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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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成功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的收益及利潤已超越二零零七年全年的業績表現

• 收益上升���.�%至人民幣�,�0�,���,000元

• 毛利率上升�.�百分點至��.�%

• 純利上升���.�%至人民幣���,���,000元

• 特步品牌每家零售店平均銷售增加��.�%

• 每股基本盈利增長��0.0%至人民幣��.0�分

• 中期股息為每股�.0港仙，佔二零零八年中期溢利的��%

主席報告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成功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後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首份中期業績報告。為抓緊市場機遇，本集團
重點投放在品牌建設，積極推廣旗下品牌的知名度及美譽度，提升本身的研發能力及開
拓更遼闊的分銷網絡。因此，本集團已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達致其既定之營運及財務目
標，為未來打造穩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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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營規模持續擴大和營運效益不斷提升的帶動下，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錄得强
勁的銷售收入增長，整體盈利表現令人欣喜。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收益達到人民幣��
億��0萬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億�,��0萬元），較去年同期上升�.�倍。股東應佔溢利亦
較去年同期上升�.�倍達人民幣�億�,��0萬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0萬元）。每股基本
盈利為人民幣��.0�分，較去年同期增長�.�倍（二零零七年：人民幣�.��分）。由於營運及
財務表現大幅上升，董事會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0港仙（人民幣�.�分），約等於可供分
派予股東的純利��%。這派息率亦履行了本公司於招股章程中所述的承諾，即本集團計
劃派息不少於本集團純利的�0%。

二零零八年不僅是本集團發展歷程中的一個重要里程，同時也是身為二零零八年北京奧
運主辦國碩果豐收的一年。上市獲得環球投資者的廣泛支持，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約
為��億港元，為日後發展奠下良好的基礎。此外，本集團引入凱雷投資基金作為本公司
股東，不但充份顯示凱雷投資基金對中國運動用品市場，以及對本集團的發展前景投下
信心一票，也為本集團增添策略價值，進一步强化本公司的企業管治架構。

本人相信上市成功只是本公司新的開始，真正的發展現在才剛剛起步。中國經濟持續迅
速發展，普羅大眾的消費力及生活水平均日益提高，中國體育運動用品市場潛力龐大。
根據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的調查所得，預期到二零一二年中國體育用品市場的總規模
將增至約人民幣�,���億元，即二零零六年至二零一二年的複合年增長率達��.0%。為適
時把握此等契機，本集團重點致力提升特步、迪士尼運動及柯林品牌在中國高增長地區
的市場滲透率，同時加大品牌建設及研發的投入。因此，本集團於回顧期內取得令人滿
意的財務表現，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的收益及利潤已超越二零零七年全年的業績表現。二
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提高了人民對運動的興趣。隨著日後在亞太區仍會有大型國際運動
賽事的舉行，相信運動熱潮將在區內延續下去，使中國運動用品市場前景秀麗。其中，
本集團便成功擔任將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在山東濟南市舉行的第十一届全國運動會的唯一
體育用品合作夥伴，全國運動會是中國國家體育委員會舉辦最大型的體育盛事，我們相
信有關體育盛事的舉辦進一步提升特步品牌的知名度。

本集團相當重視對其所經營業務的社群的支持及合作，並認真承擔社會責任。就二零零
八年二月的中國雪災及二零零八年五月的四川地震，本集團即時向災區捐贈現金及提供
物資援助，並集合其員工及業務夥伴來支持及參與有關賑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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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願景是成為全球頂尖時尚運動的領導者之一。展望未來，為貫徹特步重視時尚體
驗，强調運動帶來的輕鬆愉悅感受之品牌理念，本集團將優化分銷網絡，設立全新的旗
艦形象店，透過設計新穎、寬敞的零售門店，進一步提升和鞏固品牌形象，並為顧客帶
來嶄新和更優越的購物體驗，從而為本集團創造更佳的盈利效益。

此外，特步將繼續堅持一直持之有效、結合體育營銷和娛樂營銷的創新及多元化推廣策
略，並加强對分銷商的支持和培訓力度，以更優質的客戶服務來提高顧客忠誠度。產品
設計和研發是本集團成功不可或缺之一環，因此我們將加強與國際顧問公司合作，繼續
特步品牌的獨有個性。特步在日後將加强上述各方面的投入，藉以保持發展活力，穩步
邁向更廣闊的增長前景。

在身處充滿機遇和挑戰的市場環境下，本集團能夠擁有一群具有創意及勤奮忠誠的員
工，誠為本集團最寶貴的資產。藉此機會，本人代表董事會對各部門員工對本集團之忠
誠服務及貢獻，深表謝意，也衷心感謝各位股東及業務夥伴一直以來的鼎力支持和信
任。本集團將會繼續增强本身的競爭優勢，務求以卓越的業績，回饋股東一直以來的支
持。

中期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中期財務業績，連同二零零七年同期的比較數字。本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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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八年  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 1,408,197  ���,��� 
     
銷售成本  (890,400 ) (���,���)      

毛利  517,797  ���,0�� 
其他收入及收益 � 3,105  ��0 
銷售及分銷成本  (158,677 ) (��,0�� )
一般及行政開支  (61,411 ) (��,��0 )     

經營溢利 � 300,814  ��,��0 
     
利息收入  2,786  ��� 
財務成本 � (6,626 ) (�,��� )     

除稅前溢利  296,974  ��,��0 
     
稅項 � (42,310 ) (�0,�0� )     
     
期內溢利  254,664  ��,0��      
     
中期股息 � 96,767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0    
     
 －基本（人民幣分）  16.01  �.��      
     
 －攤薄（人民幣分）  14.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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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2,421  ��,���
預付土地租金  22,098  ��,���
已付按金 �� –  �0,000
無形資產  258  ���    

  124,777  ���,���    

流動資產    
存貨 �� 372,521  ���,�0�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 �� 485,059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 61,659  ���,���
透過損益賬按公平值列賬的金融資產 �� 175,912  –
已抵押銀行結餘 �� 5,400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 2,106,043  ���,0��    

  3,206,594  ���,��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 362,000  ��,���
已收按金、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 88,573  ��,�0�
計息銀行借貸 �� 243,000  ���,000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0 –  ��,���
應付股息  –  ���,���
應繳稅項  39,851  �0,���    

  733,424  �0�,�0�    

流動資產淨值  2,473,170  ���,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597,947  ���,���    

非流動負債    
優先股 �� –  ���,���
優先股衍生工具部份 �� –  �,���    

  –  ���,���    

資產淨值  2,597,947  ���,���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 19,409  ���
儲備 �� 2,578,538  ���,��0    

權益總值  2,597,9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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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公司資料及集團重組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十日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而本公司的香港主要營業
地點位於香港灣仔港灣道�-�號瑞安中心��樓��0�-�室。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刊發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歷史與企業架構」一
節及招股章程附錄六「法定及一般資料」詳述的集團重組（「集團重組」），為籌備本公司在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上市」），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九日成
為現時組成本集團的多家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上市日期」）在聯交所上市。

期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乃從事體育用品（包括鞋履、服裝及配飾產品）的設
計、開發、製造及市場推廣，並以特步品牌、迪士尼運動品牌及柯林品牌進行銷售。

