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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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業績摘要
• 收入上升�9%至人民幣�6.77億元
• 毛利率上升�.8百分點至�8.6%
• 股東應佔溢利上升�0%至人民幣�.06億元
• 每股基本盈利達人民幣��.�0分
• 中期股息增加�0%至每股7.0港仙，派息率達至本期溢利的��%

財務摘要
• 總鞋履收入增加��.�%至人民幣7.89億元
• 總服裝收入增加�6.�%至人民幣8.67億元
• 特步品牌鞋履產品

• 收入上升�0.7%至人民幣7.��億元
• 毛利率上升�.�百分點至�8.9%
• 銷售量上升�.�%至9�0萬雙
• 平均售價（批發價）上升7.�%至人民幣80.�元

• 特步品牌服裝產品
• 收入上升�6.9%至人民幣8.0�億元
• 毛利率上升�.0百分點至�8.�%
• 銷售量急升��.�%至�,7�0萬件
• 平均售價（批發價）上升�.7%至人民幣�6.�元

• 營運資金周轉天數縮短了��天至��天

特步品牌營運摘要*

• 特步零售店總數達�,�0�家，淨增加��9家
• 特步旗艦店總數達��家，淨增加�0家
• 總銷售面積增加��.8%至���,6��平方米
• 零售店平均銷售面積增加�.�%至78.7平方米

* 與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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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欣然提呈特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

業績摘要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日是本集團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一週年紀念。在這不平凡的一年
裏，雖然面對前所未有的全球金融危機以至經濟衰退，但本集團仍然努力不懈，在各方
面都取得了非凡的成績，業績再創新高，奠定了特步品牌在中國時尚運動行業的領導地
位。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的收入約達人民幣�6.77億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08億元），比去年
同期上升�9%；股東應佔溢利約達人民幣�.06億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億元），同比
增長�0%；期內每股基本盈利約為人民幣��.�0分（二零零八年：人民幣�6.0�分），每股基
本盈利減少是由於本集團於去年六月三日上市，去年同期加權平均股數按約��.90億股計
算，而於回顧期內股數則按約��.7�億股計算所致。本集團業績表現理想，而且財務狀況
穩健，因此，為了回饋股東們的支持，董事會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7.0港仙（二零零八
年：每股�.0港仙），比去年同期上升�0%，派息比率約為��%。

碩果豐盈

本集團繼續通過結合體育及娛樂營銷的獨特市場推廣形式突圍而出，利用重點賽事贊助
及影藝界著名偶像對年輕人的影響力，強化特步帶領體育用品時尚潮流的品牌形象。本
集團成功成為第十一屆全國運動會唯一體育用品合作夥伴，該賽事每四年舉辦一次。同
時，本集團還贊助了多項矚目的地區性跑步、籃球及極限運動等具影響力的賽事，藉著
贊助這些賽事提升本集團企業品牌的知名度。

為加強特步品牌在時尚運動界的領先地位，本集團展開了一系列的娛樂營銷活動，在特
步品牌主要的市場如湖南、湖北、安徽、浙江及江蘇等省份舉辦了「步同凡響-�009巨星
巡迴演唱會」。這些活動將大大提高目標客戶對品牌的關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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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一直維持高質素的零售網絡，包括店舖選址、門店形象及客戶服務。於本年初，
本集團的全年目標是要於二零零九年年底前，淨增加約��0家特步零售店至合共�,600家
特步零售店。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我們已完成逾60%零售店擴充計劃，全國特
步零售店已超過�,�00家。本集團更在回顧期內於湖南、山東、上海、浙江及貴州等省
市共增加�0家新的特步旗艦店，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全國特步旗艦店總數達至��
家，是本集團樹立特步品牌形象的重要一環。

特步品牌的內在價值還體現在產品的開發及設計方面。本集團與南韓、英國及法國的設
計團隊緊密合作，不斷推出帶領市場潮流的新產品，同時間也加強產品功能性的研發，
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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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設
計及推出一系列具備輕量化減震科技功能的鞋履，令產品在兼備時尚元素的同時，進一
步加強產品功能。

前景展望

繼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掀起全國運動熱潮後，多個大型國際運動賽事將陸續於亞太地
區舉行，而這些運動賽事將為中國體育用品行業提供巨大的發展空間。因此，本集團制
定了一系列發展策略，以抓緊這難得的市場機遇，並保持高速的增長步伐。

力拓潛力市場

我們相信在中國的中部及東北部地區有龐大的大眾市場潛力。目前特步品牌已經在湖南
省一帶擁有市場主導地位，未來我們將以此為立足點，進一步覆蓋其他省份，例如周邊
的四川、安徽等地。另外，中國體壇盛事第十一屆全國運動會即將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份
在山東開幕。本集團重點贊助這項盛事，將為本集團提供了一個具影響力的推廣平台，
讓本集團藉此機會提升特步在山東省一帶的品牌形象，再輻射至東北地區的零售網絡。

為了進一步加深市場對特步品牌的認知度，我們計劃在年底前建立達至總數�0家的特步
旗艦店。另外，由於市場對特步品牌的認知度日漸提高及目前特步零售店已超過�,�00
家，本集團將增加其零售店擴充的目標。我們計劃於二零零九年年底前將特步零售店的
總數擴充至約�,800家，相比去年同期的�,0�6家特步零售店增幅約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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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海外業務

實現多品牌戰略及推動品牌國際化是本集團的長遠發展目標之一。我們已在香港成立一
支具國際市場經驗的優秀團隊，並計劃將分銷網絡拓展至新興市場，包括中東及東南亞
國家。未來本集團的中國及海外業務將並駕齊驅，為本集團帶來龐大的增長潛力。

特步的非凡一步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以時尚運動為主要的發展路向，同時加強功能性的運動元素，
為本集團的未來發展注入新動力。我們將會投入更多資源開拓結合功能性及時尚性的運
動產品。此外，本集團將重點加強特步跑鞋系列。因為跑步項目有龐大的消費群體，基
本上不受年齡、性別、時間及場地的限制，市場成長非常快速。本集團瞄準這個市場，
自去年起增加資源贊助全國各地的跑步項目，例如於�009年－ �0��年連續五年成為廈門
國際馬拉松賽的獨家體育用品合作夥伴、�009年西藏國際半程馬拉松挑戰賽、香港舉行
的�009年奧運歡樂跑、於成都、杭州、合肥及濟南等地舉行的安利紐崔萊健康跑等。未
來我們將會加大研發的投入，致力發展特步品牌跑鞋系列，以建立我們在這產品領域的
市場地位。

衷心感謝

本集團能保持高速的業務增長，有賴一群為本集團忠誠服務及努力不懈的管理層及員
工。藉此機會，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各部門員工於期內之貢獻，深表謝意，也衷心感謝
各位股東及業務夥伴長期以來的支持和信任。本集團將會繼續增強本身的競爭優勢來獲
取卓越的業績。

