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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業績摘要
‧ 本集團收入增加��.�%至人民幣��.���億元
‧ 本集團毛利率上升�.0百分點至�9.�%
‧ 本集團純利上升��.�%至人民幣�.���億元
‧ 本集團淨利潤率上升0.�百分點至�8.�%
‧ 每股基本盈利增加��.0%至人民幣�9.�9分

財務摘要
‧ 擬派末期股息為每股�0.0港仙（相當於人民幣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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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港仙（相當於人民幣�.�分），全年合共派
息每股��.0港仙（相當於人民幣�9.�分），較去年增加��%

‧ 全年派息率達��.0%
‧ 營運資金周轉天數縮短了��天至��天
‧ 來自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上升��.�%至人民幣8.80�億元
‧ 淨現金及銀行結餘增加��.�%至人民幣��.9��億元，相當於每股現金人民幣�.��元
（約�.��港元*）

營運摘要
‧ 特步品牌收益增加��.8%至人民幣��.�08億元
‧ 特步品牌毛利率上升�.�百分點至�9.0%
‧ 特步品牌零售店數目增加��%至�,�0�家，淨增加�,0��家
‧ 特步品牌零售店全年總樓面面積增加��%至�98,000平方米
‧ 特步品牌零售店平均銷售樓面面積增加9%至8�平方米
‧ 特步品牌鞋履產品

‧ 毛利率上升�.�百分點至�9.�%
‧ 銷售量上升�.�%至�,9�0萬雙
‧ 平均售價（批發）上升8.�%至人民幣�9.�元

‧ 特步品牌服裝產品
‧ 毛利率上升�.0百分點至�9.�%
‧ 銷售量上升��.�%至�,8�0萬件
‧ 平均售價（批發）上升9.9%至人民幣��.0元

* 按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元=人民幣0.88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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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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然提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經審核的年度業績報告。

非凡增長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金融衝擊的陰霾繼續籠罩全球市場，環球市況持續反覆。在中國政
府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及大力推動城市化建設及內部消費等的振興措施下，中國內地經
濟下半年出現顯著復甦。在下半年經濟環境改善下，本集團努力不懈，繼續強化特步品
牌，以創新的體育及娛樂營銷策略進行推廣，使特步品牌的知名度大幅提升，因而加速
了集團零售網絡的擴張。本集團亦嚴謹的監控零售網絡營運效率使平均每店銷售有所提
升。因此，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非凡成績，令我們獲得了欣喜的表現。

本集團在回顧年度的總收入達到人民幣��.���億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8.���億元），
較去年同期上升��%。其中特步品牌的收入達到人民幣��.�08億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
��.0��億元），大幅上升約�8%。集團整體毛利率提升至�9.�%（二零零八年：��.�%）。
股東應佔溢利約達人民幣�.���億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08�億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9.�9分（二零零八年︰人民幣��.8�分），增長��%。每股基
本盈利增長較股東應佔溢利增長為少，是由於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上市，因此
在二零零八年的加權平均股數按約�8.9�億股計算，而於二零零九年則按��.��億股計算所
致。由於業績理想及現金結餘充裕，因此為了回饋股東們的支持，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
股息每股�0.0港仙（二零零八年︰每股8.0港仙）及特別股息每股�.0港仙（二零零八年：每
股�.0港仙），連同中期股息每股�.0港仙（二零零八年：每股�.0港仙），全年股息合共每股
��.0港仙（二零零八年：�8.0港仙），增加��%，全年派息比率達��%。

品牌提升

本集團銳意將特步品牌成為世界領先的時尚運動品牌，因此一直重視品牌建設，透過贊
助國家級及國際性的盛事、重要的體育賽事與及創新的娛樂營銷宣傳方法，特步品牌的
知名度得以鞏固並持續提升，在品牌發展上邁出突破的一步。去年十月，我們再次成為
第十一屆全國運動會唯一體育用品合作夥伴。全運會是中國四年一度的重要體育盛事，
吸引了數以億計的觀看者。於二零零九年，本集團感到非常榮幸能再次成為這次全運會
的唯一體育用品合作夥伴，我們贊助的八支代表隊伍，均取得理想成績，通過本次贊
助，特步品牌在國內的知名度得以持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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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國家級賽事之外，本集團對全國主要性的體育賽事也非常關注。我們認為透過贊助這
些主要體育賽事，不僅能夠提升特步的品牌形象，也能支持國內體育事業的發展。在提
倡「全民運動」的體育精神下，也為配合加強特步品牌在跑步領域的提升，集團加大在各
主要跑步賽事的贊助及推廣，其中包括於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三年，本集團連續五年成
為廈門國際馬拉松賽的獨家體育用品合作夥伴。

品牌差異化是本集團一直以來的競爭優勢，為加強特步品牌在時尚運動界的領先地位，
我們利用演藝界著名偶像對年青人的影響力，繼續透過娛樂營銷活動進行市場推廣。於
二零零九年，本集團在主要的中國市場舉行了由特步品牌代言人演出的「步同凡響──
�009巨星巡迴演唱會」。另外，去年在全國熱爆歌唱節目「快樂女聲」勝出的頭五名優勝者
與本集團簽約為代言人，在各主要城市舉行特步品牌獨家贊助演唱會，鋒頭一時無兩。
這些巨星演唱會均吸引了各媒體，包括電視台、雜誌、報章和網站的廣泛報導，加強了
特步品牌的知名度，以及在時尚潮流的領先地位。

本集團深明市場推廣的重要性，為進一步增加品牌的宣傳力度，我們繼續充分利用媒體
的宣傳管道進行推廣。本年度，本集團成為中央電視台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年直播賽事
節目合作夥伴。另外在全國收視率極高的電視台，例如：湖南衛視、安徽衛視等，透過
電視媒體廣告及節目贊助的滲透，令特步品牌的知名度更加深入電視觀眾。

「愛跑步，愛特步」

在中國的體育行業當中，跑步產品擁有龐大的增長潛力。因此，我們重點提升跑步產品
系列在設計及功能上的元素，包括推出多種輕巧、減震、時尚的全新輕跑鞋系列等。特
步不斷積極加強產品的時尚設計及功能性，集團與英國、法國和南韓的設計團隊緊密合
作，推出多項兼具功能性並帶領市場潮流的新產品，並成功研發了防寒保暖、吸汗透
氣、抗紫外線及立體剪裁的服裝產品。本集團認為只有融合時尚及功能兼備的產品，才
是特步品牌成功吸引及留住消費者的重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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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為跑步系列投入了各項資源，以提升市場對跑步系列的關注。本年度，集團於主
要電視頻道：中央電視台、湖南衛視以及安徽衛視推出嶄新的電視廣告宣傳及「愛跑步，
愛特步」的口號，提升消費者對特步品牌的跑鞋系列品牌定位。

網絡擴張

本集團在本年度繼續努力不懈地優化零售網絡以面對充滿挑戰的市場環境，因此於店鋪
選址、門店形象設計、客戶服務等方面作出了全面提升。由於特步品牌知名度大幅提
升，特步品牌產品極受中國二，三線市場歡迎，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全國
特步品牌零售店已達�,�0�家（二零零八年：�,0��家）較去年增加約��%，超過了我們在二
零零九年中訂下�,800家專門店的目標。目前，全國大部份特步品牌零售店已更新成為第
五代店舖設計，而且超過8�%的零售店設置在二、三線市場。我們認為嶄新的裝修設計
能給予顧客更舒適的購物環境及消費感覺。

增加旗艦店是本集團樹立品牌形象的重要一環。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全國
的特步品牌旗艦店總數達至�0家。中國經濟騰飛，尤其二、三線城市的經濟發展尤為驚
人。我們貫切以二、三線城市為核心發展市場，尤其看好中國的中部及東北地區蘊藏著
極大的市場潛力。目前特步品牌已經在湖南省一帶擁有市場主導地位，這讓我們以此堅
固的根基為立足點，進一步加強其他二、三線城市的市場佔有率，讓更多中國人體驗特
步品牌的非凡魅力。

優秀管理

我們非常重視企業管理，為了進一步提升管理系統以優化項目營運效率，我們積極優化
供應鏈，加強從設計、生產、銷售至分銷的管理，以快速面對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及潮
流走勢。本年度，集團採用實時監察的分銷資源系統所覆蓋的全國特步品牌專門零售店
已達約�0%。分銷資源系統能追蹤實時的銷售及存貨水平及產品的情況，使集團更有效
地計劃及監控銷售市場狀況。

