率分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收益 毛利率  收益 毛利率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鞋履 1,454,596	 36.2 ���,��� 31.7
服裝 1,350,976	 38.2	 ���,��� 33.7
裝飾產品 61,609	 34.3 ��,��� 35.5    

總計 2,867,181	 37.1	 �,���,��� 32.5	 	 	 	

本集團成功推出時尚潮流服裝產品，因而改善了產品組合的分佈。於回顧年內，鞋
履及服裝產品分別佔本集團總收益�0.�%（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七
年：��.�%）。產品組合較側重服裝產品，主要是由於特步品牌及其他品牌的服裝產
品銷售增加所致。

鞋履產品的毛利率上升�.�個百分點至��.�%（二零零七年：��.�%），主要是因為特步
品牌產品的平均售價上升及其他品牌產品毛利率較高，此外亦降低了低毛利率的原
設備製造商產品的銷售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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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產品的毛利率升至��.�%（二零零七年：��.�%），增長�.�個百分點，主要是因為
特步品牌產品的平均售價上升及其他品牌產品毛利率較高。

‧ 特步品牌收益及毛利率分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收益 毛利率  收益 毛利率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鞋履 1,340,604	 35.6 ���,��� 34.5
服裝 1,215,505	 38.1 ���,��0 34.4
裝飾產品 50,128	 32.4 ��,�0� 39.1    

總計	 2,606,237	 36.7 �,���,��� 34.5	 	 	 	

特步品牌鞋履產品的收入上升��.�%至約人民幣��.��億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
億元），主要是由於特步品牌零售店數目不斷擴充，導致鞋履銷售量增加約��%至約
�,��0萬雙（二零零七年：�,0�0雙）。

特步品牌鞋履產品的平均售價亦上升�% 至人民幣��.�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 
元），主要是由於成功的推廣及宣傳活動及客戶對品牌的認同所致。

服裝產品的收入大幅增加�.�倍至約人民幣��.��億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億
元），主要是因為增設零售店及加強服裝產品組合，導致服裝銷售量上升�.�倍至約
�,��0萬件（二零零七年：��0萬件）。

服裝產品的平均售價亦較去年增加�%至人民幣��.�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
元），主要是因為特步品牌受注重潮流的年青人喜愛。



- �� -

‧ 特步品牌產品銷售量、平均售價及毛利率分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變動

鞋履
 銷售量（千） 18,322 �0,��� 76%
 平均售價（人民幣元） 73.2 ��.� 5%
 毛利率 	 35.6%	 34.5%	 	

服裝
 銷售量（千） 21,486 �,��� 145%
 平均售價（人民幣元） 56.4 ��.� 7%
 毛利率  38.1% 34.4% 	 	

透過提升品牌知名度及零售店設計，特步品牌的產品設計更受注重潮流年輕一輩喜
愛。特步品牌知名度的提升，帶動特步品牌鞋履及服裝產品的零售價及平均售價同
步上升。此外，規模經濟效益及有效的成本控制，使產品的成本維持穩定的水平。
因此，特步品牌鞋履及服裝產品的毛利率分別增長�.�個百分點及�.�個百分點。

‧ 特步品牌每家零售店平均批發收益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每家零售店	 	 	 每平方米
	 	 	 每家零售店	 	 平均零售店			 平均	 	 每家零售店	 	平均	
	 零售店數目	 總面積	 平均面積	 收益	 數目	 批發收益	 平均總面積	 平均面積	 批發收益
	 	 平方米 平方米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 平方米 平方米 （人民幣）

二零零八年	 5,056	 377,315	 75	 2,606,237	 4,718	 552,403	 341,709	 72	 7,627
二零零七年 �,��0 �0�,�0� �0 �,���,��� �,��� �0�,0�� ���,��� �� �,0��
增長 	 15%	 23%	 7%	 117%	 58%	 37%	 73%	 9%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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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品牌產品收益及毛利率分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收益 毛利率  收益 毛利率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鞋履 94,385	 49.6 ��,��0 35.8
服裝 135,471	 39.5 ��,0�� 26.0
裝飾產品 11,481	 42.5 �,��� 22.5    

總計 241,337	 43.6 ��,�0� 28.7	 	 	 	

二零零八年其他品牌產品的收益大幅增加，因為其他品牌產品（即迪士尼運動系列及
柯林品牌）只於二零零七年下半年才推出市場，加上其他品牌零售店數目大幅增加至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共���家（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家）。