主席
丁水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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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特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本集團的中期業績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連同二零零八年同期的比較數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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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5	 1,677,436		 �,�08,�97

銷售成本  (1,029,660	) (890,�00 )    

毛利  647,776	 ��7,797
其他收入與收益 5	 6,662	 �,�0�
銷售及分銷成本  (242,378	) (��8,677 )
一般及行政開支  (80,766	) (6�,��� )    

經營溢利 6 331,294	 �00,8��

財務成本淨額 7	 (164	) (�,8�0 )    

除稅前溢利  331,130	 �96,97�

稅項 8 (24,596	) (��,��0 )    

期內溢利  306,534	 ���,66�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10
 基本（人民幣分）  14.10	 �6.0�    

 攤薄（人民幣分）  不適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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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9,208	 ���,���
預付土地租金  21,731	 ��,8�7
已付收購土地使用權的按金 11 50,079	 �0,079
已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按金  33,000	 �0,�88
無形資產  703	 79�    

 	 224,721	 �98,��8    

流動資產
存貨 12 263,450  �88,�87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 13 576,650  ��6,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81,082	 ���,7�0
已抵押存款 15 –  6,00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5 2,125,819	 �,��6,9�8    

  3,047,001	 �,079,87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16 384,370	 �77,989
已收按金、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7 119,418	 7�,�9�
計息銀行借貸 18 –	 ���,000
應繳稅項  17,943	 60,���    

  521,731	 6�7,6��    

流動資產淨值  2,525,270	 �,���,�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749,991	 �,6�0,600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9 7,224	 �,8��    

  7,224	 �,8��    

資產淨值  2,742,767		 �,6�7,776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20 19,177	 �9,�77
儲備 21 2,723,590	 �,6�8,�99    

權益總值  2,742,767	 �,6�7,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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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306,534  ���,66�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43,317  �,���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349,851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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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為一家於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章公司法（一九六一年法例三，經綜合及
修訂）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起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
市。本公司的香港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灣仔港灣道6–8號瑞安中心��樓��0�–�室。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下文合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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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推廣及銷售，並以特步品牌、迪士尼運動品牌及柯林品牌進行銷
售。

董事認為，本公司最終控股公司為群成投資有限公司，該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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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
定編製。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不包括財務報表規定的一切資料及披露事項，應與截至二零零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是根據歷史成本常規編製。除下文所述者外，編製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報表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
報表所遵循者一致。於本期間內，本集團首次採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於本集團自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生效的全新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對二零零八年五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對二零零九年四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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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及第�號（修訂本）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產生之責任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 投資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的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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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改善金融工具的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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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 重新評估內含衍生工具
 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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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號

除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見下述）外，採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會計期間或上一
會計期間所編製及呈報的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引入全面收益表：以單一報表或兩份相關報表呈報所有已確認
收入及開支項目。本集團已選擇呈列兩份報表。

3.	 重大會計判斷及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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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須作出影響於報告
日期的收入、支出、資產及負債的報告金額及或然負債披露資料的判斷、估計及假設。然
而此等假設及估計的不確定性可能導致將來須對受影響的資產或負債的賬面值作出重大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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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管理層於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
年財務報表所採用的相同。

在應用本集團的會計政策過程中，除涉及估計者外，管理層已作出以下重大判斷，有關判
斷對於財務報表確認金額影響最大：

派發股息引起的預扣稅

本集團於釐定是否就相關稅務司法權區計提派發若干附屬公司的股息引起的預扣稅時，須
對派付股息的時間作出判斷。本集團認為倘於可見未來不會分派若干溢利，則不須就預扣
稅作撥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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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集團的經營活動
屬於單一業務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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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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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其他收入與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製造及銷售體育用品：
鞋履 789,470		 70�,�67
服裝 866,888	 686,68�
配飾 21,078	 �7,9�6   

 1,677,436	 �,�08,�97
   

其他收入與收益
來自中國政府的補貼* 3,577	 770
租金收入 282	 �88
優先股衍生工具部分公平值收益 –	 �,��6
其他 2,803	 89�   

 6,662	 �,�0�
   

* 目前該等補貼並沒有未履行條件或或然事項。

6.	 經營溢利

本集團的經營溢利已扣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廣告及宣傳開支 193,874		 ���,��0
研究及開發成本 28,500	 ��,���
員工成本 81,318	 7�,6��
折舊 7,229	 �,��0
無形資產攤銷 88	 ��
預付土地租金攤銷 2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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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財務成本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於五年內償還的銀行貸款利息開支 5,080	 6,�87
優先股利息開支 –	 ��9
匯兌差額淨額 3,629	 –
銀行利息收入 (8,545	) (�,786 )   

 164	 �,8�0
   

8.	 稅項

本集團於期內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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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中國
 期內應計 19,702	 ��,��0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494	 –
遞延稅項－中國（附註�9） 4,400	 –   

 24,596	 ��,��0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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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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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除稅前溢利並以本公司及其大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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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 331,130	 �96,97�
   

按適用稅率計算的稅項 85,064	 7�,���
因稅項優惠調低稅率或免稅優惠 (87,293	) (�6,06� )
過往期間即期稅項的調整 494	 –
毋須課稅收入 (1,468	) –
不可扣稅的開支 20,026	 �,�60
按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可分派溢利�%計提預扣稅的影響 4,400	 –
未有確認的稅項虧損 3,373	 �,9�9   

按本集團的實際稅率計算的稅項支出 24,596	 ��,��0
   

9.	 股息

(�) 期內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7.0港仙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0港仙） 134,155	 96,767

   

附註：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七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宣佈及批准派發截至二零零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7.0港仙（相當於約人民幣6.�分），合共
���,���,��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000元）。本中期股息並無於簡明綜合中期財
務報表確認為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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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港仙（相當於約人民幣�.�分），合共
��0,000,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96,76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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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已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上市前股息 –	 ��9,���
二零零八年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8.0港仙 153,286	 –
二零零八年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0港仙 95,803	 –   

 249,089	 ��9,���
   

10.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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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00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66�,000元），以及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發行的普通股股數
�,�7�,6��,000股（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加權平均數�,�90,�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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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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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並無披露期內的每股攤薄盈利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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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根據期內本公司股權持
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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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公平值收益人民幣�,��6,000元。用以計算普通
股加權平均數�,7��,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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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股普通股。截至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尚未行使的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對期內每股基本盈利
金額具有反攤薄影響。

11.	 已付收購土地使用權的按金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就收購中國福建省廈門一幅土地支付按金人民幣
�0,079,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79,000元）。截至本財務報表日期，
該收購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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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存貨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原材料 141,060	 ��7,��8
在製品 21,715	 ��,��8
成品 100,675	 ��7,���   

 263,450	 �88,�87
   

13.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

本集團與客戶的貿易條款主要為信貸。信貸期通常為三個月。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的應收貿易款項根據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內 563,103	 ��7,8��
三至六個月 7,938	 80,���
六至十二個月 4,679	 8,78�
一年以上 –	 ��   