2.1 呈列基準

集團重組涉及受共同控制實體的業務合併，而本集團在會計處理上被視為一直存在的集
團。因此，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採用合併會計法原則編製，並按因集團重組而導致
現時的集團架構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開始，或其各自註冊成立或成立日期（以較短期間為
準）以來一直存在的假設而編製。所有重大集團內公司間交易及結餘已於編製綜合賬目時抵
銷。

2.2 編製基準

中期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的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本集團截至二
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收益表、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簡
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經選擇的附註解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包含對自招股
章程附錄一所載的本公司會計師報告（「會計師報告」）以來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而言屬
重大的事項及交易了解說明。中期財務報表及其相關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全套財務報表所需的一切資料。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
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是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而除另有指明外，所有數值均調整至
最接近的千位數，及根據歷史成本常規編製，惟透過損益賬按公平值列賬的金融資產則按
公平值計量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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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採用的主要會計政策與管理層於編製「會計師報告」概述的財務
資料所採用者一致。因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應與「會計師報告」一併閱讀。就適用於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關透過損益賬按公平值列賬的金融資產及以股份結
算支付的交易採用的會計政策概述如下：

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的金融資產

透過損益賬按公平值列賬的金融資產包括持作買賣的金融資產。倘購入金融資產的目標是
於短期內出售，則分類為持作買賣。持作買賣投資的盈虧於收益表確認。於收益表內確認
的公平值盈虧淨額並不包括有關金融資產所賺取的任何股息或利息，有關股息或利息乃根
據「會計師報告」「收益確認」所載之政策予以確認。

有秩序的金融市場交投活躍的投資的公平值，乃參考於結算日營業時間結束時的市場收市
買進報價釐定。倘某項投資的市場不活躍，公平值將採用估值方法釐定。該等方法包括參
考近期所進行的公平市場交易，其他大致類同的金融工具的現行市場價格、現金流量貼現
分析及期權定價模型。

僱員福利

以股份計算支付的交易

本公司設有兩項購股權計劃，為所有對本集團業務作出貢獻的合資格參與人提供鼓勵及獎
賞。本集團的僱員（包括董事）會收取以股份計算支付的酬金，而僱員會提供服務作為股本
工具的代價（「股權結算交易」）。

與僱員進行以股權結算交易的成本，乃參照授出日期的公平值而計算。公平值乃由外聘專
業合資格估值師以適當的定價模型釐定，有關詳情載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評
定以股權結算交易的價值時，除了對本公司股份價格有影響的條件（「市場條件」）（如適用）
外，並無將任何績效條件計算在內。

以股權結算交易的成本，連同權益相應增加部分，在績效及╱或服務條件獲得履行的期間
（於有關僱員完全有權獲得授予之日（「歸屬日期」）結束）內確認。在歸屬日期前，每屆結算
日確認的以股份支付的交易的累計開支，反映歸屬期已到期部分及本集團對最終將會歸屬
的股權工具數目的最佳估計。在某一期間內在收益表內扣除或進賬，乃反映累計開支於期
初與期終確認時的變動。

對於已授出但尚未歸屬的購股權，不會確認任何開支，但視乎市場條件而決定歸屬與否的
已授出購股權則除外，對於該類購股權而言，只要所有其他績效條件已經達成，不論市場
條件是否達成，均會被視為已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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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以股權結算的購股權的條款有所變更，所確認的開支最少須達到猶如條款並無任何變
更的水平。此外，倘若按變更日期的計量，任何變更導致以股份計算支付的安排的總公平
值有所增加，或對僱員帶來其他利益，則應就該等變更確認開支。

倘若以股權結算的購股權被註銷，應被視為已於註銷日期歸屬，任何尚未確認的授予購股
權的開支，均應立刻確認，然而，若授予新購股權代替已註銷的購股權，並於授出日期指
定為替代購股權，則已註銷的購股權及新購股權，均應被視為原購股權的變更，一如前段
所述。

計算每股盈利時，未行使購股權的攤薄效應，反映為額外股份攤薄。

2.4 全新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首次採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與本集
團相關及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起生效的全新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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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資
 －詮釋第��號  金規定及其相互關係

採納以上經修訂詮釋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及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的計量方量不會有重大
影響。

2.5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

本集團並無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全新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以股份支付款項－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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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產生之責任�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顧客忠誠度計劃�

 －詮釋第��號

�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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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現正就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初期應用時的影響進行評估。迄今本
集團認為，儘管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可導致新增或
修訂披露，但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大可能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及財務狀
況產生重大影響。

2.6 重大會計估計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規定而編製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管理層須就對由年初至
今的會計政策運用、資產及負債、收入及支出的列報額有影響的事宜作出判斷、估計及假
設。實際業績可能有別於此等估計。

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由管理層對本集團在會計政策的應用及主要不明確數據的估
計所作出的重要判斷與管理層於編製「會計師報告」概述的財務資料所採用的相同。管理層
就適用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關以股份計算支付的交易作出的不明確數
據的估計概述如下：

購股權估值

誠如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所述，本公司已委聘獨立專業合資格估值師以協助對期
內授出的購股權進行估值。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公平值乃採用柏力克．舒爾斯期
權定價模式釐定。該模式的重要輸入值為於授出日期的加權平均股價、無風險利率、行使
價、相關股份的預計波幅、預計股息率及預計購股權有效期。當輸入值的實際結果有別於
管理層的估計時，將對購股權開支及本公司相關購股權儲備產生影響。於二零零八年六月
三十日，本公司所授出的購股權的公平值達人民幣��,0��,000元，當中已於截至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確認購股權開支人民幣���,000元。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體育用品（包括鞋履、服裝及配飾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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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因此，並無呈報業務或地區分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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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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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售出貨品的發票淨值。

收益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八年  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鞋履 703,567  ���,���
服裝 686,684  ���,���
配飾 17,946  �,���   
   
 1,408,197  ���,���
   

5. 其他收入及收益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八年  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租金收入 288  �0
來自中國政府的補貼 770  ��0
優先股衍生工具部分公平值收益 1,156  –
其他 891  ��0   
   
 3,105  ��0
   



- �� -

6. 經營溢利

本集團的經營溢利已扣除：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八年  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研究及開發成本 22,511  �,���
員工成本 74,643  ��,���
折舊 5,150  �,���
無形資產攤銷 31  ��
預付土地租金攤銷 251  ���
廣告及宣傳開支 113,110  ��,���
   

7. 財務成本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八年  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償還的銀行貸款利息 6,387  �,���
優先股利息開支 239  –   

 �,���  �,���
   

8. 稅項

本集團於期內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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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八年  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中國大陸
 期間稅項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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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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家外資企業及本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有權於截至二零零
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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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本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可按稅
率��%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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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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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飾有限公司（「柯林（福建）」）於截至二零
零八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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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集團旗下其他中國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尚未開始營運，故未
就該等公司的中國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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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八年  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 296,974  ��,��0
   

按適用稅率計算的稅項 75,253  ��,���
因稅項優惠調低稅率 (36,062 ) (��,��0 )
不可扣稅的開支 1,160  –
未有確認的稅項虧損 1,959  �,�00   

按本集團的實際稅率計算的稅項支出 42,31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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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期股息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八年  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分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96,767  –
   

附註：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一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宣佈及批准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仙（相當於人民幣�.�分），合共��0,000,000港元
（相當於約人民幣��,���,000元）。