由於特步品牌在市場上的知名度及認受性日漸提升，以及全體管理層及員工對集團的專
注工作及努力，本人非常榮幸獲得由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主辦、由獨立專業專家評審團選
出的一年一度的二零零九年度中國「安永傑出企業家」大獎。此獎項在市場有著企業界「奧
斯卡」的美譽稱號。此外，於二零一零年三月，本集團獲恒生指數納入為三大恒生綜合指
數系列成份股，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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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恒生綜合指數；

b) 恒生綜合行業指數－消費品；及

c) 恒生綜合小型股指數。

能獲此崇高的獎項和嘉許是對企業未來發展的一個莫大鼓勵。

世界品牌，中國市場

隨著中國有效而持續的經濟發展步伐、城市化建設的快速改革、積極促進推動內需及消
費，預計未來中國的消費市場具有長遠的持續性增長。體育產業將是國家未來重點支持
的產業之一，在可預計的將來，國內體育用品行業將會繼續受惠。為了致力提升特步品
牌成為世界品牌，集團將繼續提升品牌，創新產品、擴張網絡及優化管理。

二零一零年舉辦的中國上海世博會，將是中國向全世界展示國家文化、經濟及企業的國
際級盛事。集團非常榮幸成為中國二零一零年上海世博會志願者首席贊助合作夥伴。在
世博會園區內所有的志願者，將全部穿上由本集團設計及提供的「世博會特步」專用運動
裝備。因此來自不同種族、國家、企業的與會人士，將注意到由本集團提供的時尚及高
質素的運動服飾，亦因此再次在國際級的事項上提升特步品牌地位。

為使特步品牌在未來頂尖的體育賽事上亮相，集團積極爭取與國際級隊伍合作。在二零
一零年一月，集團有了突破性的發展，集團與世界頂級的足球賽事之一的「英國超級聯
賽」其中的伯明翰足球隊簽約，作為其由二零一零年八月至二零一五年五月，為期五年的
獨家體育用品贊助商。此項贊助創造了歷史，使特步品牌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家中國體
育品牌在英國超級聯賽上亮相的贊助公司。未來五年在全球轉播的賽事上，全球數以億
計的球迷及觀眾均可看見伯明翰足球隊隊員在出賽時，穿著由本集團設計及贊助的專業
「特步－伯明翰」時尚球衣，在其作出世界一流水平的專業足球比賽同時，兼能表現出各
隊員在球場上的時尚動感。二零一零年亦是世界盃年。因此本集團亦通過與國內主要網
站之一「搜狐」合作，作為其世界盃網站的體育用品品牌贊助商，透過其龐大的客戶群，在
觀看世界盃網站最新的消息及結果的同時，亦宣傳特步品牌最新產品及情況。



- � -

本集團為提升產品設計質量，將會聘請更多具有國際經驗的著名設計師加入設計隊伍，
並且將在廣州開設具先進設計設備的研發中心，在將來推出更多新款式的產品。另外，
本集團亦將會推出專為長跑項目設計的特步「超輕馬拉松跑鞋」及多款時尚減震跑鞋系
列，以加強在跑步項目的推廣。

本集團亦計劃繼續擴大國內銷售網絡，在二零一零年計劃增加800-�,000家特步品牌專門
零售店，亦會在黃金地段增加�-8家旗艦店，以提升特步品牌地位。

本集團亦非常重視管理質素，在將來注重提升管理層的企業管治，業務策略及財務管
理。另外亦繼續嚴格控制及管理銷售渠道網絡的營運與及供應鏈的運作。本集團亦會繼
續發展多品牌策略及注意擴大經營多品牌的機會。

主席
丁水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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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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連同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比較數字。本業績
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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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3 3,545,336	 �,8��,�8�

銷售成本  (2,157,549	) (�,80�,8�9 )    

毛利  1,387,787	 �,0��,�0�

其他收入與收益 3 10,688	 �,���
銷售及分銷成本  (522,966	) (��0,��9 )
一般及行政開支  (174,147	) (��8,��9 )    

經營溢利 4 701,362	 �90,���

財務收入╱（成本）淨額 5 860  (��,��� )    

除稅前溢利  702,222	 ���,��9

所得稅開支 6 (54,701	) (�9,��� )    

年內溢利  647,521	 �08,���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8
 －基本（人民幣分）  29.79	 ��.8�    

 －攤薄（人民幣分）  不適用	 ��.8�    

年內股息的詳情於財務報表附註�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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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溢利  647,521  �08,���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73,924	 (8�,�99 )
其他全面收入成份相關的所得稅  –  –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已扣稅）  73,924  (8�,�99 )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721,4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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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92,969  ���,���
預付土地租金  21,345	 ��,8��
已付收購土地使用權的按金  50,079  �0,0�9
已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按金  10,000	 �0,�88
無形資產  615	 �9�    

  275,008	 �98,��8    

流動資產
存貨  265,689		 �88,�8�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 9 522,755	 ���,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79,526	 ���,��0
已抵押存款  –	 �,00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497,635  �,���,9�8    

  3,365,605  �,0�9,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10 439,398	 ���,989
已收按金、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65,494  ��,�9�
計息銀行借貸  –	 ���,000
應繳稅項  24,373	 �0,���    

  629,265  ���,���    

流動資產淨值  2,736,340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011,348	 �,��0,�00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7,268  �,8��    

  27,268	 �,8��    

資產淨值  2,984,080	 �,���,���    

權益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9,177	 �9,���
儲備  2,964,903  �,��8,�99    

權益總值  2,984,0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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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會計政策及披露變動

本集團於本年度的財務報表首次採用以下的全新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綜合及獨立財務
 （修訂本）  報表－投資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
  公司的成本」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以股份支付款項－歸屬
 （修訂本）  條件及註銷」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具：披露－改善
 （修訂本）  金融工具的披露」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 對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收益－釐定實體是委託人或
 （修訂本）*  代理人」的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 對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呈列」及香港會計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準則第�號「財務報表的呈列－可沽售金融工具及
 （修訂本）  清盤產之責任」的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對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
 －詮釋第9號及  「重新評估內含衍生工具」及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內含衍生工具」的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顧客忠誠度計劃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房地產建築協議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對沖於外國業務的淨投資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從客戶轉撥資產（已由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起採納）
 －詮釋第�8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修訂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二零零八年十月）**

* 列入於二零零九年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內（於二零零九年五月頒佈）。
** 本集團已採納於二零零八年十月頒佈的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惟於二零零九

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持作出售非流動資
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計劃出售附屬公司的控股權益」除外。

除下文進一步闡述的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的影響外，採納以上全新及經修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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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使財務報表的呈列及披露出改變。該項經修訂準則將擁有人及
非擁有人之權益變動分開。權益變動表只包括與擁有人交易之詳情，而所有非擁有人權益
變動作為單項呈列。此外，此項準則引入全面收益表，將所有已於損益確認之收支項目，
連同所有其他已於權益直接確認之已確認收支項目，以單一報表或兩份相連報表呈列。本
集團選擇以兩份報表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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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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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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國為本集團的主要營業及經營地點。因此，並無呈報地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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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製造及銷售體育用品：
 鞋履 1,619,132  �,���,�9�
 服裝 1,874,461	 �,��0,9��
 配飾 51,743	 ��,�09    

 3,545,336	 �,8��,�8�   

其他收入及收益
租金收入 616	 ��0
來自中國政府的補貼* 4,932	 �,���
其他 5,140	 ���    

 10,688  �,���    

 3,556,024	 �,8��,�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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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溢利

本集團的經營溢利已扣除：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售存貨成本*  2,157,549	 �,80�,8�9
折舊  15,383	 ��,�8�
預付土地租金攤銷  502	 �0�
無形資產攤銷**  176	 ��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163,178	 ���,���
 其他津貼及福利  11,046  9,9��
 以股權結算的購股權價值  8,042  �,9��
 退休計劃供款***  10,209	 9,0��    

  192,475	 ��0,��9    

核數師酬金  2,627	 �,���
根據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應付的最低租金  4,720	 �,���
研究及開發成本****  56,735	 ��,���    

* 年內已售存貨成本為人民幣���,0��,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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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內無形資產攤銷計入綜合收益表的「一般及行政開支」內。

***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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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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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收入╱（成本）淨額

財務收入╱（成本）的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償還的銀行貸款利息  （10,598	） （��,�89 ）
優先股利息開支  –	 （��9 ）
匯兌差額淨額  （3,630	） （�8,��� ）
銀行利息收入  15,088	 ��,08�
優先股衍生工具部份公平值收益  –	 �,���    