應收貿易款項 575,720	 ��6,9��
應收票據 930	 –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 576,650  ��6,9��
   

1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預付款項 17,249	 �7,�88
按金 61,304	 69,���
其他應收款項 2,529	 �,���   

 81,082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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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定期存款 670,008	 870,9��
現金及銀行結餘 1,455,811	 �,�7�,986   

 2,125,819	 �,���,9�8
減：因應付票據抵押的銀行結餘 –	 (6,000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125,819	 �,��6,9�8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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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000
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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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應付貿易款項根據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內 383,724	 ��9,7�0
三至六個月 –	 ��,�8�
六至十二個月 –	 �,09�
一年以上 –	 78�   

應付貿易款項 383,724	 ��7,989
應付票據 646	 �0,000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384,370	 �77,989
   

應付貿易款項不計息，一般於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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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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已收按金、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收按金 10,333	 8,706
應計費用 65,406	 ��,��7
應付增值稅 37,000	 ��,�9�
其他應付款項 6,679	 �,���   

 119,418	 7�,�9�
   

18.	 計息銀行借貸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
 有抵押銀行貸 –	 �08,000
 無抵押銀行貸款 –	 �6,000   

 –	 ���,000
   

分析：
 須於一年內償還的銀行貸款 –	 ���,000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有銀行貸款均以人民幣計值。銀行貸款以6.��%至7.�7%
的固定年利率計息。因其短期性質，銀行貸款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本集團若干銀行貸款由以下各項作抵押：

(i) 來自特步（中國），泉州市三興體育用品有限公司及柯林（福建）的公司擔保；及

(ii) 以本集團位於中國的若干樓宇及土地使用權進行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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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遞延稅項負債

根據中國所得稅法，外國投資者在中國成立的外資企業所宣派股息須繳交�0%預扣稅。該
規定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並應用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的盈利。如中
國與外國投資者的司法權區訂立稅收協定，則應用較低預扣稅率。就本集團而言，預扣稅
的適用稅率為�%。在評估預期就該等在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賺取
的盈利所派發股息繳交的預扣稅時，董事已根據股息政策、資本水平及營運資金（以應付本
集團於可見將來的業務所需）等因素作出評估。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經考慮上述因素後，並無就本公司附屬公司於可見將來預期分
派的未減免盈利應付的預扣稅作出重大未確認遞延稅項負債（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20.	 股本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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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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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

   

已發行及繳足：
 �,�7�,6��,000股每股面值0.0�港元的普通股 ��,7�6  �9,�77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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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

   

已發行及繳足：
 �,�7�,6��,000股每股面值0.0�港元的普通股 ��,7�6  �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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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儲備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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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本公司的股份溢價賬可動用作支付分派或股息予股東，惟緊隨擬派
分派或股息之日後，本公司能夠償還其於日常業務過程中的到期債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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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股權儲備包括已授出但未行使的購股權公平值。該金額將於相關購股權獲行使時轉撥往
股份溢價賬，或倘相關購股權到期或被沒收時，則轉撥往保留盈利。

匯兌儲備包括因換算中國以外業務的財務報表而產生所有匯兌差額。

22.	 購股權計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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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首次公開發售前
購股權計劃的進一步詳情，於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中
披露。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合共�9,000,000份購股權（「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根據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尚未行使。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概無任何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獲行使或失效。

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批准之日，本公司共有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
的�9,000,000份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未獲行使，相當於該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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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購股權計劃的進一步詳情，於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年報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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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購股權根據「購股權計劃」獲授出。於報告期間結
束後，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本公司根據「購股權計劃」向若干承授人授予
�0,000,000份購股權，以認購合共�0,000,000股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港元的普通
股，行使價為每股�.��港元。有關是項交易的進一步詳情，於本公司二零零九年七月
三十日的公佈中披露。

23.	 承擔

(�)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的承擔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就其在中國的外商獨資投資的已訂約資本承擔： 652,432	 6��,�8�
就以下各項的已訂約承擔：
 －建造新樓宇 2,126	 �,��8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29,199	 –
 －廣告及宣傳成本 47,745	 �9,�70   

 731,502	 7�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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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須向許可人支付最
低保證特許使用費。然而，該等款項將按該等期間產品的實際銷售額而調整。

24.	 經營租賃安排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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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4,327	 �,�9�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0,510	 ��,690   

 14,837  �6,98�
   

25.	 中期財務報表的批准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已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七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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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市場回顧

中國零售市場初見萌芽

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中國零售市場經歷波動，而受到全球金融海嘯影響，中國的消費
開支，自二零零九年初出現放緩的跡象。為了維持國家經濟增長，中國政府已推出一連
串救市措施，包括約�萬億元人民幣的振興經濟計劃，而該等措施的實行對國家經濟有
正面成效。根據國家統計局，二零零九年上半年中國消費品零售開支較去年同期上升
��.0%。而中國城鎮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亦較去年同期取得9.8%的增長。預期未來五
至十年，中國政府將繼續推動國內消費，使之成為經濟增長動力之一。宏觀環境顯示，
消費及零售業企業的前景樂觀。

新市場領域

由於大部分一線城市仍在受到經濟危機帶來的打擊及負面影響，中國二、三線城市蘊含
更龐大的商機和經濟增長潛力。相比北京、上海、廣州及深圳等大城市，隨著二、三線
城市的居民日益富裕，消費人口大幅增長，使到這些城市具備更理想的零售市場條件。
按最近於二零零九年第一季的市場研究指，湖南、湖北、浙江及山東等省份錄得中國最
強勁的總體零售銷售增長。

時尚體育需求不斷上升

去年北京奧運圓滿結束後，一連串大型體育賽事即將展開，如即將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在
山東省舉行的第十一屆全國運動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在香港舉行的二零零九年東亞運
動會，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在廣州舉行的第十六屆亞運會以及其他大型賽事，將繼續掀起
中國運動熱潮，拉動中國消費者對體育相關產品的需求。以上種種因素，加上城市化的
速度加快及購買力上升，特別在中國二、三線城市，體育用品市場將大幅擴展。這些城
市的消費者越趨富裕，亦加強了他們對生活品牌及時尚服飾的意識及追求，刺激時尚流
行體育用品的需求，繼而為本集團的快速增長締造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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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嶄新的品牌建設及市場推廣

「非一般的感覺」是特步品牌一直堅守的精神，由採用結合體育及娛樂營銷的創新品牌建
設策略便可足證此點。透過贊助大型體育賽事，本集團鞏固了特步的品牌地位，這些體
育賽事均廣受年青人愛戴，以擴大對目標客戶的覆蓋。為了增強效應，本集團策略性地
在精選的高收視頻道投放廣告。此外，本集團開創先河，運用青春偶像明星出任品牌形
象代言人，這些明星的知名度對年青人有強大的影響力。結合各方努力下，可有效展現
本集團作為國內領先時尚體育用品企業的獨有優勢。