由於二零零八年內推出了春夏秋冬四季產品，因而擴大了產品範圍及種類，鞋履及
服裝產品的銷量增長顯著，因此鞋履及服裝產品的平均售價略為下降。

‧ 其他品牌產品銷售量、平均售價及毛利率分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鞋履
 銷售量（千） 1,089 ���
 平均售價（人民幣元） 86.7 �0.�
 毛利率 	 49.6%	 35.8%    

服裝
 銷售量（千） 1,639 ���
 平均售價（人民幣元） 82.6 ��.�
 毛利率 	 39.5%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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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較高的其他品牌產品的毛利率亦告上升，主要是由於其他品牌產品只於二零
零七年下半年推出，故其他品牌鞋履及服裝產品的銷售量分別大幅上升�.�倍及�.�
倍，而以上銷售量的增長可帶來銷售成本的規模經濟效益。

‧ 按地區劃分的收益分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佔產品	 	 佔產品
	 收益	 組合百分比  收益 組合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特步品牌
 東部地區 1,023,122	 35.7 ���,��� 35.5
 南部地區 783,740	 27.3	 �0�,�0� 22.6
 西部地區 414,914	 14.5 ��0,�0� 13.9
 北部地區 384,461	 13.4 ���,��� 15.9    

小計 2,606,237	 90.9 �,���,��� 87.9
其他品牌 241,337	 8.4 ��,�0� 4.3
原設備製造商銷售 19,607	 0.7 �0�,�0� 7.8    

總計 2,867,181	 100.0	 �,���,��� 100.0	 	 	 	

東部及南部地區是本集團重點開拓地區，繼續是本集團收入的主要來源，而相關銷
售分別佔本集團總收益��.�%（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七年：��.�%）。
由於零售店數目及零售店總樓面面積大幅增加，各個地區於回顧年內的收益均顯
著增長，其中東部及南部地區表現尤為突出，收入較去年分別增長約���.�%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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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成本分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銷售成本 佔產品組合  銷售成本 佔產品組合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原材料 834,266	 46.3 �0�,��� 54.7
外判生產成本 857,289	 47.6 ���,��� 36.2
直接人工成本 87,505	 4.8 ��,00� 7.1
其他 23,819	 1.3 ��,��� 2.0    

總計 1,802,879	 100.0 ���,�0� 100.0	 	 	 	

回顧年內，銷售成本佔本集團總收益��.0%（二零零七年：��.�%）。本集團在挑選原
材料供應商時亦著重成本控制，會選擇可生產高質量產品而物料成本低廉及有效的
供應商。此外，由於銷售量的大幅上升，本集團增加外判生產成本的比例，有效地
降低成本及控制其生產設施的資本開支。

所得稅開支

於二零零八年，本集團的所得稅約為人民幣�,��0萬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0萬元）。
年內實際稅率降至��.0%（二零零七年：��.�%），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有效利用其附屬公
司的稅務安排所致，因而受惠於其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獲享有中國企業所得稅項的減
免。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及淨利潤率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0�
億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億元），相較去年同期上升約���%，主要是由於特步品牌
成績驕人，推動收入大幅增加��0%。另外，本集團的淨利潤率亦較去年上升�.�個百分點
至��.�%（二零零七年：��.�%），主要因為品牌產品銷售增長，加上平均售價及銷售量上
升，但銷售成本維持穩定，使到毛利率改善至��.�%（二零零七年：��.�%）所致。

其他收入及收益

年內，其他收入及收益增至約人民幣��0萬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0萬元）。增長主要
由於地方政府為肯定本公司在香港成功上市而獲中國政府補貼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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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成本及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成本約為人民幣�.�0億元
（二零零七年：人民幣�.��億元），佔本集團總收益約��.�%（二零零七年：�.�%）。增長
主要由於本集團為提升品牌知名度，增加特步品牌在奧運期間的市場推廣，以及各媒體
渠道和廣告的投放，使本集團增加廣告及市場推廣費用，由二零零七年人民幣�,��0萬元
（佔收益�.�%）增加至二零零八年人民幣約�.�億元（約佔收益�.�%）。至於一般及行政開支
則升至二零零八的人民幣�.��億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0萬元），主要是因為計入本
集團上市後相關專業及法律費用及本集團投入更多設計及研發費用，設計及研發費用由
二零零七年人民幣�,��0萬元（佔收益�.�%）增加至二零零八年約人民幣�,��0萬元（約佔收
益�.�%），主要投放於鞋履及服裝產品質量的提升，以及外觀、功能及耐用的質量保證。