  860	 （��,��� ）    

6.	 所得稅

本集團於年內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二零零八年：無），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
出撥備。其他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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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海外
 年內稅項 29,475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782	 –
遞延稅項 24,444  �,8��    

 54,701	 �9,���    

特步（中國）有限公司（「特步（中國）」）作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有權於截至二零零八年
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獲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減免�0%。柯林（福建）服
飾有限公司（「柯林（福建）」）及晉江市特步體育用品有限公司（「晉江特步」）亦可在截至二零
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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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特步投資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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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廈門特步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溢利分別按地方稅局訂定的通行稅率�8%及�0%
計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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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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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 702,222	 ���,��9    

按適用稅率計算的稅項 180,681  ���,99�
因稅項優惠調低稅率或免稅優惠 (193,964	) (8�,8�0 )
就過往年度的即期稅項作出調整 782	 –
毋須課稅收入 (546	) (�,�8� )
不可扣稅的開支 37,606	 �,89�
按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可分派溢利�%計提預扣稅的影響 24,444	 �,8��
未有確認的稅項虧損 5,698	 �,��8    

按本集團的實際稅率計算的稅項支出 54,701	 �9,���    

本集團於年內的香港稅項虧損約為人民幣��,���,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8�,000
元），可無限期用以抵銷有關公司未來產生的應課稅溢利。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就稅項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二零零八年：無），因為
本公司董事認為不確定於可見將來產生稅務虧損的相關公司是否有應課稅溢利可供抵銷稅
項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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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已付股息：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8.0港仙（二零零八年：無） 153,286	 –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0港仙（二零零八年：無） 95,803	 –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港仙（二零零八年：�.0港仙） 134,155	 9�,�9�    

 383,244	 9�,�9�    

擬派末期及特別股息：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港仙（二零零八年：8.0港仙） 191,368	 ���,�8�
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0港仙（二零零八年：�.0港仙） 95,684	 9�,80�    

 287,052	 ��9,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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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財務報表並無反映
應付末期及特別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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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08,���,000元），以及年內已發行的普通股股數
�,���,���,000股（二零零八年：已發行股的加權平均股數�,89�,��8,���股，經調整以反
映年內轉換優先股、資本化發行及股份發售）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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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本公司的未行使購股權於年內的行使價高於本公司普通股的平均市價，因而對每
股普通股的基本盈利並無攤薄影響，故並無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所呈列的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作攤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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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根據年內本公司普通
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08,���,000元計算，並經調整以反映優先股的估算利息
開支人民幣��9,000元及優先股衍生工具部份的公平值收益人民幣�,���,000元。用以
計算普通股加權平均數�,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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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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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股
普通股。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尚未行使的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對
該年內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並無攤薄影響。

9.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

	 本集團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款項 521,691  ���,9��
應收票據 1,064	 –    

 522,75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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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存在一定程度的集中信貸風險。應收貿易款
項不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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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視為減值的應收貿易款項的賬齡分析載列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既未逾期亦未減值 274,962	 ���,8��
逾期少於三個月 185,595	 80,���
逾期三至九個月 59,434	 8,�8�
逾期九個月以上 1,700	 ��    

 521,691	 ���,9��   

既未逾期亦未減值的應收款項與近期並無拖欠紀錄的多名多元化客戶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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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0.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於報告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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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365,594	 ��9,��0
三至六個月 47,749	 ��,�8�
六至十二個月 24,579	 �,09�
一年以上 1,005	 �8�    

應付貿易款項 438,927	 ���,989

應付票據 471	 �0,000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439,398	 ���,989    

應付貿易款項不計息，一般於�0日至90日內結清。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的賬面值與其公平
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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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盈利能力數據（人民幣百萬元）  
收入 3,545.3 �,8��.�
毛利 1,387.8 �,0��.�
經營溢利 701.4 �90.�
年內溢利 647.5 �08.�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分）（附註�） 29.79 ��.8�

盈利能力比率(%)
毛利率 39.1 ��.�
經營溢利率 19.8 �0.�
淨利潤率 18.3 ��.�
實際稅率 7.8 ��.0
平均股權持有人權益總額回報（附註�） 23.0 ��.8
    
營運比率（佔收益百分比）(%)
廣告及營銷開支 11.8 9.�
員工成本 5.3 �.�
研發及開發費用 1.6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資產及負債數據（人民幣百萬元）  
非流動資產 275.0 �98.�
流動資產 3,365.6 �,0�9.9
流動負債 629.3 ���.�
非流動負債 27.3 �.8
股東權益 2,984.1 �,���.8

資產及營運資金比率
流動資產比率 5.3 �.8
負債比率(%)（附註�） 0.0 �.�
每股資產淨值（人民幣元）（附註�） 1.37 �.��
平均存貨周轉日數（附註�） 47 �9
平均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周轉日數（附註�） 54 �8
平均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周轉日數（附註�） 69 ��



- �9 -

附註：

�)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有關年度的已發行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計算。

�) 平均股權持有人權益總額回報以年內溢利除以年初及年終平均股權持有人權益總額計算。
�) 負債比率乃根據總借貸除以本公司於年終的股本及儲備之總和計算。
�) 每股資產乃根據上市後及年終時已發行股份總數計算。
�) 平均存貨周轉日數以年初及年終平均存貨除以銷售成本，再乘以���日計算。
�) 平均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周轉日數以年初及年終平均應收貿易賬款除以收益，再乘以

���日（或於二零零八年，���日）計算。
�) 平均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周轉日數以年初及年終平均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除以銷

售成本，再乘以���日（或於二零零八年，���日）計算。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市場回顧

充滿演變的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初，環球經濟歷經挑戰，各國均面對各種層面的經濟衰退，中國經濟的發展
亦受到外圍因素影響。然而，在中國政府快速推出的有效量化寬鬆經濟及貨幣政策，促
使國內產業在下半年回復增長。國家統計局公佈，二零零九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為人民
幣���,���億元，較去年增長約8.�%。此外，社會零售消費總額的增長亦正在加速，中國
二零零九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人民幣���,���億元，較去年增長約��.�%，其中城市
消費品零售額亦達人民幣8�,���億元，較去年增長約��.�%。市場各項指標均顯示中國正
處於較外國快速的復甦週期，人民對經濟前景信心增強，勞動力市場亦逐步改善，居民
的消費力將會繼續擴張，運動用品行業將會受惠於消費持續強勁的勢頭，加上中國運動
用品企業品牌持續提升，內需熾熱等因素實對行業相當有利。

大眾市場潛力龐大

體育產業是國家支持的重點行業。經濟回穩，加上國家推出的體育產業振興規劃，預計
未來將進一步推動中國體育用品市場的發展。近年，大部份一線城市的零售市場已接
近體育用品行業的飽和點，而二、三線城市則受中國持續的城市化建設所帶來的經濟增
長，其消費能力的增長率穩步上升。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近年中國二、三線城市的
國民生產總值增速持續高於京滬深等一線城市，尤以湖南、湖北及安徽省等超過��%的



- �0 -

增速成為全國經濟增長的領頭羊。高速的經濟發展帶動資本和勞動力向二、三線城市轉
移，消費需求因而急速上升，從而創造出更大的市場空間，因此本集團在二、三線市場
佔有優質的零售網絡便更能佔盡先機。

運動生活化

自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後，中國人民對運動的興趣及意識已大大提高，健康的運動生
活化已成為優化生活的一部份。從此，運動不再只屬於競技場，而已融入生活之中。預
計，後奧運效應以及上海世博會、南非世界盃、廣州亞運會及深圳大運會等未來數年的
國際及國內大型體育焦點盛事將繼續刺激消費者對運動的興趣，從而掀起運動服飾產品
的消費熱潮，為中國體育用品行業提供巨大的發展空間。近年，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不
斷提升，消費觀念有所轉變，開始加強對品牌的意識，追求休閒消費的時尚潮流，令時
尚運動服廣受大眾青睞，亦為本集團締造無限商機。

業務回顧

本集團在二零零九年取得持續性的業績增長，主要是由於特步品牌來自四大核心競爭力
的提升，包括品牌建設、創新產品、渠道建設及管理能力。

品牌建設

「讓運動與眾不同」是特步品牌的核心理念。本集團一直非常重視品牌建設，為加強特步
品牌在時尚運動界的領先地位，於回顧年內本集團均著力推行差異化的品牌建設及市場
推廣，透過獨有的體育與娛樂雙線營銷策略，贊助國家及國際性的事項、贊助主要體育
賽事、主辦娛樂推廣表演與及有效的媒體宣傳，於點線面多角度從不同渠道進行廣泛而
有效的宣傳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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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家級及國際性事項