1)	 體育營銷及贊助

贊助體育事項是特步品牌總體推廣活動不可或缺的部分，確保特步品牌維持適當水
平的曝光率。為此，本集團贊助了三大類型事項，第一是高度面向大眾市場的矚目
盛事，第二是涉及廣泛社群參與的徑賽及籃球賽等流行體育事項，第三是吸引一眾
年青人的刺激遊戲。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持續物色最具成本效益的體育營銷及贊助
機會，並致力於贊助以下重要事項：

盛大賽事

• 第十一屆全國運動會的唯一體育用品合作夥伴

本集團是第十一屆全國運動會的唯一體育用品合作夥伴。該賽事每四年舉辦一
次，本屆將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在山東省舉行，是中國最矚目及最具影響力的體
育盛事之一。本集團贊助了山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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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集團亦擔任男子及女子籃球賽的獨家冠
名贊助商。以上重要的贊助機會均突顯出本集團對中國體育事業的支持，亦見
證國家的頂級體育賽事與本集團作為中國領先時尚體育用品企業之間的夥伴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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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體育賽事

• �009年廈門國際馬拉松

 本集團為此項活動的獨家體育用品合作夥伴，贊助期由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三
年。特步贊助了各徑賽選手的所有體育用品。本年度的馬拉松賽事是由中國
田徑協會與廈門市政府聯合舉辦，共有八個徑賽項目，參加人數破紀錄超過
�6,000人，當中包括男子組及女子組馬拉松、半馬拉松、�0公里及�公里賽事。

• 安利紐崔萊健康跑

 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本集團贊助了一連串的健康跑活動，分別在成都、杭
州、合肥及濟南等地方圓滿舉行，合共超過�0,000名選手參加。自從於二零零
六年成為安利紐崔萊健康跑的體育用品贊助商以來，本集團一直推廣「讓運動
與眾不同」為特步品牌定位。

• �009年奧運歡樂跑

 本集團是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舉辦的「�009年奧運歡樂跑」的贊
助商之一。在「掀動、學習和體驗」的主題下，是次活動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在香
港迪士尼樂園舉行，推廣「全民運動」的理想，並啟發人透過運動學習及尋找人
生樂趣。

• 中國全國男子籃球聯賽及中國女子籃球甲級聯賽的獨家冠名贊助商

 本集團從二零零七年以來，一直為中國全國男子籃球聯賽及中國女子籃球甲級
聯賽的獨家冠名贊助商。本集團剛更新延續了此項賽事的冠名贊助，在未來連
續�年，即�009年至�0��年繼續贊助中國全國男子籃球聯賽及中國女子籃球甲
級聯賽。

• 浙江省中學生籃球賽的獨家冠名贊助商

 這項於二零零九年五月舉行的活動是浙江省中學生一年一度的盛事，吸引浙
江省來自�,700多間中學約��0萬名學生參與。自二零零八年籃球賽開始舉辦以
來，本集團已連續兩年擔任冠名贊助商。是項大型活動使本集團能夠加強特步
品牌在浙江省一眾年青人心目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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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游戲

• CX全國極限精英賽的獨家冠名贊助商

 為把特步建立成刺激遊戲的推廣者和支持者，本集團連續三年擔任中國最頂
級的極限賽CX全國極限精英賽的獨家冠名贊助商，亦贊助在北京、成都、廣
州、上海、瀋陽及武漢的「CX極限校園行」，是中國眾多大學之間的矚目盛
事。CX極限賽的比賽項目包括全球最受年青人愛戴的一些新興運動，如滑板、
單線滾軸溜冰、越野單車及小輪徑車等等。由於規模龐大及參加者的技術高
超，特步CX全國極限精英賽備受廣泛媒體注視，更被稱為「中國第一極限賽
事」。

2)	 組成強大電視廣告聯盟

本集團已啟動多元化推廣活動，利用各種媒體來增加曝光率，並與中國最具影響力
的一些廣播頻道組成一連串的策略合作夥伴關係。透過這些高收視頻道，本集團選
擇性地於黃金時段在針對年青人的節目頻道投放公司電視廣告。此外，本集團亦與
不同地域市場各大國內頻道組成緊密的業務夥伴，當中包括：

‧ 全國：中央電視台�台－中國中央電視台（「中央電視台」）的最重要的全面性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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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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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報導中國有
關娛樂資訊。本集團是「天天向上」的獨家冠名贊助商，該節目內容精彩，廣受
觀眾支持，因而提升了特步品牌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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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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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步時尚體育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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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品牌的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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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3)	 娛樂營銷

本集團聘請多位亞洲當紅的娛樂明星如謝霆鋒、Twins、蔡依林及潘瑋柏擔任特步品
牌形象代言人，為特步這帶領時尚潮流的體育用品品牌代言。形象代言人還為有關
特步產品拍攝廣告及店內促銷廣告硬照，以建立活力時尚的形象。此外，本集團藉
著一系列青春活力的娛樂相關活動來提升品牌知名度及顧客忠誠度。二零零九年上
半年，本集團開展的主要活動摘要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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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為「步同凡響－ �009巨星巡迴演唱
會」安排了大型的推廣活動。是項演唱會由本集團獨家贊助，並由特步品牌形
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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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響，並
成為該區焦點，是年青人重要的娛樂活動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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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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零售網絡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在持續按計劃迅速擴張的同時，亦相當重視網絡的質量並致力優化
生產能力，並提升其零售店形象及服務水平。

全國網絡覆蓋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透過其分銷商或第三方零售商共經營�,869間零售店。
下表載列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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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

零售店數目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品牌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變動

特步品牌 5,405	 �,0�6  + ��9
其他品牌 464	 �76  –��     

總計 5,869	 �,���  +��7     

特步品牌

隨著特步品牌持續擴充其零售網絡覆蓋，其零售店及旗艦店總數、總銷售面積及平均銷
售面積概述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變動(%)

零售店總數 5,405	 �,0�6  +6.9
旗艦店總數 22	 ��  +8�.�
總銷售面積（平方米） 425,624	 �77,���  +��.8
平均銷售面積（平方米） 78.7	 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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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分銷商及第三方零售商在中國經營的零售店按
地區劃分的情況：

按地區劃分的特步品牌零售店數目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變動

東部地區 2,043	 �,9��  +���
南部地區 1,322	 �,���  +8�
西部地區 930	 89�  +�9
北部地區 1,110	 �,00�  +�08     

總計	 5,405	 �,0�6  +��9     

�) 地域覆蓋

於回顧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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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以上大部分
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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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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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六
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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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間零
售店，佔其全國零售網絡約��%。

�) 旗艦店

旗艦店對於品牌建設及提升顧客忠誠度相當重要。踏入二零零九年，特步共建立�0
間新的旗艦店，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底，特步的旗艦店總數增至��間。這些新的旗
艦店均位於上海、山東、浙江、湖南、吉林、河南、廣西、山西及貴州省等繁華的
商業區內。這些大型的旗艦店將鞏固我們在零售市場的覆蓋，亦使消費者能體驗特
步品牌的活力及動力。