10.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乃根據期內本公司股權
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000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0��,000元），以及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
數�,��0,���,���股（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00,00�股）計算，並
經調整以反映優先股的轉換、資本化發行及期內的股份發行。

(b)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攤薄盈利金額，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應佔溢利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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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相當於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金額的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
十日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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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尚未行使
的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定義見附註��）對期內每股基本盈利金額具有反攤薄影響。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攤薄盈利金額，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應佔溢利人民幣��,0��,000元計算。用以計算本公司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股相當於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00,00�股，以及假設於可
換股債券視為轉換為�,���,��0股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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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1. 已付按金

本公司已就位於中國福建省晉江一幅土地的土地使用權支付按金。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二
十五日，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泉州市通力模具有限公司訂立買賣協議，以代價人民幣
�0,000,000元轉讓以上述已付按金所得權利。為數人民幣�0,000,000元的代價已於二零零八
年三月由泉州市通力模具有限公司向本集團悉數支付。

12. 存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材料 162,094  ��,���
在製品 41,919  ��,���
成品 168,508  ��,���   

 372,521  ���,�0�
   

13.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與客戶的貿易條款主要為信貸。給予客戶的信貸期通常為二至三個月。應收貿易款
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日內 ���,���  �00,���
��日至��0日 �,�0�  ��,���
���日至��0日 ���  ��,0��
��0日以上 –  �,���   

應收貿易款項 ���,0��  ���,���
應收票據 –  ��,���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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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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預付款項 24,193  ��,���
按金 34,174  ��,���
其他應收款項 3,292  �,�0�   

 61,659  ���,���
   

15. 透過損益賬按公平值計算的金融資產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香港以外的貨幣市場基金，按公平值 175,912  –   

 175,912  –
   

1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定期存款 1,362,201  –
現金及銀行結餘 749,242  ���,0��   

 2,111,443  ���,0��
減：因應付票據抵押的銀行結餘 (5,400 )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106,043  ���,0��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以人民幣計值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人民幣���,���,000元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0元）。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為其他貨幣，
但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以及結匯、售匯及付匯管理規定，本集團獲准透
過獲授權進行外匯交易業務的銀行將人民幣兌換為其他貨幣。

銀行存款根據每日銀行存款利率釐定的浮動利率計息。短期定期存款的存款期各異，介乎
一個月至三個月，視乎本集團的即時現金需求而定，並按有關短期定期存款利率計息。銀
行結餘乃存入最近並無拖欠記錄且信譽良好的銀行。現金及銀行結餘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
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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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應付貿易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日內 170,506  ��,���
��日至��0日 163,670  �,���
���日至��0日 824  ���
��0日以上 –  �   

應付貿易款項 335,000  ��,���
應付票據 27,000  –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362,000  ��,���
   

應付貿易款項不計息，一般於�0日至�0日內結清。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的賬面值與其
公平值相若。

18. 已收按金、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收按金 8,356  ��,���
應付增值稅及其他應付款項 44,866  �,0��
應計費用 35,351  ��,���   

 88,573  ��,�0�
   

19. 計息銀行借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有抵押銀行貸款 ���,000  �0�,000
 無抵押銀行貸款 �0,000  ��,000   

 ���,000  ���,000
   
分析：
 須於一年內償還的銀行貸款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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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銀行貸款均以人民幣計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銀行貸款以
�.���%至�.��0%的固定年利率（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0�%至�.���%）計
息。因其短期性質，即期銀行貸款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貸款分別人民幣���,000,000
元及人民幣�0�,000,000元由以下各項作抵押：

(i) 來自三興體育及柯林（福建）的公司擔保；及

(ii) 以本集團位於中國大陸的若干樓宇及土地使用權進行抵押。

20.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為無抵押、免息並須按要求償還。本集團已於上市前向該名董事悉數償
還該筆款項。

21. 可換股債券及可贖回優先股

Carlyle Asia Growth Partners III, L.P.及Carlyle Asia Growth Partners III Co-Investment, L.P.（統
稱「凱雷投資基金」）與本集團分別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三日、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及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七日訂立一系列可換股貸款協議、投資協議及兩項補充協議（統稱「協
議」）。根據協議，凱雷投資基金同意以約人民幣��0,000,000元的總代價認購本公司的可換
股債券及優先股，該代價分兩部份注入本集團。

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三日，凱雷投資基金藉認購本金額約人民幣�0,000,000元的可換股債券
（「可換股債券」），作為其對本公司的首部份投資。該批可換股債券的年利率為�%，年期為
六個月。於到期日，凱雷投資基金可要求退還款項或按協議預定的價值將部份或全部可換
股債券轉換為本公司的優先股。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八日，凱雷投資基金作出第二部份投資，以代價約人民幣��0,000,000
元認購本公司�0,���,��0股優先股。此外，凱雷投資基金將可換股債券轉換為本公司
�,���,��0股優先股。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八日（即發行日期）及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凱雷投資基金合共持有��,���,��0股優先股。

有關優先股的條款的詳情載於招股章程。

發行可換股債券及優先股所得款項淨額詳情分析如下：

可換股債券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三日發行的可換股債券的面值  �0,000
轉換為�,���,��0股優先股  (�0,000 )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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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股 附註 人民幣千元

於轉換可換股債券後已發行�,���,��0股優先股的面值  �0,000
期內已發行�0,���,��0股優先股的面值  ��0,000
有關負債部份的交易費用  (�,��� )
於發行日期的衍生工具部份  (�,��� )  

於發行日期的負債部份  ���,���
期內估算利息開支  �0�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負債部份  ���,���
期內估算利息開支  ���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的優先股轉換 (a) (��,��� )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的優先股轉換 (b) (���,��� )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的負債部份  –
  

於發行日期的衍生工具部份  �,���
公平值調整  (�� )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衍生工具部份  �,���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的優先股轉換 (a) (���)
公平值調整  (�,���)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的衍生工具部份  –
  

附註：

(a)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凱雷投資基金已將合共�,���,���股優先股轉換為
�,���,���股本公司普通股。該等普通股其後以代價�美元轉讓予群成投資有限公司；
群成投資有限公司由丁水波及丁美清擁有，乃視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轉換後，凱雷
投資基金合共持有�0,���,���股優先股。

(b)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七日，凱雷投資基金行使轉換股權使到招股章程附錄六所載本公司
的條款達成後，餘下�0,���,���股優先股可轉換為�0,���,���股本公司普通股為有效。
轉換的先決條件已於上市日期達成，故所有優先股已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



- �� -

22. 股本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股本指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本公
司的法定及已發行股本概述如下：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法定股本：
 �0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港元的普通股 �,000,000  ���,���
   
已發行及繳足：
 �,�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港元的普通股 ��,000  ��,�0�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法定股本：
 ��,���,��0,��0股每股面值0.0�港元的普通股 ���,���  ���,���
 ��,���,��0股每股面值0.0�港元的優先股 ���  ���   

 �,000,000  ���,���
   
已發行及繳足：
 �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港元的普通股 �,000  ���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日（註冊成立日期）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間與本公司下列法定及已發
行普通股股本及優先股股本變動概述如下：

(a) 法定股本

  每股面值  普通股  普通股
  0.01港元  面值  面值
 附註 的普通股數目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法定普通股