營運資金比率

本集團的平均存貨周轉日數為��天（二零零七年：��天），大幅縮短了��天，主要因為本
集團增加使用外判生產商，外判生產商需具備提供原材料及在建工程作為其存貨，並改
善了生產規劃、採購控制及物流管理，從而減低了本集團所貯存的存貨水平。

本集團於回顧年內的平均應收貿易賬款周轉日數為��天（二零零七年：��天），大幅減少
了�天，減少主要由於本集團加強了信貸控制及債務追收程序，使我們得以縮短債務追收
期所致。

本集團的平均應付貿易賬款周轉日數為��天（二零零七年：�0天），增加了��天，主要是
由於加強現金管理控制及延長供應商的信貸期所致。

因此，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的整體營運資金周轉天數合共減少��天至共��天（二零零七
年：��天）。

資金流動性及資金來源

本集團主要營運資金來源一直為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及銀行借貸。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維持現金
淨額狀況，反映其財政狀況穩健，足以應付未來發展。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的負債比率為�.�%（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此乃將總借貸除以本
集團股本及儲備之總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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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縮短了平均營運資金周轉天數，營運資金管理大幅改善，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來自經營活動的淨現金流入約為人民幣�.0�億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0
萬元）。另一方面，本集團成功上市集資約人民幣��.��億元（所得款項淨額）。於二零零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總額約為人民幣��.��億元（二零零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億元）。

存貨撥備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任何存貨撥備。

呆賬撥備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任何呆賬撥備。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本承擔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於二零零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經營業務，而大部份交易均以人民幣結算。本集團大部分金融工具如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現金及銀行結餘均以該等交易相關業務的相同或對等功能貨幣計
值，因此相信本集團的匯率風險輕微。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遠期合約或貨幣借款對沖其
利率風險，然而，管理層將繼續監察外匯風險，並在需要時採取審慎措施。

重大投資及收購

於回顧年內，本集團並無進行重大投資或重大附屬公司收購或出售。本集團繼續物色收
購對象及與國際體育用品品牌發展業務合作等商機，以增加股東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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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開招股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扣除
包銷佣金及相關開支後）約為�0.��億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億元）。

	 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
	 （港幣百萬元）
	 	 已動用	 未動用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所得款項用途	 可供動用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媒體廣告及品牌宣傳活動 ��� ��� ���
擴大及增加分銷網絡的覆蓋 ��� �� ���
擴充生產及營運設施 ��� �� ���
收購品牌 �0� 0 �0�
提升產品設計及研發能力 ��� �� ��
提升資訊管理系統 �� �� �0
一般營運資金 ��� �� ���   

總計	 2,088	 463	 1,625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名僱員（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
名僱員）。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銷售及營銷 330 ���
設計及研發 500 ���
管理、行政、財務及品質控制 432 ���
生產 5,152 �,���  

總計 6,41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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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會為其僱員舉行入門課程及持續培訓，內容包括行業概況、技術及產品知識、行
業質量標準及工作安全準則的認識等，以加強僱員的服務質素及水平。本集團將致力提
升人力資源的管理，從人員招聘程序、優化組織架構及企業文化建設等方面，為本集團
業務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使本集團能夠於未來維持可持續高速發展。

展望

市場前景

儘管二零零八年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本集團相信二零零九年將是機遇與挑戰並存的
一年，中央政府着力擴大消費的強力政策導向，及一系列擴大內需的舉措，均有利於提
振消費信心。憑藉本身先進的設計及研發能力、差異化的品牌形像定位及嶄新的市場推
廣策略，本集團將把握機遇，致力提升各品牌價值及企業的整體競爭力，確保業務的長
遠持續發展。本集團相信，二零零九年將是本集團建立穩健業務基礎的重要一年。