�) 提升零售店形象

本集團不斷透過進取的店舖形象改革計劃提升其網絡質素。本集團已積極為旗下所
有旗艦店及位於黃金地段的零售店推出第五代形象店的設計，藉此刺激高消費的增
長。這些新的形象店舖為消費者帶來嶄新的購物體驗，有效提升顧客忠誠度，從而
提高品牌競爭力及總體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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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品牌

按地區劃分的其他品牌零售店數目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變動

東部地區 130	 ���  –�
南部地區 123	 ���  –�
西部地區 65	 68  –�
北部地區 146	 ���  –6     

總計 464	 �76  –��     

其他品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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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店數目減少的主要原因是由於經濟放緩，
屬高檔市場的柯林品牌零售店數目減少所致。

分銷管理

�) 分銷商及特許經營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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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其他品牌分銷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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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銷管理

本集團在各方面的成功，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為其一直嚴守的分銷管理系統。於二零
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採用實時監察的分銷資源系統的特步品牌分銷商約佔70%。分
銷資源系統直接連接分銷商的存貨及財務系統，使本集團能夠實現記錄及追蹤存貨
水平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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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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設計及技術開發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設計、研發及品質控制部門員工共有��8人（二零零
八年六月三十日：�8�人）。

�) 強大的設計實力

本集團的成功因素之一是本集團擁有卓越的產品設計能力。本集團自行培育了多支
卓越的產品設計團隊，其成員與國際設計公司合作，對時尚潮流走勢有深入認識，
因此能推出時尚潮流的體育用品。

另外，本集團亦與來自南韓、英國及法國的全球知名時尚潮流研究及設計機構緊密
合作，這些合作夥伴使本集團能夠走在國際時尚潮流的前線，並鞏固本集團有足夠
能力面對消費者不斷變化的需求。

由於結合各方的努力，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共推出超過�0個不同主題的設計，並推
出新設計的鞋履及服裝，分別逾�,700款及逾�,800款以迎合不同的消費者需求。

�) 創新產品研發

本集團具備一支在鞋履技術方面擁有逾�0年經驗的技術團隊。特步致力生產能夠展
現功能表現及令人舒適的先進鞋履產品。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推出新系列特步品牌
的X-LIGHT減震跑鞋系列，專為跑步人士而設，平均重量較傳統跑鞋輕�0%。憑藉
這輕巧的技術設計，加上透氣布料，為顧客帶來全新感覺的運動體驗。

本集團亦繼續致力完善其他鞋履產品系列的納米銀抗菌噴灑技術、芳香功能及減震
功能的開發。配合時尚新穎的剪栽設計，本集團銷售多款優質耐熱及吸汗的服裝產
品，廣受一眾年青顧客的愛戴。

供應鏈管理

本集團從設計、生產、銷售至分銷管理，採取垂直綜合業務模式。憑藉自設的生產設
施，本集團能夠快速反應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及潮流走勢。於回顧期內，本集團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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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內，按銷售量計分別約�0%鞋
履及�0%服裝產品由本集團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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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按產品種類劃分之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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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9,470	 70�,�67  +��.� 	 47.1	 �0.0
服裝 866,888	 686,68�  +�6.�  51.7	 �8.8
配飾 21,078	 �7,9�6  +�7.�  1.2	 �.�         

總計 1,677,436	 �,�08,�97  +�9.�  100.0	 �00.0         

毛利率 38.6%	 �6.8%  +�.8百分點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驕人成績。收入增加�9.�%至人民幣
�6.77億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08億元），而本集團的毛利率上升�.8百分點至�8.6%
（二零零八年：�6.8%）。

由於本集團已在市場上建立成功且強勢的品牌，因此各類產品收入均錄得全面增加，其
中鞋履增長��.�%，服裝增長�6.�%及配飾增長�7.�%，成績驕人。市場熱切追求款式新
穎而時尚的體育用品，而我們的產品因滿足到大眾對於生活品味及外型方面的需要而備
受追捧。本集團亦擴大銷售網絡渠道，推動銷售量急增。另一方面，由於本集團的品牌
地位攀升，使我們能夠同時提高平均售價。

本集團不僅在收入方面創造驕人成績，毛利率更大幅提升�.8百分點至�8.6%，主要是由
於本集團提高特步品牌平均售價以及推行相當嚴格的節流措施所致。

本集團的服裝產品準確瞄準目標客戶群，服裝收入因而大幅增長�6.�%至人民幣8.67億元
（二零零八年：人民幣6.87億元）。服裝產品銷售額佔本集團收入的比重增加至��.7%。因
此，鞋履及配飾的銷售額分別佔本集團收入的�7.�%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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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履

鞋履產品按品牌產品銷售及原設備製造商銷售劃分之收入、銷售量及平均售價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入（人民幣千元）	 銷售量（千雙）	 平均售價（人民幣）
鞋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動(%)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動(%)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動(%)

特步品牌 733,689	 66�,�87  +�0.7  9,123	 8,8��  +�.�  80.4	 7�.0  +7.�
其他品牌 55,781	 �6,079  +��.6 	 736	 ��8  +68.0  75.8		 8�.�  -8.0
原設備製造商 –	 �,00�  不適用  –	 �0�  不適用  不適用  �8.�  不適用                 

總計 789,470	 70�,�67  +��.�  9,859	 9,�7�  +�.�  80.1	 7�.0  +6.8                 

毛利率 39.4%	 �6.�%  +�.�百分點

本集團的鞋履收入增加��.�%至人民幣7.89億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7.0�億元），主要由
於特步鞋履收入增加�0.7%至人民幣7.��億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6.6�億元），以及其他
品牌鞋履收入增加��.6%至人民幣�,600萬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600萬元）所致。本期
間，本集團已終止原設備製造商的銷售（二零零八年：人民幣�00萬元）。

本集團的鞋履總銷售量增長�.�%至約990萬雙，主要由於銷售網絡擴張令特步品牌的銷售
量增加�.�%至約9�0萬雙。其他品牌的銷售量大幅增長68.0%，主要由於迪士尼運動品牌
的鞋履產品市場嶄新獨有，深受熱愛設計新穎及時尚產品的青年少所愛戴。

由於特步品牌的地位穩步提升，因此本集團提高對分銷商的售價，因此，特步鞋履的平
均售價增加了7.�%。為了保持其他品牌的市場滲透率，其他品牌鞋履的平均售價較去年
同期減少8.0%。

鞋履的毛利率大幅上升�.�百分點至�9.�%（二零零八年：�6.�%），主要原因是特步鞋履的
平均售價有所提升，導致其毛利率上升�.�百分點至�8.9%（二零零八年：��.�%）。其他品
牌鞋履的毛利率減少�.9百分點至��.�%（二零零八年：�9.�%），主要由於繼續深化其他品
牌產品市場滲透的策略，所以本集團承擔部分銷售成本漲價，而平均售價則較上一期間
有所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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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