註冊成立時 (i)  ��,000,000  ��0  ���
期內增加 (ii)  ��,���,��0,��0  ���,���  ���,���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0,��0  ���,���  ���,���

重新界定為普通股 (iii)  ��,���,��0  ���  ���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00,000,000,000  �,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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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面值  普通股  普通股
  0.01港元  面值  面值
 附註 的普通股數目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法定優先股

期內增加 (ii)  ��,���,��0  ���  ���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0  ���  ���

重新界定為普通股 (iii)  (��,���,��0 ) (��� ) (��� )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  –  –
      
法定股本總數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00,000,000,000  �,000,000  ���,���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00,000,000,000  �,000,000  ���,���
      

附註：

(i)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十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法定股本為��0,000港元，
分為��,000,000股每股面值0.0�港元的普通股。

(ii) 根據本公司唯一股東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七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藉增設
��,���,��0,��0股每股面值0.0�港元的普通股及��,���,��0股在各方面與現已
發行股份享有同等權利的優先股，將本公司的法定股本由��0,000港元增至
�,000,000,000港元。

(iii)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九日及二零零八年五月七日通過的特別決議
案，合共��,���,��0股每股面值0.0�港元的優先股已重新界定為本公司每股面值
0.0�港元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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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已發行普通股

  每股面值  普通股  普通股
  0.01港元  面值  面值
 附註 的普通股數目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已發行：
 註冊成立時
  －未繳發行 (i)  �  –  –
 配發股份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二十七日 (ii)  ��  –  –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十七日 (iii)  ��,���,�00  �,000  ���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00,000,000  �,000  ���
根據優先股轉換而發行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iv)  �,���,���  ��  ��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 (v)  �0,���,���  �0�  ��
資本化發行入賬列作繳足
 因發行新股份予公眾人士
 而於本公司股份溢價賬入賬 (vi)  �,���,��0,��0  ��,���  ��,���
發行新股 (vii)  ��0,000,000  �,�00  �,���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00,000,000  ��,000  ��,�0�
      

附註：

(i)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日，本公司配發及發行一股未繳股本普通股予最初認購人，
最初認購人隨即將上述股份轉讓予丁水波。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八日，群成投
資有限公司（「群成」）（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由丁水波實益擁有）向
丁水波收購本公司一股普通股。

(ii)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本公司按未繳股本方式按面值向群成額外配發��股
普通股。

(iii)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七日，本公司按面值向群成額外配發��,���,�00股普通股，並
入賬列作繳足。

(iv)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凱雷投資基金已將合共�,���,���股優先股轉換為
�,���,���股本公司普通股。該轉換導致股本及股份溢價賬分別增加��,000港元
（約等於人民幣��,000元）及��,���,000港元（約等於人民幣��,�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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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凱雷投資基金已將餘下�0,���,���股優先股轉換為
�0,���,���股本公司普通股。該轉換導致股本及股份溢價賬分別增加�0�,000港元
（約等於人民幣��,000元）及���,���,000港元（約等於人民幣���,���,000元）。

(vi) 根據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七日通過的決議案，以本公司股份溢價賬進賬中按面值
列作繳足的��,���,000港元（約等於人民幣��,���,000元）撥充資本的方式，向於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當時現有股東按各自所持股權比例
進一步配發及發行合共�,���,��0,��0股每股面值0.0�港元的新普通股。該配發及
資本化發行須待股份溢價賬因下文(vii)詳述的本公司首次公開發行（「首次公開發
行」）而發行新普通股予公眾人士而進賬後方為有效。

(vii) 就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而言，��0,000,000股每股面值0.0�港元的股份已按每股
�.0�港元的價格發行，總現金代價在扣除發行開支前為�,���,�00,000港元（約等
於人民幣�,���,���,000元）。有關股份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開始在聯交所買
賣。

23. 儲備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儲備及其變動金額呈列於簡明綜合權益變動
表。

資本儲備為根據集團重組所收購附屬公司的已繳股本面值高出收購該等附屬公司已付代價
的差額。

根據適用於中國的有關法規，在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須將其法定年度稅後溢利（經抵銷上一
年度的任何虧損後）（如有）的若干百分比轉入法定盈餘公積金，直至該公積金的結餘達其
各自註冊資本的�0%為止。在遵守有關中國法規所載若干限制的前題下，法定盈餘公積金
可用於抵銷各中國附屬公司的累計虧損。轉入的金額必須獲得各中國附屬公司的董事會批
准。

24.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

(a)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七日採納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
權計劃」），旨在給予本集團員工機會，於本公司擁有個人權益，並激勵本集團員工盡
量提升其表現及效率，並挽留對本集團的長期發展及盈利能力有重大貢獻的本集團員
工。

本集團股東及凱雷投資基金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七日通過書面決議案批准的首次公開發
售前購股權計劃的主要條款載述如下：

(a)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的每股認購價須較本公司股份於首次公開發售的發
售價折讓�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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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能因行使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授出的全部購股權而發行的股份總
數為��,000,000股；

(c) 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授出的全部購股權僅可按以下方式行使：

行使期 可行使購股權的最大百分比
上市日期首週年後任何時間 佔已授出購股權總數的�0%

上市日期第二週年後任何時間 佔已授出購股權總數的�0%

上市日期第三週年後任何時間 佔已授出購股權總數的�0%

(d) 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授出的每份購股權均有十年行使期。

(e) 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發行的購股權並不賦予持有人權利收取股息或
於股東大會上投票。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七日，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授出合共��,000,000份購股
權（「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發行予本公司一名董事及本集團若干僱員。於二零零八
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行使的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的行使價及行使期載列如下：

購股權數目 每股行使價 行使期

�,�00,000 �.��港元*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日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二日
�,�00,000 �.��港元*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日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二日
�,�00,000 �.��港元*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日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二日  

��,000,000

*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的行使價較本公司普通股於首次公開發售的發售價每股
�.0�港元折讓�0%。

期內所授出的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的公平值估計為人民幣��,0��,000元，當中本公
司已就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確認購股權開支人民幣���,000元。

期內授出的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的公平值於授出日期經獨立專業合資格估值師普敦
國際評估有限公司採用柏力克．舒爾斯期權定價模式進行估值，並考慮到購股權獲授
出時的條款及條件。下表載列所採用模型的輸入值：

行使價格（每股港元） �.��
預計股息率(%) �.0
預計波幅(%) ��.�
無風險利率(%) �.���
預計購股權有效期（年） �.0�
授出日期的加權平均股價（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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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有效期並不一定能夠反映行使模式。預計波幅亦未必一定
能夠反映實際結果。

於計量公平值時並沒有計入授出購股權之其他特點。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可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認購
��,000,000股股份的尚未行使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在本公司目前的資本架構下，
悉數行使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將導致發行��,000,000股本公司額外普通股及股本增
加��0,000港元及股份溢價賬增加��,��0,000港元（扣除發行開支前）。

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獲批准刊發之日，本公司共有��,000,000份根據首次公開發
售前購股權計劃未獲行使的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相當於該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0.�%。

(b)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亦根據股東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七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
股權計劃」）。