提升營運效益

未來一年，本集團將著重執行「精細化管理」，致力加強對品牌、營運及零售店的管理。
本集團的分銷資源規劃系統將於年內在各總代理全面推行，使本集團對銷售情況及物流
有更好的監控，預期分銷資源規劃系統將覆蓋中國��個省份、自治區及直轄市的所有分
銷商。此外，於二零零九年下半年，營銷及市場部門將遷往廈門，成為本集團的總部，
提升營運管理，創造更佳效益。

優化及拓展零售網絡

本集團將審慎地制定零售網絡的拓展策略，並因應市場的需求而擴大及優化零售網絡。
於二零零九年，本集團計劃合共增設約�00-�,000家由我們分銷商及第三方零售商經營的
特步品牌及其他品牌零售店。與此同時，本集團亦計劃整合共約�00-�00家特步品牌及其
他品牌的零售店，主要將該等零售門店遷至繁華地段及提升店內設計及陳設。新穎及富
現代感的室內設計，將提升及豐富消費者在我們零售店的購物體驗。同時，本集團計劃
於二零零九年在西安、山東、雲南、湖南、北京、上海及廣州等主要城市的黃金策略地
段增設約��家特步品牌旗艦店，為消費者提供優越的購物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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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品牌優勢

未來，本集團將繼續發揮結合體育和娛樂的多元化營銷效益，讓更多的消費者感受特步
獨有的時尚魅力。本集團已經與內地知名的電視頻道及主要體育賽事的主辦單位簽訂戰
略合作夥伴協議，以進一步提升特步品牌於全國的知名度。而為針對年青的消費群，本
集團將於二零零九年推出「校園整合傳播系列廣告」，以嶄新的宣傳渠道，將特步品牌加
強推廣至時下年青一輩。

在娛樂營銷方面，本集團將於二零零九年在國內極受歡迎的娛樂頻道如湖南衛視、安徽
衛視，以及極具影響力的中央電視台體育頻道投放廣告或冠名贊助高收視的節目，以擴
大品牌的影響力及輻射範圍。同時，本集團將於二零零九年冠名贊助於全國十個城市舉
行的「特步五星全國巡迴演唱會」。在體育營銷方面，本集團將在二零零九年積極參與
不同的大型體育盛事及運動項目，如於首次擔任二零零九廈門國際馬拉松賽服裝總贊助
商、CX全國極限精英賽的獨家冠名商，以及中國最重要的國家體育盛事－第十一屆全
國運動會的唯一體育用品合作夥伴。本集團更會擔任香港、湖南、江蘇、山東，以及人
民解放軍代表團等有望奪金隊伍的服飾贊助商，以進一步提升特步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譽
度。

加強設計及研發能力

本集團相信，消費者對產品設計、質量及創意的要求將進一步提高。為滿足消費者的需
求並為顧客帶來新體驗，本集團將繼續加大於產品設計及研發的投入。故此，本集團將
聘請更多具備國際視野的外籍設計師，以提升自身的設計及研發能力。而為滿足消費者
日新月異的需求，本集團會開發更多不同設計及功能的產品，豐富產品種類。

開拓海外市場

實現品牌國際化是本集團的長遠發展目標，透過將現有的業務版圖由中國拓展至海外，
讓全球消費者能感受特步獨有的時尚產品。因此，本集團已增設海外事業部，並將在來
年逐步增加資源的投入，進一步擴大及強化團隊。未來，本集團計劃積極發展包括香
港、澳門、台灣及東南亞等潛力優厚的新興市場，把握各個拓展海外市場的機遇，邁向
成為全球領先的時尚運動品牌領導者之一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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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雖然中國的運動用品市場面對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差異化的品牌定位、優秀的管
理及出色的營銷策略是成功的要素。隨著過去業務不斷的快速增長，特步已成功穩佔中
國時尚運動用品市場的領先地位。展望未來，本集團將憑藉領先的品牌地位、廣泛的銷
售網絡、傑出的設計及研發能力，以及優質的企業管理，繼續加強本身的競爭優勢，在
瞬息萬變的市場中，致力締造更優秀的業績。

企業管治守則

良好的企業管治有利於提高整體表現及問責性，對於現代化企業管治至為重要。董事會
奉守良好企業管治的原則，以股東利益為依歸，並致力識別及制訂最佳常規。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自本公司股份上市
日期以來，除偏離守則條文第A.�.�條訂明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不應由一人
同時兼任的規定外，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集團現無區分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職務。丁水波先生為本集團的主席兼行政總裁，於體
育用品行業經驗豐富，負責本集團的整體企業策略、規劃及業務管理。董事會認為，由
同一人擔當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務對本集團的業務前景及管理有所裨益。董事會及高級
管理層由資深而優秀的人員組成，能確保權力及授權分佈均衡。董事會現包括五名執行
董事、一名非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架構上有強大的獨立元素。