服裝產品按品牌產品銷售劃分之收入、銷售量及平均售價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入（人民幣千元）	 銷售量（千件）	 平均售價（人民幣）
服裝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動(%)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動(%)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動(%)

特步品牌 801,616	 6��,�86  +�6.9  17,389	 ��,077  +��.�  46.1	 ��.9  +�.7
其他品牌 65,272	 ��,098  +�8.�  834	 7��  +��.�  78.3	 76.�  +�.7                  

總計 866,888	 686,68�  +�6.�  18,223	 ��,800  +��.� 	 47.6	 �6.�  +�.6                 

毛利率 38.2%	 �7.�%  +0.8百分點

本集團的服裝收入大幅增加�6.�%至人民幣8.67億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6.86億元），主
要由於特步服裝收入大幅增加�6.9%至人民幣8.0�億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6.��億元），
而其他品牌服裝收入增加�8.�%至人民幣6,�00萬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00萬元）。

本集團的服裝總銷售量顯著增長��.�%至約�,8�0萬件，主要由於特步品牌的銷售量上升
��.�%至約�,7�0萬件所致。銷售量顯著增長，乃因品牌地位日漸獲得認同及實行差異化
策略將產品與其他運動品牌產品區分的成果。新款且色彩鮮明的運動服裝為客戶塑造流
行生活品味的外觀，恰好配合特步的核心焦點。其他品牌的銷售量增加��.�%，主要來自
有趣卡通人物產品及針對獨有市場的迪士尼運動品牌服裝產品。

本集團總體服裝平均售價提高主要由於品牌地位穩步提升，因而將特步品牌及迪士尼運
動品牌服裝產品的零售價調高所致。

服裝的毛利率上升0.8百分點至�8.�%（二零零八年：�7.�%），主要原因是平均售價調高推
動特步服裝的毛利率上升�.0百分點至�8.�%（二零零八年：�7.�%）。其他品牌服裝的毛利
率減少�.�百分點至�7.8%（二零零八年：�0.�%），主要由於繼續深化其他品牌產品市場
滲透的策略，所以本集團承擔部分銷售成本漲價，而平均售價則較上一期間適度調高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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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品牌產品銷售及原設備製造商銷售劃分之收入及毛利率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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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步品牌 1,548,780	 �,�08,��9  +�8.�  92.3	 9�.9  38.5%	 �6.�%  +�.�百分點
其他品牌 128,656	 9�,0�7  +��.�  7.7	 6.7  40.4%	 ��.6%  -�.�百分點
原設備製造商 –	 �,00�  不適用 	 –	 0.�  不適用	 ��.�%  不適用               

總計 1,677,436	 �,�08,�97  +�9.�  100.0	 �00.0  38.6%	 �6.8%  +�.8百分點               

特步品牌產品仍是主要收入來源，佔本集團收入的9�.�%。特步的中國零售網絡渠道持續
增加，並建立了強勢的品牌地位，使特步品牌產品的收入增長�8.�%。另一方面，其他品
牌的收入錄得��.�%的強勁增長，主要由於以青少年為對象而推出其喜愛時尚產品的迪士
尼運動品牌所進行的營銷工作取得成功所致。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已終止原設備製造商
的銷售。

毛利率擴大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毛利率提升�.8百分點至�8.6%（二零零八年：�6.8%）。毛利率明顯
改善的原因是特步品牌產品的毛利率提升�.�百分點至�8.�%（二零零八年：�6.�%），原因
是特步鞋履產品大幅提升�.�百分點至�8.9%（二零零八年：��.�%），以及特步服裝產品的
毛利率提升�.0百分點至�8.�%（二零零八年：�7.�%）。

有關毛利率增加因以下情況被抵銷：其他品牌產品的毛利率較去年同期減少�.�百分點至
�0.�%（二零零八年：��.6%），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採取策略，為日後滲透市場的發展而承
擔部分成本漲價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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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區產品銷售及原設備製造商銷售劃分的收入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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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步品牌
 東部地區 607,485		 36.2	 �0�,667  ��.7
 南部地區 462,205		 27.6	 �89,7��  �7.7
 西部地區 206,824		 12.3  �87,87�  ��.�
 北部地區 272,266		 16.2	 ��7,876  �6.�       

小計 1,548,780		 92.3	 �,�08,��9  9�.9
其他品牌 128,656		 7.7	 9�,0�7  6.7
原設備製造商 –		 –		 �,00�  0.�       

總計 1,677,436		 100.0		 �,�08,�97  �00.0       

按以上地區收入分析顯示，特步品牌將繼續於東部及南部地區保持優勢，同時在另外兩
個地區擴大據點。

特步品牌

憑藉結合體育及娛樂營銷的創新品牌建設策略，滲透中國二、三線城市的廣泛分銷網
絡，以及推出時尚流行產品的強大產品設計實力，特步品牌從中國其他體育用品品牌中
脫穎而出，以及鞏固其作為領先時尚體育用品企業的地位。以上種種因素，使特步於二
零零九年上半年取得豐碩成果，見以下章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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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步品牌按產品種類劃分之收入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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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3,689	 66�,�87  +�0.7 	 47.4	 �0.6
服裝 801,616		 6��,�86  +�6.9  51.8	 �8.�
配飾 13,475	 ��,076  -�.�  0.8	 �.�         

總計 1,548,780		 �,�08,��9  +�8.�  100.0	 �00.0         

特步品牌產品的收入較去年同期增加�8.�%至人民幣��.�9億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08
億元），主要由於特步鞋履的收入增長�0.7%，以及特步服裝的收入大幅增加�6.9%所
致。特步鞋履及服裝的收入增加，主要的原因是於娛樂及體育活動贊助中進行廣大有效
的營銷推廣。此外，特步零售網絡由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0�6家零售店擴張至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的�,�0�家零售店，為特步品牌提供穩健的銷售渠道平台。

特步品牌鞋履的收入、銷售量及平均售價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動(%)

收入（人民幣千元） 733,689	 66�,�87  +�0.7
銷售量（千） 9,123	 8,8��  +�.�
平均售價（人民幣） 80.4	 7�.0  +7.�
毛利率 38.9%	 ��.�%  +�.�百分點

特步品牌鞋履的收入增加�0.7%至人民幣7.��億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6.6�億元），有關
收入的增加主要是由於鞋履銷售量增加�.�%至9�0萬雙（二零零八年：880萬雙）及平均售
價上升7.�%至人民幣8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7�.0元）所致。鞋履的平均售價增加是由
於特步強勁的品牌形象不斷提升，因而提高對分銷商的售價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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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步品牌服裝的收入、銷售量及平均售價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動(%)

收入（人民幣千元） 801,616	 6��,�86  +�6.9
銷售量（千） 17,389	 ��,077  +��.�
平均售價（人民幣） 46.1		 ��.9  +�.7
毛利率 38.2%	 �7.�%  +�.0百分點