全城投入全民全運

第十一屆全國運動會為二零零九年中國最矚目的本土體壇盛事。全運會是中國四年
一度的重要體育盛事，而於今年，開幕典禮由國家領導人胡錦濤主席親領主持，全
國各省派出精英代表競逐各項比賽，並獲得各地傳媒的高度關注。歷時��天的全運
會賽事於山東省濟南市舉行，計有��個大項及���個小項比賽，並產生���面金牌。
本集團非常榮幸成為此盛事的唯一體育用品合作夥伴，贊助了山東、湖南、福建、
江蘇、遼寧、貴州、香港以及人民解放軍代表團的全套裝備，以及擔任工作人員、
裁判員、志願者及火炬接力活動的獨家服裝贊助商。經由電視直播及轉播，各國數
以億計的人民均可實時與現場觀眾一同感受賽事的熾熱氣氛。由本集團贊助全套裝
備的8隊隊伍中的其中�隊，即山東省、解放軍、江蘇省及遼寧省隊伍更囊括全運
會金牌榜首四名的位置。另外，本集團贊助的香港隊亦打破了歷年來香港隊獲取獎
牌的數目，成為傳媒的焦點。這項推廣大大提升了特步品牌在國內的知名度及美譽
度。此外，此贊助更能深化特步與國家頂級賽事的夥伴關係，亦彰顯本集團對中國體
育事業的支持。

2.	 主要體育賽事

「愛跑步、愛特步」

特步品牌除領導時尚運動市場之外，在本年度亦加強了功能性的運動元素，為本集
團注入了新的增長動力。跑步為全球廣受歡迎的運動之一，競技與休閒並重，而由
於參與跑步的群體不受年齡、性別、時間及場地的限制，因此跑步項目於中國的體
育類別之中擁有龐大潛力，市場成長非常快速。有見及此，本集團已將該項運動確
立為年內體育營銷的重點方向。本集團亦專門針對跑步項目加強各項資源的投入，
提升市場對特步品牌跑步系列的關注。在二零零九年，主要推廣活動包括：於主要
電視頻道包括中央電視台第一台及中央電視台第五台、湖南衛視、安徽衛視推出嶄
新的電視廣告宣傳及口號「愛跑步、愛特步」。

此外，本集團於回顧年內有關跑步的推廣及贊助活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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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廈門國際馬拉松賽

廈門國際馬拉松賽由中國田徑協會和廈門市政府聯合主辦，設有男女子全程馬拉
松、半程馬拉松、�0公里及�公里等8項賽事，來自世界各地�0個國家的健兒超過
��,000人。本集團在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三年連續�年成為廈門國際馬拉松賽的獨家
體育用品合作夥伴，贊助各選手參賽時穿著的運動服飾。

西安城牆馬拉松賽

本集團連續第三年贊助西安城牆馬拉松賽，是該項賽事的全球高級合作夥伴及唯一
指定運動裝備合作商，並為所有參賽健兒提供參賽運動服。該項賽事吸引了來自��
個國家、中國��個省份、以及香港、澳門、台灣等地的運動員報名參賽，包括多國
政要和著名運動員等。

西藏國際半程馬拉松挑戰賽

西藏國際半程馬拉松挑戰賽由中國田徑協會、西藏自治區體育局、拉薩市人民政府
共同主辦，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超高難度的半程馬拉松賽。本集團為是次賽事的指
定服裝贊助商，為運動員及與會領導提供賽事有關的體育用品。

安利紐崔萊健康跑

本集團贊助了一連串的健康跑活動，分別已於成都、杭州、合肥及濟南等地方完滿
舉行，合共超過�0,000名選手參加。

�009年奧運歡樂跑

是次活動假香港迪士尼樂園渡假區舉行，主題為「掀動、學習、體驗」。

以上賽事得到傳媒的高度關注，並獲得廣泛的報導，並能提升特步品牌的知名度。
透過服飾贊助讓潛在客戶體驗特步品牌的產品，進行有效的宣傳推廣。

潮流特步展現與眾不同的運動領域

由於極限運動的精神與特步品牌「拒絕傳統」及「突破自我」的理念如出一轍，本集團
與CX全國極限精英賽的合作關係於本年度踏入第三個年頭。除獨家冠名贊助極限
精英賽外，本集團亦贊助在北京、成都、廣州、上海、瀋陽及武漢舉行的「CX極限
校園行」。特步CX全國極限精英賽獲得媒體龐大的迴響，並廣受全國年青人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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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立品牌的潮流定位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時，本集團亦積極贊助其他流行運動比
賽，如中國全國男子籃球聯賽、中國女子籃球甲級聯賽、浙江省「X特步」第二屆中
學生籃球賽及香港明星足球隊等。

3.	 娛樂營銷推廣

加強品牌代言人陣容

邀請偶像明星擔任品牌代言人一直是本集團創辦的娛樂營銷重點之一，冀透過各代
言人在演藝界的時尚魅力及媒體巨大的滲透力，提升特步品牌的知名度。於回顧年
內除固有的品牌代言人包括謝霆鋒、潘瑋柏及蔡依林外，本集團更為其星級陣容增
添五位新成員－於二零零九年在中國迅速躥紅的「快樂女聲」五名優勝者江映蓉、李
霄雲、黃英、郁可唯及劉惜君。

特步娛樂盛典連連

為加強特步品牌在時尚運動界的領先地位，本集團在全國特步品牌的重點城市，展
開與眾不同的大型娛樂營銷活動。是次由特步品牌冠名的明星巡迴演唱會成功以獨
特的營銷方法吸引全國年青人的注意，並得到媒體前所未有的廣泛報導，掀起一股
「特步熱潮」，為時尚與運動一次完美結合的典範，其活動摘要如下：

特步之夜－歡樂中國行

是項活動由第十一屆全國運動會在中國山東省濟南組委會籌辦，藉以推廣第十一屆
全國運動會。於二零零九年六月，特步群星匯聚的盛大表演熱爆濟南，入場人次破
紀錄超過�0,000人。由於是項活動獲媒體廣泛報導，作為冠名贊助商，本集團不僅
在山東，在全國亦獲媒體廣泛關注。

步同凡響－ �009巨星巡迴演唱會

「步同凡響－ �009巨星巡迴演唱會」由特步品牌代言人演出共五場演唱會，於二零
零九年七月至八月期間在蘇州、武漢、杭州、長沙及合肥等五大城市舉行，特步的
品牌形象在這些城市已得到進一步的鞏固。由於可與巨星有近距離接觸的機會，是
次巡迴演唱會引起極大迴響。以上五場演唱會均獲得巨大成功，參與觀眾合共逾
�0,000人。由於在演唱會舉行前後均獲廣泛報導，加上各大電子媒體透過例如湖南
衛視等多條電視頻道現場直播，是次巡迴演唱會更跨越界線，鄰近地區的觀眾亦得
以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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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女聲巡迴演唱會

本集團為五名全國著名的「快樂女聲」優勝者舉行了六場演唱會，分別在上海、長
春、溫州、北京、成都及昆明。此六場演唱會在當地引起非常注目的宣傳效果，現
場觀眾超過�0,000人。這五名年輕及充滿活力的代言人穿著特步品牌時尚運動服飾
演出，充份發揮了時尚動感魅力，並且在網絡、電視及電台吸引了無數時尚群眾的關
注，因此對特步品牌帶來極為有效的品牌提升。

4.	 廣告投放

本集團利用多元化媒體進行市場推廣並推出不同風格的廣告吸引龐大消費者注意，
全年共推出四個不同風格的時尚動感廣告，包括：

《街舞篇》－顯現活力節拍
《未來篇》－帶領時尚，走在潮流尖端
《全運會數字篇》－全力支持國家級體育盛事
《廈門國際馬拉松真我篇》－愛跑步，愛特步，展現特步品牌跑鞋時尚功能並重

本集團選擇性地在以下極具影響力及高收視的電視頻道播放以吸引大眾對特步品牌
的注意力，包括：

全國：中央電視台�台－中國中央電視台（「中央電視台」）的最重要全面性電視頻道，
綜合各類電視節目供有線及無線電視觀眾觀賞。本集團在該頻道投放電視廣告以提
升品牌知名度。