根據「購股權計劃」及其他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購股權而發行的股份總數，最高不得
超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本的�0%。倘於任何��個月期間至最後一次授出之日期內各
參與者獲授予及將授予的所有購股權獲行使後而發行及將發行的本公司股份總數，將
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數�%，則不得向任何人士授予購股權。

「購股權計劃」項下的購股權可根據計劃的條款於本公司董事會釐定的期間內隨時行
使，惟該期間不得超過由授出日期起計�0年以上。

期內，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25. 承擔

(a) 於期終時的承擔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就其在中國的外商獨資投資的已訂約承擔： 89,264  �,���
就以下各項的已訂約承擔：
 －建造新樓宇 2,393  ��
 －收購土地使用權 –  �,���
 －廣告及宣傳開支 125,389  ��,��0   

 217,04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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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有待達成若干條件，可延
續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須向許可人支付最低保證特許使用費。然
而，該等款項將按該等年度產品的實際銷售額而調整。

26. 經營租賃安排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以下日期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應付的未來最低租金
總額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 �,��0  �,�0�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  �,0��   

 �,���  �,���
   

27. 中期財務報表的批准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已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一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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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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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本集團擁有的特步品牌及柯林品牌，以及本集團擁有中國特許使用權的迪士
尼運動系列品牌進行銷售。根據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的資料顯示，特步品牌按二零
零七年的收益計算，為最大的國內時尚體育用品品牌。

市場回顧

中國經濟表現強勁，人民生活越趨富裕，購買力亦隨之上升。在中產階層不斷擴張及國
家日益富裕的推動下，中國的消費品市場急速擴展。中國體育用品行業在國家經濟帶動
下增長，尤其是人民可支配收入不斷上升，為中國的體育用品行業創造了龐大的發展空
間。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預期中國體育用品市場總規模以複合年增長率��%的速度增
度，市場規模由二零零六年的人民幣���億元增至二零一二年約達人民幣�,���億元。此
外，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及二零零九年中國全國運動會亦為中國整個體育用品行業帶
來增長，本集團相信此強勁的增長趨勢將會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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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分銷管理及零售網絡拓展

作為中國領先的國內時尚體育用品企業，本集團把握機遇，積極開拓中國高增長地區的
分銷網絡。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分銷商及第三方零售商經營的
特步、迪士尼運動及柯林品牌的零售網絡遍及全中國��個省、自治區及直轄市。下表載
列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分銷商及第三方零售商在中國以特步、迪士尼及柯林
品牌經營的零售店數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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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縇整合 六月三十日

特步品牌 �,��0 ��� (��) �,���
迪士尼運動品牌 ��� ��� (�) ���
柯林品牌 �0 – – �0    

總計 �,��� ��� (��) �,���    

下表載列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分銷商及第三方零售商在中國以特步、迪士尼
運動及柯林品牌經營的零售店按地區劃分的情況：

零售店數目

 特步品牌 迪士尼運動品牌 柯林品牌
地區 零售店數目 百分比 零售店數目 百分比 零售店數目 百分比

東部地區 �,��� �� �� �� �� ��
南部地區 �,��� �� �� �� � ��
西部地區 ��� �� �� �� � �
北部地區 ��� �� �0� �� �� ��      

總計 �,��� �00 ��� �00 �0 �00      

附註：

東部地區包括：江蘇、浙江、安徽、山東、福建、江西及上海

南部地區包括：湖南、湖北、廣東、河南、廣西及海南

西部地區包括：四川、雲南、重慶、陝西、貴州、新疆、甘肅、寧夏、西藏及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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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包括：北京、遼寧、黑龍江、山西、吉林、河北、天津及內蒙古

此外，本集團也經營及管理零售店，直接向消費者出售特步及迪士尼運動產品。於二零
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特步品牌及迪士尼運動品牌產品各設有�家自營零售店，毗
鄰本集團位於福建省泉州的總部。這些零售店主要用作促進研究及嘗試不同的店舖設計
及陳設以及使本集團能夠進行消費者喜好測試。

管理及培訓

由於本集團透過其廣泛的全國性網絡分銷其產品，特步已制定嚴謹的分銷管理制度。除
了定期抽查零售店，本集團亦為其分銷商及在零售店工作的員工舉辦培訓課程。截至二
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分別在廣州、溫州、長沙、安徽、重慶、北京、
貴陽及山西等地舉行了多場培訓，參與人數近�00人。此外，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七年實施
分銷資源規劃（「DRP」）系統，連接生產、存貨及財務系統，藉以記錄倉庫的存貨水平，
以及由本集團、其分銷商及第三方零售商經營的若干零售店的產品變動情況。截至二零
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採納DRP管理系統的零售店，佔總零售店約��%。

季度展銷會

由二零零七年開始，本集團每年為旗下各品牌舉行四次季度展銷會。於二零零八年上半
年，本集團舉行了兩次的季度展銷會，包括二零零八年二月及三月於北京舉辦的二零零
八年秋季產品展銷會，以及二零零八年五月於福建舉辦的二零零八年冬季產品展銷會。
每次參與季度展銷會的分銷商及第三方零售商人數均超過�,000多人，而在季度展銷會上
獲得的訂單數目更是歷年之冠。

品牌建設及市場推廣

本集團乃中國首批體育用品企業在其品牌體育用品的運動功能及用途外，注入時尚潮流
元素。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其體育營銷和娛樂營銷互相結合的市場推廣及宣傳策略，
並策劃了多項創新且全面的市場推廣策略，包括運用娛樂明星效應的推廣、國家體育及
娛樂項目的贊助、不同類型的媒體廣告，以及其他零售銷售宣傳及其他推廣活動等。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進行的主要市場推廣及宣傳活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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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娛樂明星效應的推廣

本集團為業內首家採用以娛樂明星進行市場推廣的時尚體育用品企業，向追求時尚的消
費者宣傳本集團品牌及產品。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選用了謝霆鋒、蔡依林、潘瑋柏、蔡
卓妍及鍾欣桐作為特步品牌的形象及品牌代言人。本集團相信，這市場推廣策略能有效
吸引特步品牌的目標消費群，以加強特步作為帶領時尚潮流的體育用品品牌之知名度及
認受性。本集團亦利用由其品牌及形象代言人舉辦的演唱會、新唱片宣傳及簽名會等活
動推廣本集團的品牌及產品。回顧期內，特步品牌形象代言人出席的一些宣傳活動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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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季產品訂貨會等。

贊助體育隊伍及賽事

本集團策略性地贊助經過精心挑選的全國及大學體育隊伍及體育項目，以提高特步品牌
於全國目標消費群的曝光率。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體育相關贊助活動包括以下：

• 中國女子籃球甲級聯賽0�-0� 賽季獨家冠名商；
• 中國全國男子籃球聯賽獨家冠名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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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極限精英賽的獨家冠名商；
• 成為安利紐崔萊全民健康跑全國��個城市服裝贊助商；
• 江蘇省青少年陽光體育運動聯賽；及
• 浙江省中學生籃球聯賽。

奧運推廣

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為全球觸目的焦點盛事，本集團於回顧期內把握此特步品牌面向世
界各地媒體及群眾之機遇，策劃了多項奧運的推廣活動，藉此提升於國際間的品牌知名
度。其中，我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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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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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相信，以上贊助及購入於北京二零零八年奧運會決賽進行期間的黃金電視廣告播放
時段，能夠吸引數以千百萬觀眾對特步品牌的認識。