標準守則

本公司亦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具體查詢，全體董事確認，彼等由上市日期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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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七日通過的一項董事決議案成立審核委員會，以符合
上市規則第�.��條。審核委員會的職責乃就委聘及辭退外聘核數師向董事會作出推薦建
議、審閱財務報表及有關財務報告的重要意見，以及監控本公司的內部監控程序。審核
委員會由冼家敏先生、許鵬翔先生及高賢峰博士三名成員組成，彼等均為獨立非執行董
事。冼家敏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自其成立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來舉行了兩次會議，討論本公司的
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
業績及二零零八年審核計劃。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七日成立薪酬委員會，並以書面訂明其職權範圍。薪酬委員會
的主要職責乃就本公司全體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人員的整體薪酬政策及架構向董事會作出
推薦建議、審閱以表現釐訂的薪酬，以及確保董事概無釐訂本身的薪酬。薪酬委員會由
許鵬翔先生、高賢峰博士（彼等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丁美清女士（執行董事）三名成員
組成。許鵬翔先生為薪酬委員會主席。

提名委員會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七日成立提名委員會，並以書面訂明其職權範圍。提名委員會
的主要職責乃就填補董事會空缺的候選人向董事會作出推薦建議。提名委員會由本集團
主席丁水波先生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許鵬翔先生及高賢峰博士三名成員組成。丁水波
先生為提名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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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本公司的股份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在香港聯交所上市。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內，本公司在香港聯交所購回其股份的情況如下：

	 		 每股購回代價	 已付
購回月份	 購回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總代價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零八年十月 �,000,000  �.0�  0.��  �,���,���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 ��,���,000  �.��  0.��  ��,���,�00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0,000  �.��  �.��  �,���,�0�       

總計：	 26,355,000		 		 		 34,871,07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
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足夠的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所獲的公開資料，就董事所知，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於上市日期至二零零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一直維持上市規則所規定不少於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的指
定公眾持股量。

刊登發表全年業績及年報

本全年業績公佈已於香港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xtep.
com.hk）刊登。本公司將於稍後向其股東寄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
報，當中會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規定的一切資料，屆時亦可登入上述網站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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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0港仙（約等於
人民幣�.�分）及特別股息�.0港仙（約等於人民幣�.�分），有待股東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一
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股息總額，包
括中期、末期及特別股息，合共派發約人民幣�.��億元，佔全年溢利約��%。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九年五月四日（星期一）至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一日（星期一）止期間（包括
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登記，以釐定股東可享有的建議末期及特別股息配額。為符合資
格獲取末期股息（如有）及特別股息（如有），且有權出席本公司即將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十
一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股份過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九
年四月三十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
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號合和中心��樓����-����室，方為有效。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的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一日（星期一）在香港舉行。股東週年大會
通告將於稍後發出並寄發予股東。

感謝支持

本人希望藉此機會，對於本集團管理層及員工的竭誠盡責、勤勉投入，以及對於股東、
供應商、客戶及銀行方面的不斷支持，致以由衷謝忱。

釋義

在本公佈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或「特步」 特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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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 本公司董事

「國內生產總值」 國內生產總值

「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及「港仙」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及港仙

「香港」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日期」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股份首次在香港聯交所開始買賣的
日期

「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標準守則」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原設備製造商」 原設備製造商，為品牌企業生產貨品或設備以供他人轉售
的企業

「其他品牌」 迪士尼運動系列及柯林品牌的統稱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首次公開發售前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七日批准及採納有關本集團僱員
 購股權計劃」 的購股權計劃，其主要條款概述於招股章程附錄六「首次公

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一段

「研發」 研究及開發

「人民幣」 中國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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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港元之普通股份

「股東」 本公司股東

「特步（中國）」 特步（中國）有限公司，本集團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承董事會命
特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丁水波

香港，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丁水波先生、丁美清女士、林章利先生、丁明忠
先生及葉齊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肖楓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冼家敏先生、許鵬翔先生
及高賢峰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