體育：中央電視台�台－中央電視台的專用體育頻道，播放各類型的體育項目。本
集團與中央電視台簽訂為期兩年的協議，成為中央電視台�台的官方合作夥伴，於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零年期間，在所有現場直播的體育賽事中插播特步品牌的廣告。
在此頻道投放廣告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增強特步在體育用品行業的品牌知名度。

華南：湖南衛視－該頻道成為最受歡迎的主要電視頻道之一，熱點提供具有豐富娛
樂性的節目。本集團是「天天向上」的獨家冠名贊助商，該節目內容精彩，為全國最
受歡迎的娛樂節目之一，廣受觀眾支持，因而提升了特步品牌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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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東南衛視－能廣泛覆蓋福建省及台灣，具有「台海」及「娛樂」兩大特色。本集
團亦是熱潮音樂節目「東南勁爆音樂風雲榜」的主要合作贊助商，吸引無數喜愛音樂
的年輕人關注。

華東：安徽衛視－本集團與安徽衛視組成策略性體育用品合作夥伴，安徽衛視是中
國東部地區最早啟用的電視頻道之一，於區內擁有龐大覆蓋。本集團投放特步時尚
體育品牌形象代言人的電視廣告，以加強本集團在這富裕地區的品牌推廣。

除了電視廣告外，本集團亦在各大體育及時裝雜誌刊物廣泛刊登印刷廣告，藉此進
一步增強特步作為領先時尚體育品牌的地位。鑒於媒體領域不斷演變，本集團的廣
告策略越加趨向採用戶外及網上媒介。

創新產品

特步品牌的設計向來帶領潮流，為消費者帶來多元化的產品選擇及不一樣的運動體驗。
延續「讓運動與眾不同」的品牌理念，本集團於回顧年內已確立跑步及足球為發展的重點，
並分別推出多項不同產品及系列，以加強品牌的滲透率及知名度。

回顧年度內，為加強產品的開發及設計，本集團的設計及研發團隊達至��8人（二零零八
年：�00人），而且聘請多名外國著名的設計師加盟設計隊伍。本集團與英國、法國和南
韓的設計團隊緊密合作，全年合共推出合共約�,�00款鞋履設計及約�,800款服裝設計。特
步並於每年舉行共�次的訂貨會上均推出四季不同風格的設計系列，以滿足不同顧客的喜
好。

鞋履設計

本年度合共推出9類約�,�00款新穎時尚的鞋履，主要為：休閑鞋、復古鞋、帆布鞋、跑步
鞋、網球鞋及籃球鞋等，兼具時尚及功能的元素。在回顧年內，為推出更舒適的運動鞋及
加重跑鞋方面的技術，在鞋履的功能上面有了多方面的改進及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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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主要功能

太極概念減震鞋底 由高彈性EVA MD材料及TPU護套組合，主要防止腳弓過
 度彎折拉傷

雙重減震鞋底 由中心結構支架、減震片、後跟彈簧支架和外底組合而
 成，主要達到防滑及吸震功能

果凍膠減震 由TPU二次發泡成型技術、Phypon中底橡膠及X-CJ果凍膠
 組成，為集團研發的高性能減震混合物，能吸收大部份
 衝擊力，避免脊椎、膝蓋及腳踝受到不當的地面反推擠
 壓，幫助節省體能

雙向平衡傳導 利用內外側兩個相反方向的支撐反彈，實現內外平衡減震
 作用

納米銀抗菌 納米銀抗菌能有效減少細菌寄生及容易清理

在設計工藝上亦有不少突破，例如：

• 套色刺繡
• 立體刺繡
• 互搭工藝及珠片套織
• 竹蓆紋特殊質料
• 裂紋皮特殊質料
• TPU電鍍鑲鑽熱壓工藝

另不同種類的鞋履能做出不同紋理和不同效果的刺繡手法，來提升整體的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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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飾設計

本年度合共推出9大不同系列共約�,800款不同的四季時尚運動服飾，主要包括：動感都
市系列、動感生活系列、經典系列、邁阿密系列、綜合訓練系列、足球系列及網球系列
等色彩繽紛、年輕活潑的運動衣服套裝。其中足球系列是為迎接二零一零年世界盃熱
潮，利用不同國家足球隊伍的風格及色彩，再加上世界頂尖聯賽球會的特色，從而設計
出具時代感的潮流時尚運動服飾，受到大眾顧客的非常高的評價。

在運動服飾上的功能技術亦有以下主要的提升：

功能 特色

冰爽系列

透氣功能

生態保暖棉

冰爽纖維有經過納米技術處理，能過濾光線中的熱幅射，
反射和分散紅外線，因此減低熱溫感覺

雙向氣流循環，超級輕薄，特別抗菌處理

由含有杜邦Sorona生物基材料的保暖纖維製成，能保暖 
透氣

渠道建設

覆蓋全國的零售店網絡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透過其分銷商或第三方零售商共經營�,���家零售
店。下表載列本集團分銷商及第三方零售商以特步品牌及其他品牌在中國經營的零售店
數目的情況：

零售店數目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品牌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變動

特步品牌 6,103	 �,0��  +�,0��
其他品牌 430  ���  -��     

總計	 6,533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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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為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特步品牌及其他品牌零售店及旗艦店數目按
地區劃分的分佈情況：

	 特步品牌		 特步品牌		 其他品牌		 其他品牌
	 零售店數目		 旗艦店數目		 零售店數目		 旗艦店數目

東部地區 �,���  ��  ���  –
南部地區 �,�99  9  ���  �
西部地區 �,0��  �  ��  –
北部地區 �,��9  �  ���  –       

總數	 6,103		 30		 430		 1       

特步品牌

隨著特步品牌持續擴充其零售網絡覆蓋，在中國的零售店及旗艦店總數、總銷售面積及
平均每店銷售面積增長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變動

零售店總數 6,103  �,0��  +�0.�%
旗艦店總數 30	 ��  +��0.0%
總銷售面積（平方米） 498,000	 ���,000  +��.�%
平均每店銷售面積（平方米） 82	 ��  +9.�%     

主要城市

於回顧年內，東部及南部地區均為特步品牌的重點發展地區。尤其是湖南及湖北省等南
部地區以及江蘇、浙江、安徽及山東省等東部地區，為本集團零售店網絡的主要地區。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最新統計數字，於二零零九年全年，以上大部份的本地生產總值
均錄得雙位數字增長，並超出中國總體國內生產總值的�.�%。本集團的策略是在這些急
速增長的地區進一步擴充其業務網絡。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透過其
分銷商或第三方零售商在以上六個省份經營合共�,��9家零售店，佔其全國零售店網絡總
數量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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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艦店建設

本集團致力透過改革零售店的形象及設立旗艦店以提高其知名度及美譽度。截至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共擁有�0家特步品牌旗艦店，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增加�8家。分別分佈於全國各地的黃金地段內，包括上海、山東、浙江、湖南、安
徽、吉林、河南、廣西、山西及貴州省等。此外，本集團已積極為旗下大部份的特步品
牌旗艦店及零售店推出第五代形象店的設計，以提升品牌的整體形象。

其他品牌

其他品牌主要包括迪士尼運動品牌及柯林品牌。這些零售店主要位於北部及東部地區，
因為以上品牌在這些地區享有較高的認知度。其他品牌的零售店數目減少的主要原因是
由於集團集中資源發展潛力較好的迪士尼運動品牌，因此減少柯林品牌的零售店數目。

管理能力

渠道管理

我們視分銷商為我們重要的業務夥伴，在覆蓋��個省份下，我們委任合計�8名獨家特步
品牌分銷商及�0其他品牌分銷商。為確保所有零售店展示及豎立貫徹一致的品牌形象，
本集團設有統一的營運守則，當中詳細列出有關零售店設計及陳列佈置的規格、客戶服
務標準及定價政策。本集團會定期提供全面的營銷指引、視覺商品營銷及存貨管理的培
訓，確保本集團作為領先的時尚體育用品企業的品牌形象得以貫徹實行。

本集團在各方面得以成功，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為其一直嚴謹的分銷管理系統。於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全國特步品牌分銷商及加盟商經營的零售店採用實時監察的分銷
資源系統的比例已達�0%。分銷資源系統直接連接分銷商的存貨及財務系統，使本集團
能夠實時記錄及追蹤存貨水平、倉庫產品走勢以及零售店的情況。因此，本集團能夠更
有效計劃及監控市場狀況，同時優化存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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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管理