媒體廣告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投放大量資源在媒體廣告及其他不同的宣傳渠道作品牌推廣，以提
升旗下三個品牌在中國市場的曝光率。

• 邀請本集團的形象及品牌代言人（如謝霆鋒、蔡依林、潘瑋柏、蔡卓妍及鍾欣桐）拍
攝平面及電視廣告以加強宣傳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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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 於時裝雜誌（如全國女性時裝月刊《瑞麗時尚先鋒》，其讀者主要為具時尚觸覺的富裕
女性）刊登形象廣告，以吸引喜愛大膽、奔放及極具吸引力風格的女性讀者。

本集團的主要發展策略是提升品牌形象，及加大市場推廣力度。期內，本集團於廣告及
宣傳方面的支出為約人民幣���,��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長三倍（二零零七年：人民幣
��,���,000元），而該等支出佔期內收益約�%（二零零七年：�.�%）。

產品研發及設計

本集團相信，卓越的產品設計及研究及開發（「研發」）能力是本集團賴以成功的重要因
素。作為一家時尚體育用品企業，本集團不斷透過研發革新產品的新穎設計及技術，以
迎合消費者的口味及回應市場需求。回顧期內，本集團向市場共推出了�,���款鞋履設
計、�,���款服裝設計及�,0��款配飾設計，以滿足不同客戶的需要。本集團旗下有三支優
秀的產品設計團隊及一支研發團隊逾���人，並與來自南韓、法國及其他國際知名的時尚
潮流研究及設計機構，如南韓的C&T(新緹)時尚策劃和品牌顧問公司合作，掌握最新的
潮流趨勢，以制定合適的設計方案。



- �0 -

由於投放了更多資源於研發及設計，藉以提升產品質量及外觀設計，本集團於二零零八
年六月三十日的總設計及研發支出增至約人民幣��,���,000元，增幅逾�.�倍（二零零七
年：約人民幣�,���,000元）。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繼續將下列研發成果應用在產品開發上：

鞋履方面：

• 納米銀抗菌噴灑技術－本集團採用此噴灑技術將納米銀抗菌化學物（能夠消除材料噴
灑範圍上��%的細菌）噴灑於本集團大部份鞋履產品中。此噴灑技術是本集團與中國
科學院合作研究的成果。

• 芳香功能－本集團在大多數鞋履產品加入香味。香味一般可持續三至四個月，且無
損產品的耐用性。本集團從南韓的供應商進口香味劑，並擁有在中國市場的獨家權
利，應用於本集團的鞋履產品。

服裝方面：

• 自二零零八年夏季開始，本集團已將從美國進口的有機矽應用至單向導濕布匹上，
令本集團的服裝產品更耐高溫，並保護印於其上的絲印圖像。

強化生產效益

本集團透過自設生產廠房，能更有效地控制生產成本及產品質量，並迅速地回應瞬息萬
變的市場需求及潮流走勢。本集團於回顧期內擁有��條鞋履生產線及��條服裝生產線，
年產能分別為��,000,000雙鞋履及�,000,000件服裝產品。由於本集團旗下品牌深受市場歡
迎，因此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生產廠房的使用率接近�00%。為提升現有生產廠房的成本競
爭力，本集團不斷改進及優化其生產廠房及生產線，縮短停產時間及加強質量監控。回
顧期內，本集團堅守執行已建立的全面質量管理體系，監管企業由設計、原材料採購、
生產至付運各個階段的流程，使特步的質量管理水平繼續領先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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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分析

• 按產品種類劃分之收益及毛利率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佔產品組合 毛利率  佔產品組合 毛利率
 人民幣千元 百份比(%) %  人民幣千元 百份比(%) %
鞋履 703,567 50.0 36.1 ���,��� ��.� �0.�
服裝 686,684 48.8 37.4 ���,��� ��.0 ��.�
配飾產品 17,946 1.2 35.4 �,��� 0.� ��.�      

總計 1,408,197 100.0 36.8 ���,��� �00.0 ��.�      

回顧期內，由於本集團成功的品牌推廣及旗下分銷商及第三方零售商所經營的零售
網絡迅速擴張，使本集團旗下各個品牌的鞋履及服裝產品的收益均錄得迅速增長，
其中來自鞋履及服裝的收益分別較去年同期顯著上升��.�%及�倍。此外，本集團由
過往較側重鞋履產品，於回顧期內增加資源於品牌服裝及配飾的推廣及設計發展，
使本集團的產品組合更為平均。鞋履及服裝產品所佔的總收益百分比，分別由去年
同期的��.�%及��.0%，調整至回顧期內的�0.0%及��.�%。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整體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增加至��.�%，主要受惠於本
集團致力發展毛利率較其原設備製造商銷售為高的品牌業務的策略所致。鞋履產品
毛利率較去年的�0.�%上升至��.�%，主要是由於增加特步品牌鞋履產品的銷售所
致。服裝產品在較高毛利率的迪士尼運動及柯林品牌銷售增長帶動下，毛利率也由
去年同期的��.�%上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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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品牌產品銷售及原設備製造商銷售劃分的收益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佔產品組合  佔產品組合
 人民幣千元  百份比(%) 人民幣千元 百份比(%)
特步 1,308,149 92.9 ���,�00 ��.�
其他品牌 95,047 6.7 – –    

小計 1,403,196 99.6 ���,�00 ��.�

原設備製造商銷售 5,001 0.4 ��,��� ��.�    

總計 1,408,197 100.0 ���,��� �00.0    

回顧期內，特步品牌仍然是本集團主要的收益來源，其銷售收入較去年同期大幅增
加兩倍至大約人民幣��億�00萬元。於二零零七年下半年推出市場的迪士尼運動及柯
林品牌，於回顧期內共錄得約人民幣�,�00萬元的銷售收入。由於本集團重點發展及
調配更多資源於其品牌產品銷售的策略，使來自原設備製造商銷售的收益於期內縮
減至只佔總收益的0.�%。

• 特步品牌收入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佔產品組合  佔產品組合 變動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鞋履 662,487 50.6 �0�,��0 ��.� +���.�%
服裝 631,586 48.3 ���,��� �0.� +���.�%
配飾 14,076 1.1 �,��� 0.� +���.�%     

總計 1,308,149 100.0 ���,�00 �00.0 +���.�%     

整體毛利率  36.3%   ��.�%  �.�百分點     

憑藉本集團分銷商及第三方零售商所經營的全國性分銷網絡迅速擴展，二零零八年
上半年來自特步品牌的鞋履及服裝產品收益分別增長�.�倍和�.�倍，帶動總收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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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約兩倍。特步品牌的分銷商及第三方零售商所經營的零售店數目由二零零七年六
月三十日的�,��0家，上升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的�,���家，增加�,���家，增幅
��.�%。

另一方面，為加強及平衡鞋履與服裝之間的產品組合，本集團調配了更多資源推廣
及擴大特步品牌服裝產品的設計款式，並提供更多時尚款式和色彩圖案。因此，於
回顧期內，特步品牌鞋履及服裝分別佔特步品牌產品總收益的�0.�%及��.�%。