特步品牌服裝收入增加�6.9%至人民幣8.0�億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6.��億元），有關收
入增長強勁是由於銷售量大幅增長��.�%及平均售價上升�.7%所致，當中銷售量增加是
因為流行產品設計廣受歡迎，以及時尚相關品牌形象抓緊了對時尚體育服裝產品的龐大
需求。

其他品牌

其他品牌包括迪士尼運動品牌及柯林品牌。迪士尼運動品牌自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獲華特迪士尼（上海）有限公司特許使用的品牌。此品
牌以年青人為目標，產品設計以趣緻時尚及繽紛色彩、家傳戶曉的迪士尼人物為主。柯
林品牌由本集團擁有，走高檔路線，設計大膽、奔放及極具吸引力。

其他品牌按產品種類劃分的收入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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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81	 �6,079  +��.6  43.4	 �8.0
服裝 65,272	 ��,098  +�8.�  50.7	 �7.9
配飾 7,603	 �,870  +96.�  5.9	 �.�         

總計 128,656	 9�,0�7  +��.�  100.0  �00.0         

其他品牌產品收入較去年同期增加��.�%至人民幣�.�9億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9,�00
萬元），主要是由於其他品牌鞋履的收入大幅增加��.6%及服裝收入增加�8.�%所致。因
此，鞋履產品組合佔��.�%，佔其他品牌總收入百分比上升�.�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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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品牌鞋履的收入、銷售量及平均售價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動(%)

收入（人民幣千元） 55,781		 �6,079  +��.6
銷售量（千） 736	 ��8  +68.0
平均售價（人民幣） 75.8	 8�.�  -8.0
毛利率 45.3%  �9.�%  -�.9百分點

其他品牌的鞋履收入大幅增加��.6%至約人民幣�,600萬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600萬
元）。基於迪士尼運動品牌鞋履產品獨特、趣緻及設計時尚，銷售量大幅飆升68.0%，因
此有關收入大幅改善。此類產品的定位成功滲透年青人的市場。

為了繼續擴大市場滲透的力度，鞋履的平均售價與去年同期下跌8.0%。由於本集團承擔
若干成本的上漲，其他品牌鞋履的毛利率較去年同期減少�.9百分點。

其他品牌服裝的收入、銷售量及平均售價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動(%)

收入（人民幣千元） 65,272	 ��,098  +�8.�
銷售量（千） 834	 7��  +��.�
平均售價（人民幣） 78.3	 76.�  +�.7
毛利率 37.8%	 �0.�%  -�.�百分點

其他品牌的服裝收入較去年同期增加�8.�%至約人民幣6,�00萬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
�,�00萬元）。有關增長乃由於銷售量增長��.�%及平均售價增長�.7%所致。有關強勁的銷
售量增長是由於迪士尼運動品牌服裝產品的成功推廣及年青顧客對這些流行時款服裝產
品的認同所致。平均售價溫和增長使市場滲透得以持續。由於本集團承擔若干部分的成
本上漲，因此其他品牌的毛利率較去年同期下降�.�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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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增長來源概要

	 特步品牌	 其他品牌

鞋履 平均售價+7.�% 銷售量+68.0%
服裝 銷售量+��.�% 銷售量+��.�%

上表概述本集團本期業績的增長來源。本集團相信，貫徹實行創新的營銷策略來推廣本
集團時尚流行的時款產品將繼續為本集團帶來理想業績。

銷售成本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銷售成本較去年同期增加��.6%。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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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成本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佔組合     佔組合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原材料 452,398		 43.9	 ���,���  �0.7
外判生產成本 517,535		 50.3	 �8�,��9  ��.�
直接員工成本 47,776		 4.6	 ��,6��  �.�
其他 11,951		 1.2	 9,706  �.�       

總計 1,029,660		 100.0	 890,�00  �00.0       

所得稅開支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所得稅為人民幣��,�96,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0,000
元）。

根據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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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的實
際稅率為7.�%，相比去年同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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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及淨利率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的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
�06,���,000元，相較去年同期（二零零八年：人民幣���,66�,000元）上升�0.�%。由於本
集團的品牌日益強大，毛利率增加�.8百分點至�8.6%。但由於本集團致力再投資品牌建
設，因此廣告及市場推廣開支增加了�.6百分點至佔本集團收入的��.6%（二零零八年：
8.0%），因而抵銷了部分毛利率的上升。另外，由於實際稅率下調，本集團的淨利率亦較
去年同期（二零零八年：�8.�%）上升0.�百分點至�8.�%。

股息

由於本集團的業務增長強勁及財務狀況穩健，董事會宣派中期股息每股7.0港仙（約等於
人民幣6.�分），較去年同期增加�0%（二零零八年：�.0港仙，約等於人民幣�.�分）。回顧
期內的派息率約為��%。

其他收入及收益

期內，其他收入及收益約為人民幣6,66�,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0�,000元），增長
主要由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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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成本為人民幣���,�78,000元（二零零八
年：人民幣��8,677,000元），佔本集團總收入約��.�%（二零零八年：��.�%）。由於本集
團致力提升品牌形象，廣告及市場推廣開支由二零零八年上半年人民幣���,��0,000元（佔
收入8.0%）增至回顧期內人民幣�9�,87�,000元（佔收入��.6%）。

一般及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6�,���,000元增至回顧期
內的人民幣80,766,000元，主要因為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本集團投入更多設計及研發費用，
設計及研發費用由二零零八年上半年人民幣��,���,000元（佔收入�.6%）增至二零零九年
同期人民幣�8,�00,000元（佔收入�.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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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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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資金周期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總體營運資金周轉日數與去年同期比較，由6�天大幅減少��天至
��天。

本集團的平均存貨周轉日數與去年同期比較，由�8天改善9天至�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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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減低了本集團的
存貨水平。

為了進一步改善本集團的營運資金周轉日數，本集團的平均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周轉日
數與去年同期比較，由��天延長��天至68天，此延長安排亦可有助支持本集團業務的擴
充，繼而支持分銷商提升營運水平。在嚴謹的財務監控下，加上基於客戶沒有超過其信
貸期，本集團的平均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周轉日數與去年同期的�7天比較延長��天至6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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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存款。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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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集團擁有充裕現金，本集團已償
還全部銀行貸款，故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負債比率為零（二零零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7%），此乃將銀行借貸除以本集團總權益計算。

由於營運資金管理大幅改善，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經活動的淨現金
流入約為人民幣�.�8億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00億元），較去年同期增加69%。於二零
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總額約為人民幣��.�6億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7億元）。

存貨撥備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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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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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的資本承擔詳情載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於二
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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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經營業務，而大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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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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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百萬港元）

	 		 已動用		 未動用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所得款項稅額用途	 可供動用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媒體廣告及品牌宣傳活動 ��9  �97  6�
擴大及優化分銷網絡 ���  88  �67
擴充生產設施及營運中心 �97  97  �00
收購品牌 �0�  –  �0�
提升設計及研發能力 ��6  76  70
提升資訊管理系統 6�  �8  ��
一般營運資金 �67  98  69     