本集團從設計、生產、銷售至分銷管理，均採用垂直綜合業務模式。憑藉自設的生產設
施，本集團能夠快速面對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及潮流走勢。於回顧年內，本集團的自設
廠房包括��條鞋履生產線及�0條服裝生產線，鞋履產品及服裝產品的總年產能分別約達
�,�00萬雙及�00萬件。本集團生產設施的使用率接近�00%。於回顧年內，按銷售量計分
別約��%鞋履及�0%服裝產品由本集團生產。

多品牌策略

除了特步品牌外，集團亦通過其他品牌建立多品牌策略。現時其他品牌是包括迪士尼運動
品牌及柯林品牌，由於集團認為迪士尼運動品牌更具潛力及市場空間更大，因此減少對柯
林品牌的資源投入，更加專注發展迪士尼運動品牌。在過往的期間，本集團對於迪士尼運
動品牌有以下優異的發展：

�. 二零零六年簽訂中國國內代理協議

�. 二零零九年簽訂香港╱澳門╱台灣地區的代理協議

�. 二零一零年簽訂海外��個國家，包括東南亞、中東及中歐國家的代理協議

目前在國內已有超過�00個迪士尼運動品牌的專門零售店。在回顧年內更在香港開設第一
家旗艦店及另外�家零售店。相信在將來會繼續增加國內及國外的零售店網絡。由於目前
仍然屬於建立品牌的初期階段，因此銷售業績在穩步發展，集團相信隨著迪士尼運動品
牌在國內及國外的品牌推廣增加而日漸提升，加上中國在未來於上海將會計劃落成首個
於中國的迪士尼樂園，因此本集團非常有信心迪士尼運動品牌將會在未來增加其業績的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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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按品牌產品銷售及原設備製造商銷售劃分的收入及毛利率分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收入（人民幣千元）	 佔收入百分比(%)	 毛利率(%)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動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動
   （%）     （百分點）

特步品牌 3,330,764 �,�0�,��� +��.8 93.9 90.9 39.0 ��.� +�.�
其他品牌 214,572 ���,��� -��.�	 6.1 8.� 40.7 ��.� -�.9
原設備製造商 – �9,�0� 不適用 – 0.� – ��.� 不適用        

總計 3,545,336 �,8��,�8� +��.� 100.0 �00.0	 39.1 ��.� +�.0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止的總收入上升��%至約人民幣��.�億元
（二零零八年：人民幣�8.�億元），整體毛利率亦上升�.0百分點至�9.�%（二零零八年：
��.�%）。整體收入及毛利率的上升主要由於特步品牌的業績大幅提升所致，但由於柯
林品牌銷售減少，因此導致其他品牌的收入下降了約��%。另外，本集團在回顧年內停
止了原設備製造商的業務。特步品牌產品仍是本集團主要收入來源，約佔本集團收入的
9�%，其業績分析如下：

特步品牌

特步品牌按產品種類劃分的收入分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收入（人民幣千元）	 佔收入百分比(%)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動(%)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鞋履 1,520,185 �,��0,�0� +��.� 45.6 ��.�
服裝 1,773,159 �,���,�0� +��.9 53.2 ��.�
配飾 37,420 �0,��8 -��.� 1.2 �.0     

總計 3,330,764 �,�0�,��� +��.8 100.0 �00.0     

毛利率 39.0% ��.�% +�.�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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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特步品牌產品總收入大幅上升�8%至人民
幣��.�億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億元），毛利率上升�.�百分點至�9.0%（二零零八年：
��.�%）。特步品牌產品錄得如此驕人成績，主要是受惠於中國整體經濟在二零零九年下
半年開始復甦，特步品牌隨著多個大型國家及國際級的體育項目贊助，與及獨特的娛樂
營銷推廣手法，因而知名度大幅提升。加上特步品牌產品能迎合大眾市場的歡迎，零售
渠道的銷售理想，所以加大擴張銷售渠道網絡，本集團的整體每店平均（批發）銷售收入
亦有所提升。

特步品牌收入上升概括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動(%)

收入（人民幣百萬元） 3,330.8	 �,�0�.�  +��.8
全年平均店舖數目	 5,580	 �,��8  +�8.�
全年平均每店（批發）收入（人民幣） 596,911	 ���,�0�  +8.�     

附註：平均每店（批發）收入指於本財政年度的收入除以本財政年度的平均零售店數目。

特步品牌鞋履的收入、銷售量及平均售價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變動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

收入（人民幣百萬元） 1,520.2	 �,��0.�  +��.�
銷售量（百萬） 19.1	 �8.�  +�.�
平均售價（人民幣） 79.4	 ��.�  +8.�
毛利率(%) 39.1	 ��.�  +�.�百分點     

特步品牌鞋履的收入上升��%至人民幣��.�億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億元），佔特步
品牌收入的��%。有關收入增加主要是由於鞋履銷售量增加約�%至�,9�0萬雙（二零零八
年：�,8�0萬雙）及平均售價上升8%至人民幣�9.�元（二零零八：人民幣��.�元）所致。平均
售價上升主要原因是由於給代理商的出廠折扣率由二零零八年的��%減少至二零零九年
的��%所致。由於給予代理商的出廠折扣率減少及成功控制成本，所以毛利率上升�.�百
分點至�9.�%（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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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步品牌服裝的收入、銷售量及平均售價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變動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

收入（人民幣百萬元） 1,773.2	 �,���.�  +��.9
銷售量（千） 28.6	 ��.�  +��.�
平均售價（人民幣） 62.0	 ��.�  +9.9
毛利率(%) 39.1	 �8.�  +�.0百分點     

特步品牌服裝的收入大幅上升��%至人民幣��.�億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億元），有
關收入增長強勁由於銷量大幅上升約��%至�,8�0萬件（二零零八年：�,��0萬件）及平均售
價上升約�0%至人民幣��.0元（二零零八年：��.�元）所致。由於平均售價提升，因此毛利
率亦上升�.0百分點至�9.�%（二零零八年：�8.�%）。銷售數量大幅上升主要由於特步品牌
運動服飾有著非常好的品牌差異化定位，給予大眾市場非常鮮明的時尚感覺，加上利用
年輕人喜愛的潮流偶像作推廣，因此在回顧年內增長迅速。

附註：

(�) 由於配飾產品種類繁多，且單位價格差別甚大，故此我們沒有列出特步品牌配飾產品的銷
售量、平均售價及毛利率詳情。我們認為此產品類別以單位作分析不具意義。

(�) 平均售價以本財政年度內收入除以本財政年度內已售單位總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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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品牌

其他品牌按產品種類劃分的收入分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收入（人民幣千元）	 佔收入百分比(%)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動(%)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鞋履 98,947 9�,�8� +�.8 46.1 �9.�
服裝 101,302 ���,��� -��.� 47.2 ��.�
配飾 14,323 ��,�8� +��.8 6.7 �.8     

總計 214,572 ���,��� -��.� 100.0 �00.0     

毛利率 40.7% ��.�% -�.9百分點   

其他品牌收入來自迪士尼運動品牌及柯林品牌。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其他品牌收入為人民幣�.���億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億元），較去年減少
��%，毛利率為�0.�%（二零零八年：��.�%）。收入減少的主要原因是柯林品牌收入減少，
因為集團集中資源於市場空間較大的迪士尼運動品牌，因此減少了柯林品牌的銷售網絡
及其產品銷售。毛利率減少主要是由於降低平均售價以進一步擴充市場滲透率，導致鞋
履產品的毛利率下降。

其他品牌鞋履的收入、銷售量及平均售價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動(%)

收入（人民幣百萬元） 98.9	 9�.�  +�.8
銷售量（百萬） 1.2  �.�  +��.�
平均售價（人民幣） 80.0	 8�.�  -�.�
毛利率(%) 43.1	 �9.�  -�.�百分點     

其他品牌鞋履收入增加�%至人民幣9,890萬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9,��0萬元）。收入增
加主要是由於銷售量上升約��%至��0萬雙（二零零八年：��0萬雙）因為迪士尼運動鞋履
定位受歡迎，但為了繼續擴大市場滲透的力度，鞋履平均售價減少了約8%至人民幣80.0
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8�.�元），亦因此減少了收入的增幅並使毛利率下降�.�百分點至
��.�%（二零零八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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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品牌服裝的收入、銷售量及平均售價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動(%)

收入（人民幣百萬元） 101.3	 ���.�  -��.�
銷售量（百萬） 1.4	 �.�  -��.9
平均售價（人民幣） 74.4	 8�.�  -�0.0
毛利率(%) 39.7	 �9.�  +0.�百分點     