本集團特步品牌的整體毛利率亦由去年同期的��.�%上升至��.�%，除了因為產品組
合的不斷優化，增加銷售較高毛利的服裝產品外，也因為鞋履及服裝產品平均售價
上升及有效的成本控制所致。

• 特步品牌銷售量及平均售價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變動
鞋履 銷售量（千） 8,834 �,��� +�00.�%
 平均售價（人民幣元） 75.0 ��.� +�.�%
 毛利率  35.5％ ��.�% +�百分點    

服裝 銷售量（千） 14,077 �,��� +�0�.�%
 平均售價（人民幣元） 44.9 ��.� ��.�%
 毛利率  37.2％ ��.�％ +�.�百分點    

隨著特步品牌知名度增加及零售價進一步上漲，鞋履及服裝產品的平均售價均告上
升，加上本集團增加產品系列，也使得該類產品的整體價格上揚，其中鞋履產品的
平均售價上升�.�%，而服裝產品品牌的增幅最為顯著，增長達��.�%。此外，隨著
銷售擴大，本集團能夠提高議價能力，從而達至更佳的規模經濟效益，並降低原材
料成本。期內鞋履及服裝產品的成本只分別上升�.�%及��.�%。因此，鞋履及服裝
產品的毛利率分別增長�百分點及�.�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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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品牌銷售量及平均售價分析*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鞋履 銷售量（千） ���
 平均售價（人民幣元） ��.�
 毛利率  ��.�%  

服裝 銷售量（千） ���
 平均售價（人民幣元） ��.�
 毛利率  �0.�%  

* 其他品牌包括迪士尼運動及柯林品牌，其於二零零七年下半年才開展銷售，所以可比
性分析並不適用於上列圖表。

迪士尼運動品牌的零售店，由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家，上升至於二零
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的���家，而柯林品牌的零售店則維持在�0家。回顧期內的收益為
人民幣�,�00萬元，整體毛利率為��.�%。這兩個品牌於鞋履及於服裝的平均售價分
別為人民幣��.�元和人民幣��.�元。毛利率及平均售價較高主要是因為迪士尼是國
際知名品牌，其經典人物更是家喻戶曉。至於柯林則是本集團的高檔品牌，銷售對
象為擁有較高購買力，且願意為品牌獨特款式設計而額外花費的消費者。

• 按地區劃分的收益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佔產品組合  佔產品組合
 人民幣千元 百份比(%) 人民幣千元 百份比(%)
特步品牌
 東部地區 502,667 35.7 ���,0�� ��.�
 南部地區 389,733 27.7 �0�,��� �0.�
 西部地區 187,873 13.3 ��,��� ��.�
 北部地區 227,876 16.2 ��,��� ��.�
小計 1,308,149 92.9 ���,�00 ��.�    

其他品牌 95,047 6.7 – –
原設備製造商銷售 5,001 0.4 ��,��� ��.�    

總計 1,408,197 100.0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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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分銷網絡的迅速拓展，加上實施有效的市場推廣策略，各個地區於回顧期內的
收益均以倍數增長，其中東部地區及南部地區的表現尤為突出，較去年同期分別
上升�.�倍及�.�倍。收益大幅主要是由於擴充零售店數目及總銷售樓面面積增加所
致。

東部及南部地區仍然是本集團的重點發展區域，並佔總收益的最大份額，收益分
別達人民幣�億��0萬元和人民幣�億�,��0萬元，當中以南部的湖南、湖北及廣東，
以及東部的江蘇、浙江、安徽及山東省為主力拓展省份，也成為本集團的主要收益
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的資料顯示，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江蘇、浙江、安徽、
山東、湖南、湖北及廣東等省份的生產總值較去年同期分別增長��.�%、��.�%、
��.�%、��.�%、��.�%、��.�%及�0.�%，較全國生產總值的�0.�%增幅為高，發展
潛力優厚。有關數據反映本集團採取正確的發展策略，以該等省份為重點開拓地
區。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這七個省份共有�,���家零售店，佔全國零
售網絡約��%。

• 特步品牌每家零售店平均銷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每家零售店
  平均零售店 每家零售店    平均零售店 每家零售店 平均銷售
 收入 數目 平均總收入 收入 數目 平圴收入 之變動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東部地區 502,667 1,740 288,889 ���,0�� ��� �0�,��� ��.�%
南部地區 389,733 1,122 347,355 �0�,��� ��� �00,��� ��.�%
西部地區 187,873 799 235,136 ��,��� ��� ���,��0 ��.0%
北部地區 227,876 895 254,610 ��,��� �0� ���,��0 �0.�%       

總計 1,308,149 4,556 287,127 ���,�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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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成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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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材料 451,524 50.7 �0�,��� ��.�
外判生產成本 383,519 43.1 ��,��0 ��.�
直接人工成本 45,651 5.1 ��,��� ��.�
其他 9,706 1.1 �,��0 �.�    

總計  890,400 100.0 ���,��� �00.0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為約人民幣�億�,0�0萬元，相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億
�,��0萬元增長���.�%。由於銷量的大幅上升，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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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所得稅為人民幣��,��0,000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0,�0�,000元）。
期內實際稅率（二零零八年：��.�%）較去年同期（二零零七年：��.�%）上升是由於若干不
可扣稅開支及未確認稅務虧損所致。根據中國新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細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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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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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飾有限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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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及淨利率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000元，相較去年同期（二零零
七年：人民幣��,0��,000元）上升���.�%。另外，本集團的淨利率亦較去年同期（二零零七
年：��.�%）上升�.�百分點至��.�%，主要因為毛利率提升所致。

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建議派付期內的中期股息每股�.0港仙，合共派息約人民幣��,���,000元，
佔本期間溢利分派��%。



- �� -

其他收入及收益

期內，其他收入及收益約為人民幣�,�0�,000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0,000元）。增長主
要由於租金收入、優先股公平值收益及來自中國政府的補貼增加所致。

銷售及分銷成本及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成本為人民幣���,���,000元（二零零七
年：人民幣��,0��,000元），佔本集團總收益約��.�%（二零零七年：�.0%）。增長主要由
於為提升本集團知名度，增加在奧運期間的特步品牌推廣，以及各媒體渠道和廣告的投
放，使本集團於期內增加廣告及市場推廣費用，由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人民幣��,���,000元
（佔收益�.�%）增加至二零零八年上半年人民幣���,��0,000元（佔收益�.0%）。至於一般及
行政開支則由二零零七年的人民幣��,��0,000元增至二零零八的人民幣��,���,000元，主
要因為二零零八年上半年上市費用增加及本集團投入更多設計及研發費用，設計及研發
費用由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人民幣�,���,000元（佔收益�.�%）增加至二零零八年上半年人民
幣��,���,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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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二零零七年全年比較，由��天改善至��天，主要因為本集
團增加利用外判生產商，以及改善了生產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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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期內之平均應收貿易賬款周轉日數與二零零七年全年比較，由��天下調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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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應付貿易賬款周轉日數與二零零七年全年比較，由�0天增至��天，乃由於加強現金
管理控制及延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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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為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及銀行借貸。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
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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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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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本
及儲備之總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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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營運資金管理大幅改善，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來自經活動的淨現金流
入為人民幣�億�,��0萬元（二零零七年：流出人民幣�,��0萬元）。另一方面，本集團成功
上市集資人民幣��億�,��0萬元（所得款項淨額）。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
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總額約為人民幣��億�00萬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億
�,�00萬元）。