總計 �,088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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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有6,8�8名僱員（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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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展望

市場前景

時至今天，中國無疑是全球增長最快的經濟體系之一，下半年的零售市場前景仍然樂
觀。在政府的一連串振興經濟計劃下，預期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繼續穩步增長。

中國體育用品市場可望取得持續增長，原因如下：全國日益富裕；對個人健康越加重視；
各類體育活動流行普及；以及體育用品開支相比發達國家仍然偏低。由於二、三線城市
的消費力不斷上升，以及當地市民對時尚潮流走勢日益關注，本集團特別重視二、三線
市場的增長潛力。因此，本集團作為中國領先時尚體育用品品牌企業，具備充足條件抓
緊這些商機。

三大增長動力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投資有關計劃措施，藉此帶動消費人流、推出具吸引力產品及
提升消費者購物體驗。本集團的未來增長將由以下因素推動：

1.	 市場滲透

本集團將贊助於本年度十月在山東省舉行的第十一屆全國運動會，本集團預期各大
媒體將踴躍報導，使特步品牌成為全國各地的焦點。成為這項全國性活動的贊助商
將可鞏固特步的品牌定位，並在山東省建立穩固的據點，藉此將我們的品牌效應伸
延至中國東部地區其他省份。

另一方面，特步品牌已在中國南部地區的湖南省建立領先地位。與中央電視台、湖
南衛視及安徽衛視等高收視電視頻道組成策略合作夥伴來進行廣泛的品牌推廣，將
增加大眾市場對我們品牌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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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於本年度七月至八月期間的特步巨星巡迴演唱會分別在江蘇、湖北、浙江、
湖南及安徽省舉行，透過與巨星親密接觸的機會，眾多的年青顧客均被特步差異化
定位的品牌吸引。故此，特步品牌將繼續在這些地區強化其市場定位。

本集團將繼續在黃金地段開設旗艦店藉此建設品牌。本集團計劃於二零零九年底達
至合共�0間特步旗艦店。另外，隨著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特步零售店增至�,�0�家，
本集團計劃於二零零九年底特步品牌零售店的目標數目增加至�,800間。

2.	 開拓國際領域

本集團的長遠發展目標是帶領我們的品牌走向國際化。本集團計劃建立一個國際分
銷網絡，為此，本集團已在香港成立一支具豐富國際經驗的團隊。

本集團銳意將我們的品牌覆蓋引領至全球的新興市場及東南亞地區。繼迪士尼運動
品牌於中國取得成功後，我們已將之拓展至香港、台灣及澳門地區。此外，我們計
劃於中東等新興市場設立特步零售店。以上的國際據點將進一步鞏固我們的品牌形
象及地位。

3.	 專注運動

時尚體育用品仍是本集團的核心焦點。跑步已被認定為大眾市場中最流行的運動之
一。特步的鞋履產品早已享負盛名，集舒適度和功能於一身。為將特步品牌發展成
日後最時尚及流行的跑鞋品牌之一，本集團計劃投資在以下方面：

1)	 產品設計及技術開發

本集團將擴大及增加有關跑步用品的產品設計、研發及品質控制團隊。目標是
要成立一個約60-80名員工組成的專責部門，以生產設計更時尚、兼備專業特性
的跑步鞋履及相關產品。

2)	 贊助活動

為了進一步於專業賽事中推廣特步品牌形象及產品的功能性，本集團致力贊助
以下活動：

�. 二零零九年八月的西藏半程馬拉松挑戰賽
�.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的西安城牆馬拉松
�. 二零一零年一月的廈門國際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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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品牌知名度

本集團將繼續利用結合體育及娛樂營銷的多元化推廣策略，為更多消費者帶來特步品牌
的獨家時尚體驗。

�) 於體育營銷方面，下半年本集團將積極參與及贊助一系列大型體育賽事及活動，當
中包括：

�. 第十一屆全國運動會
�. 全國男子籃球聯賽
�. 中國女子籃球甲級聯賽
�. 江蘇省青少年陽光體育運動聯賽
�. 香港金融界精英籃球聯賽
6. 二零零九年東亞運動會

�) 於娛樂營銷方面，本集團將繼續透過以下活動吸引一眾年青人的注意：

�. 二零零九年七月在山東奧體中心舉行的「同一首歌」演唱會
�. 二零零九年七月至八月在五個省份舉行的「步同凡響－ �009巨星巡迴演唱會」
�. 自二零零九年八月起擔任香港明星足球隊獨家服裝贊助商
�.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舉行的東南勁爆音樂榜冠名贊助商

�) 於電視廣告方面，本集團將主要利用與策略夥伴之間的合作關係透過以下頻道播放
我們的廣告：

�. 國家頻道：中央電視台�台
�. 體育頻道：中央電視台�台
�. 湖南衛視
�. 安徽衛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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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經營效益

透過加強內部管理系統，以及促進與分銷商建立更緊密關係，本集團將繼續增加經營效
益來提升零售層面的營銷效率。目前70%的特步品牌分銷商已連接分銷資源系統，從而
實行精細化管理，使本集團可獲得銷售及物流數據，以做好銷售計劃。預計到二零零九
年底，分銷資源系統將覆蓋約90%特步品牌的分銷商。

總結

憑藉本集團領先的時尚體育品牌地位，加上多款時尚產品的推出，以及結合娛樂及重要
國際體壇賽事贊助的創新營銷策略，面對現時不斷變化的市場，本集團將繼續加強其本
身的競爭優勢，並致力爭取亮麗的業績，向前邁進。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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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條，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務應加以區分，不應由同
一人兼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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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市規則第��.��B(�)條，本公司通報已委任本公司執行董事丁水波先生為特步國際
貿易有限公司、Xtep Overseas Investment Pty Limited及Xtep Concept Limited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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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身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制定的操守守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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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中期財務報表

本公佈的財務資料遵照上市規則附錄十六進行披露。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已舉行會議以
討論本公司的審核、內部控制及財務匯報事宜，包括審閱中期業績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外聘核數師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聘用協定準則》第���0號－「由獨立核
數師執行的中期財務報告審閱」的規定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財務報表。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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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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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年六月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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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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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息

董事會建議就本期間派付中期股息每股7.0港仙（約等於人民幣6.�分），較去年同期上升
�0%（二零零八年：�.0港仙，約等於人民幣�.�分）。中期股息合共派息���,���,��0港元（約
等於人民幣���,���,000元），派息率達致本期溢利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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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二）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四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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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星
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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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樓�7��-�7�6室，方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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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售價」 平均售價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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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 本公司董事

「分銷資源系統」 分銷資源規劃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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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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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守則」 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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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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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及採納有關本集團
僱員的購股權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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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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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特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丁水波

香港，二零零九年九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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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