其他品牌服裝收入減少��%至人民幣�.0��億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億元）。收入下
降的原因主要是由於銷售量下降約��%至��0萬件（二零零八年：��0萬件）及平均售價下
降約�0%至人民幣��.�元（二零零八年：8�.�%）。銷售量及平均售價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柯
林品牌的銷售減少。

柯林品牌主要是針對高端市場及高售價檔次，為了投放更多資源在市場空間更大的迪士
尼運動品牌，因此集團在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減少了柯林品牌的產品
銷量。另外，由於迪士尼運動品牌服裝的毛利率有所改善，因此其他品牌服裝的毛利率
亦有提升0.�百分點至�9.�%（二零零八年：�9.�%）。

附註：

(�) 由於配飾產品種類繁多，且單位價格差別甚大，故此我們沒有列出其他品牌配飾產品的銷
售量、平均售價及毛利率詳情。我們認為此產品類別以單位作分析不具意義。

(�) 平均售價以本財政年度內收入除以本財政年度內已售單位總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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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產品種類劃分之收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收入（人民幣千元）	 佔收入百分比(%)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動(%)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鞋履 1,619,132 �,���,�9� +��.� 45.7 �0.�
服裝 1,874,461 �,��0,9�� +�8.� 52.9 ��.�
配飾 51,743 ��,�09 -��.0 1.4 �.�     

總計 3,545,336 �,8��,�8� +��.� 100.0 �00.0     

毛利率 39.1% ��.�% +�.0百分點   

本集團整體鞋履收入上升��%至人民幣��.�億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億元），服裝收
入大幅上升�9%至人民幣�8.�億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億元），配飾收入下降��%至
人民幣�,��0萬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0萬元）。服裝佔整體收入��%主要由於特步品
牌的服裝收入大幅增加所致。

按地區產品銷售及原設備製造商銷售劃分的收入分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化
 	 佔組合  佔組合
 人民幣	 百分比 人民幣 百分比
 （千元）	 (%)  （千元）	 (%) 	 (%)

特步品牌
 東部地區	 1,510,264	 42.6 �,0��,��� ��.� +��.�
 南部地區 876,327	 24.7 �8�,��0 ��.� +��.8
 西部地區 541,570	 15.3 ���,9�� ��.� +�0.�
 北部地區 402,603	 11.3 �8�,��� ��.� +�.�     

小計 3,330,764	 93.9 �,�0�,��� 90.9 +��.8
其他品牌 214,572	 6.1 ���,��� 8.� -��.�
原設備製造商 –	 – �9,�0� 0.� 不適用     

總計 3,545,336	 100.0 �,8��,�8� �00.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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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及香港

西部地區包括：四川、貴州、西藏、雲南、重慶、陝西、寧夏、甘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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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步品牌東部地區增長強勁主要由於山東省及安徽省市場增長所致，西部增長主要由於
四川省市場增長所致。

銷售成本分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化
 	佔銷售成本  佔銷售成本
 	 百分比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

原材料 1,130,101	 52.4 8��,��� ��.� +��.�
外判生產成本 894,346	 41.4 8��,�89 ��.� +�.�
直接員工成本 110,252	 5.1 8�,�0� �.8 +��.0
其他 22,850	 1.1 ��,8�9 �.� -�.�     

總計 2,157,549	 100.0 �,80�,8�9 �00.0 +�9.�     

銷售成本

回顧年內，本集團的銷售成本較去年同期增加�0%，主要是由於原材料成本增加，但銷
售成本增加的幅度比銷售收入增長幅度為小，因此整體毛利率仍然有所提升。

由於集團嚴格控制成本及質量，因此部份加工的外判原材料亦由本集團自行購買，因
此原材料所佔的百分比增加至��%。直接員工成本增加是由於員工的工資及福利增加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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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收益

回顧年內，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收益約為人民幣�,0�0萬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0萬
元），增加主要來自政府補貼增加及出售展示架所致。

銷售及分銷成本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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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人民幣�.�0�億元），佔本集團總收入��.8%（二零零八年：��.�%）。由於本
集團致力提升品牌形象，增加在重要體育賽事的贊助與及創新的娛樂營銷推廣，廣告及
市場推廣開支由二零零八年的約人民幣�.�00億元（佔收入9.�%）增加至回顧年內的約人民
幣�.�8�億元（佔收入��.8%）。

一般及行政開支

一般及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8�億元增加至
回顧年內的約人民幣�.���億元，主要是因為研發費用增加至約人民幣�,��0萬元（佔收入
�.�%）（二零零八年：人民幣�,��0萬元，佔收入�.�%），主要投放於鞋履設計及功能的提
升、服飾質料的外觀、功能及耐用的質量提升。

所得稅開支

於回顧年內，本集團的所得稅約為人民幣�,��0萬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9�0萬元）。

根據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中國新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國內企業及外資
企業均須按統一中國企業所得稅率��%繳稅。特步（中國）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可享有新中國企業所得稅法統一稅率��%的減半優惠。柯林（福
建）服飾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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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可享有獲豁免中國企業所得稅，並於其後連續三個年度獲得中國企業所得稅的減半優
惠。回顧年內的實際稅率為�.8%（二零零八年：��.0%）。

股權擁有人應佔溢利及淨利率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的股權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
億元，相較去年同期（二零零八年：人民幣�.08�億元）上升��%。另外，本集團的淨利率
亦較去年同期（二零零八年：��.�%）上升0.�百分點至�8.�%，主要變化是由於特步品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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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所以毛利率上升至�9.�%（二零零八年：��.�%）。由於增加市場推廣及產品研發費用，
所以銷售及分銷成本及行政開支費用增加，因此抵銷了毛利的上升，另外由於稅務優惠
以致實際稅率下降，因此淨利率有所提高。

股息

由於本集團的業務增長強勁及財務狀況穩健，董事會宣派全年股息每股�0.0港仙（約等於
人民幣8.8分）（二零零八年：8.0港仙，約等於人民幣�.�分），及特別股息每股�.0港仙（約
等於人民幣�.�分）（二零零八年：�.0港仙，約人民幣�.�分）連同已於中期業績宣派的中
期股息每股�.0港仙（約等於人民幣�.�分）（二零零八年：�.0港仙，約等於人民幣�.�分），
合共派息每股��.0港仙（約人民幣�9.�分），較去年同期增加約��%，全年派息比率約為
��%。

營運資金週期

於回顧年內，本集團的總體營運資金週轉日數與去年比較，減少了��天至��天（二零零八
年：��天）。

本集團的平均存貨週轉日數與去年同期比較，改善了�天至��天（二零零八年：�9天），主
要由於改善了生產規劃、採購控制及物流管理所致。

本集團於回顧年內的平均應收貿易賬款週轉日數與去年比較，上升了�天至��天（二零零
八年：�8天），主要是由於收入增加及零售店網絡的擴充，但所收取付款的期限仍低於給
予客戶約90天的信用期。另一方面，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平均
應收貿易賬款週轉日數為�0天，由於收緊信貸控制因而較中期改善了�天。

本集團的平均應付貿易賬款週轉日數與去年比較，增加了��天至�9天（二零零八年：��
天），主要是由於加強現金管理，盡量充份利用供應商的信貸期所致。

資金流動性及資金來源

本集團主要營運資金來源為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及現金與銀行結餘。於二零零九十二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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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的負債比率為0%（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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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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營運資金管理大幅改善，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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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億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0��億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另外，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約為人民幣��.9��
億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9億元），增幅約��%。於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作為本集團獲授予任何銀行融資的擔保。於二零
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賬面值分別約人民幣8,��9,000元及人民幣8,89�,000元的土地使
用權及樓宇已予抵押，以獲取授予本集團的一般銀行融資。有關詳情，請參閱財務報表
附註��及��。

存貨撥備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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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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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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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資產及負債以及
經營中產生的交易主要以人民幣計值，因此相信本集團並無重大影響本集團業務的匯率
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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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進行重大投資或附屬公司收購或
出售。本集團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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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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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億8,800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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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發售所得款項（百萬港元）

	 	 已動用	 未動用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可供動用	 十二月	 十二月
所得款項用途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媒體廣告及品牌宣傳活動	 459	 459	 –
擴大及優化分銷網絡	 355	 188	 167
擴充生產設施及營運中心	 397	 143	 254
收購品牌	 501	 –	 501
提升設計及研發能力	 146	 116	 30
提升資訊管理系統	 63	 19	 44
一般營運資金	 167	 167	 –	 		 		