存貨撥備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存貨撥備。

呆賬撥備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呆賬撥備。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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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資產與負債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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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回顧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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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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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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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動用 未動用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可供動用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所得款項用途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媒體廣告及品牌宣傳活動 ��� �0 ���
擴大及優化分銷網絡 ��� – ���
擴充生產設施及營運中心 ��� – ���
收購品牌 �0� – �0�
提升設計及研發能力 ��� – ���
提升資訊管理系統 �� – ��
一般營運資金 ��� �0 ���   

總計 �,0�� �0 �,0��   

人力資源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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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銷售及營銷 366 ���
產品設計及研發 381 ���
管理及行政、財務及品質控制 477 ���
生產 5,239 �,���  

總計 6,46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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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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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市場前景

二零零八年八月舉行北京奧運在中國掀起一片運動熱潮。受惠於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
國民消費能力持續上升，體育用品行業在奧運後仍可望繼續壯大。同時，本集團憑藉於
行業的領先優勢，把握在奧運後帶來的契機，全力提升品牌競爭力，開拓更廣闊的發展
空間。

優化及拓展銷售網絡

隨著國民越趨重視時尚體育用品市場，本集團將繼續優化其本身的銷售網絡，包括擴充
零售店店面、提升店舖裝修陳設及加強管理系統等，並適當地加大零售終端的支持力
度，從而提升特步品牌的市場滲透率。至於二零零八年全年的銷售網絡拓展計劃方面，
特步及迪士尼運動品牌計劃開設合共�,�00家零售店，銷售樓面面積合共擴大約�00,000平
方米，以提升零售店店舖平均銷售面積及整體盈利能力。

本集團認為，開設旗艦店亦為建立品牌形象的重要橋樑之一。因此，我們物色策略性及
黃金地段作為旗艦店的選址，售賣我們旗下特步品牌產品。目前，共有三家旗艦店由我
們的分銷商經營及管理，這些旗艦店分別位於長沙（店舖面積約�,000平方米）、武漢（店
舖面積約�,000平方米）及合肥（店舖面積約�,000平方米）。我們目前的計劃是要於二零零
八年物色約�0個策略性地點來開設這些旗艦店。

提升品牌知名度

未來本集團將繼續採用品牌代言人的制度，以娛樂帶動體育，進一步加深廣大消費者對
特步品牌的認識。藉著這策略，本集團計劃於二零零九年在中國各大城市贊助約十場「特
步五星演唱會」，而娛樂名人將於所有演唱會上全程穿著特步品牌的鞋履及服裝。本集團
亦將擔任二零零八年國球大典的冠名商，此為一個由國際乒乓球聯會、中國乒乓球協會
及湖南衛視聯合舉辦，並於湖南衛視播放的高收視電視節目。此外，本集團將繼續實行
娛樂宣傳及體育贊助活動等市場策略，藉此保持奧運後運動熱潮的熱度。本集團將成為
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一日舉行的「�00�西安城墻國際馬拉松賽」的獨家體育用品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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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多品牌優勢

特步現擁有特步、迪士尼運動及柯林等品牌。本集團旗下三個品牌均各具特色，隨具備
運動功能外，亦滲有時尚元素。本集團將利用其多品牌的優勢，結合其優秀及創新的技
術，針對不同的客戶群推出更多新產品，以擴大其於國內市場的佔有率。另外，本集團
亦積極尋求與其他品牌供應商合作的機會，繼續拓展國內時尚體育用品的業務。藉著結
合不同品牌的優勢，本集團深信此策略定能為本集團原有的品牌及業務帶來協同效益，
有利未來的發展。

加強研發及設計能力

提升設計及研發能力為本集團未來發展其中一個核心的要素。本集團將結合國內外的設
計及研發精英，推出多項新產品及技術，以迎合顧客的需求，包括：X-太極減震科技、
X-波紋回旋減震科技、X-DRIVER助力功能、仿生技術功能，以及與丹尼爾合作有關
Dannier「呼吸布」技術的環保材料等。此外，本集團亦會針對品牌代言人推出限量版的鞋
履、服飾及服裝產品，如蔡依林系列和潘瑋柏系列，使本集團產品的功能及時尚設計互
相兼備。

增加分銷資源規劃管理系統覆蓋

為提升及加強對分銷商及終端零售店管理，以及更有效地就終端客戶對本集團品牌產品
的購買情況，進行有系統的分析，本集團將增加分銷資源規劃管理系統於終端零售店的
覆蓋率，由現時覆蓋總零售店數目約��%，預期增加至二零零八年底的約�0%。

投資者關係

本集團一直深信，投資者關係對上市公司尤其重要。與投資者建立良好的關係，並適時
為他們更新公司資訊及業務發展，將能提高本集團的透明度及企業管治，加強本集團的
企業地位。本集團的投資關係工作由本集團之首席財務官兼公司秘書何睿博先生領導，
並由董事會及高級管理層團隊全力支持。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積極參與各項投資者關係
的相關活動，並於公司網站內開設投資者關係專欄，為投資者提供實時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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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於全球路演期間，本集團積
極與全球的投資者會面，向他們介紹本集團的公司優勢及發展策略，爭取市場及機構投
資者的支持及認同。與此同時，本集團亦透過相互的交流獲得投資界寶貴的意見及建
議，瞭解他們關注的事宜。自上市後，本集團繼續與投資者保持良好的溝通，出席的投
資者會議、單對單面談及電話會議等活動，亦不時透過參加投資論壇、發放新聞稿及接
受媒體訪問，讓股東、投資者及分析員更能實時地掌握本公司的最新動態及業務發展策
略。

總結

中國體育用品市場競爭激烈，要於芸芸品牌中脫穎而出，出色的營銷策略尤為重要。本
集團於期內增長迅速，在銷售及零售分銷網絡均有良好的發展，並繼續於行業中保持領
先的地位。本集團致力成為中國最優秀的時尚體育用品企業，憑藉特步於國內時尚體育
用品事業深厚的經驗，創新的設計及研發能力及多品牌的優勢，定能進一步增加其品牌
的競爭力，於未來締造更亮麗的業績。

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建議派付期內的中期股息每股�.0港仙，合共派息共人民幣��,���,000元，
佔本期間溢利分派��%。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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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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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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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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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已舉行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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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及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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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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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上市。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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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發表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中期業績公佈已於聯交所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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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
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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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八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二）至二零零八年九月十八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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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配額。為符合資格獲
取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二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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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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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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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

「英屬處女群島」 英屬處女群島

「複合年增長率」 複合年度增長率

「本公司」 特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根據開曼群島法例於二零零七年四
月十日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

「企業管治守則」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

「董事」 本公司董事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Asia）Pte Ltd，獨立第三方，從事提
供消費者產品、服務及生活品味的國際市場情報

「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群成」 群成投資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在英屬處女
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全部已發行股本由丁水波先生
及丁美清女士分別直接擁有��.�%及��.�%

「香港」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港元」 香港之法定貨幣

「香港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 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上市規則」 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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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設備製造商指製造貨品或設備的業務，而由他人進行品牌
建設及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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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中國之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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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券及期貨條例」 證券及期貨條例

承董事會命
特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丁水波

香港，二零零八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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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