總計	 2,088	 1,092	 996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名僱員（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名僱員）。

本集團會為其僱員舉行入門課程及持續培訓，內容包括行業知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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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未來展望

市場前景

在全球經歷了不平凡的經濟動盪後，各國政府相繼推出穩定經濟的措施，中國更迅速地
保持了定下的經濟增長目標。相信在未來的發展下，中國仍然是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體
系之一。在中國政府繼續推動城市化建設及擴大內需消費的積極政策下，國民收入及消
費力亦相信持續增加，因此給予大眾消費市場相當樂觀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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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國成功舉辦北京奧運後，中國高度重視體育產業的發展，預計體育產業將成為未來
重要的經濟支柱之一。目前，體育產業振興規劃現已制訂完成，並即將出台。面對運動
生活化的普及，以及各項盛事掀起的運動熱潮，加上二、三線城市的消費力不斷提升，
本集團將繼續以該等城市為特步品牌的發展據點，積極把握市場機遇，積極利用以下的
發展策略再創高峰。

未來發展策略

�. 世界品牌，中國市場

為進一步提升特步品牌在國內的知名度，本集團將會把握具影響力的國際矚目盛事
作有效率的宣傳策略，將特步品牌亮相在國際級的舞台上。

�0�0中國上海世博會

將於二零一零年五月至十月為期�個月的中國上海世界博覽會是中國首次舉辦世界博
覽會，因此必定引起全球與會人士的高度重視，中國亦會展示出最亮麗的領域包括
文化、藝術、企業及經濟等各方面的優勢，定必吸引全球的注意，也預計此次將會
創造一次破紀錄的國際世博會。本集團非常榮幸能成為此國際重視的世博會志願者
獨家體育用品贊助商。在世博會園區內所有的志願者都將會穿上由本集團獨家設計
的世博會特步運動服裝，協助來自全世界的參觀人士。到時全世界的入場人士將會
感受到在場內的志願者在穿上特步品牌運動套裝的時尚動感魅力，給大眾感受到「讓
運動與眾不同」的深刻印象。

中國體育品牌首次亮相英超

特步品牌已為中國體育品牌寫下歷史一頁。特步品牌成為首家中國體育品牌贊助商
亮相世界頂尖足球聯賽之一－英國超級聯賽（「英超聯」）。特步品牌將於二零一零年
八月至二零一五年五月連續�年贊助英超聯的足球隊伍伯明翰球隊。在未來�年的比
賽中，伯明翰球隊將會全部穿上由本集團獨家設計及贊助的「特步－伯明翰」球衣，
到時全世界的球迷及其他觀眾都會見證特步品牌在國際體育賽事上亮相。此贊助對
於特步品牌能提升其品牌地位，亦在產品設計與質量上有所突破。本集團將設計出
能夠配合專業足球超高水平體能運動的質量要求，亦能體現運動員在專業比賽時的
時尚動感表現。因此能夠成為伯明翰足球隊的獨家體育贊助商是對特步品牌投下絕
對信心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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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盃熱潮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將在二零一零年六月舉行。足球將會是掀起全球注意的熱門運
動。本集團早著先機推出多款具世界盃概念的特步品牌運動服裝系列，迎合大眾對
足球的熱愛。本集團已與國內熱門的網絡搜狐結盟，作為其世界盃網絡的體育合作
夥伴，與及建立為期�年的策略性合作夥伴關係，利用搜狐網站在國內網站的領先地
位，配合特步品牌時尚的廣告系列，將吸引無數群眾在網站覽閱時，注意到特步品
牌具豐富娛樂性的創新廣告，從而獲得高效益的宣傳效果。

創新娛樂營銷

為使消費者能加深體驗特步品牌時尚魅力，通過近距離接觸年輕人喜愛的年輕偶
像，帶來創新感受的品牌宣傳，本集團將繼續通過特步品牌的潮流代言人，包括當
紅的藝人謝霆鋒、潘瑋柏、蔡依林及五位快樂女聲，在國內主要市場舉行演唱會，
從過往演唱會在當地市場掀起的熱烈反應，相信此熱潮將會繼續燃燒。

策略夥伴

本集團將利用與媒體策略夥伴之間的合作關係，透過以下國內主要電視頻道播放本
集團的廣告：

�. 國家頻道－中央電視台第一台
�. 體育頻道－中央電視台第五台
�. 湖南衛視
�. 安徽衛視
�. 東南衛視

�. 創新產品

本集團將繼續擴大設計及研發隊伍，增加聘請不同背景、豐富經驗的國外設計師，
以及在廣州設立先進設備的產品研發設計中心。本集團將繼續推出結合時尚及運動
的產品，增加不同款式及元素。另外，本集團亦會繼續發展跑步系列產品，推出專
為長跑項目設計的特步品牌超輕馬拉松跑鞋，提供更多具有特色的時尚減震跑鞋系
列，適合不同距離、不同比賽環境及不同賽事的跑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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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加大推廣跑步項目，本集團將會在二零一零年贊助以下各具特色的跑步項
目：

－ 廈門國際馬拉松賽
－ 西安馬拉松
－ 西藏半程馬拉松
－ 香港��公里挑戰賽
－ 香港田徑聯賽

�. 擴大網絡

本集團將繼續擴大銷售網絡，繼續以二、三線市場為拓展重點。在二零一零年，特
步品牌的銷售網絡將計劃增加800－ �,000家零售店，重點發展將會在湖南、安徽、
山東及四川等省份。本集團將繼續在黃金地段開設旗艦店，藉此擴大特步品牌的品
牌力，將會計劃增加約�-8家旗艦店。

�. 國際市場及多品牌策略

由於特步品牌在國內市場的品牌地位不斷提升，特別是近期特步品牌在國際體育及
其他專項上的創意推廣，因此吸引了世界其他地方的品牌經銷商的注意。在配合國
外市場的產品及銷售要求，本集團在香港已成立了專門針對國外市場的團隊，逐漸
建立一個國際分銷網絡，為將來國際市場邁出不凡的一步。另外，本集團將繼續發
展其多品牌策略，利用現有的其他品牌擴大在國內及國外的銷售業務。

�. 優質管理

本集團將致力提升企業管治，業務策略及財務管理，並重視優化企業架構及提高營
運效率。嚴謹的銷售渠道管理及產品質量控制亦是本集團繼續改進的環節，因此將
會擴大通過分銷資源系統監控範圍，及加強產品質量檢查，以提高企業營運效率。

總結

本集團將繼續以獨特及創新的品牌差異宣傳策略，提升特步品牌的市場地位，並且在國
際體育及主要專項上提高特步品牌的知名度。在國內經濟市場持續增長，加上特步品牌
具備明顯優勢的市場定位及堅穩的營運策略，本集團有信心必定能繼續保持亮麗的業績
增長，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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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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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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除下文所披露偏離守則條文第A.�.�條的規定外，本公司一直遵守
該等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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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及本身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制定的操守守
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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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其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舉行了三次
會議，討論本公司的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審核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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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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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其書面職權範圍，薪酬委員會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舉行了兩次
會議，審核及批准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薪酬架構以及向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合資格人士授予本公司購股
權。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的主要職責乃定期檢討董事會的架構、規模及組成，並在考慮提名人的獨立
性及質素後向董事會推薦合適的董事候選人，以確保所有提名公平及具透明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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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其書面職權範圍，提名委員會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舉行了一次
會議，檢討及批准董事會的組成。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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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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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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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發表全年業績及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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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向其股東寄發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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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息

年內，已向股東派發中期股息每股�.0港仙（相等於人民幣�.�分）。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0.0港仙（相等於人民幣8.8分）及特別股
息每股�.0港仙（相等於人民幣�.�分），有待股東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五日舉行的股東週年
大會上批准。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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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派息每股��.0港仙（相等於人民幣�9.�分），較去年上升約��.�%，派息率達
��.0%。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九日（星期四）至二零一零年五月五日（星期三）止期間（包
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期間不會辦理本公司任何股份過戶。為符合資格獲
取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且有權出席本公司即將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五日舉行的股東週年
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股份過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八日（星期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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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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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五月五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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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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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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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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澳門」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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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業務

「其他品牌」 迪士尼運動品牌及柯林品牌的統稱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佈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及台
灣

「研發」 研究及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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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 中國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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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及於同日稍後委任何睿博先生及陳偉成先生為本公司董事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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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