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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業績摘要
• 收益上升��%至約人民幣�0.�0億元
• 毛利率上升�.�百分點至�0.7%
• 經營利潤率上升�.�百分點至��.�%
• 股東應佔溢利上升��%至約人民幣�.7�億元
• 每股基本盈利上升��%至人民幣�7.�8分
• 中期股息增加��%至每股�0港仙，派息率達至本期溢利的��%（二零零九年：��%）
• 總體營運資金周轉天數縮短了��天至�7天
• 零售店舖總數達7,009家（特步品牌�,�79家；其他品牌��0家）

特步品牌財務摘要
• 特步品牌鞋履產品

• 收益上升��%至約人民幣8.�8億元
• 毛利率上升�.�百分點至�0.�%
• 銷售量上升�.�%至9�0萬雙
• 平均售價（批發價）上升�.�%至人民幣8�.7元

• 特步品牌服裝產品
• 收益上升��%至約人民幣�0.�0億元
• 毛利率上升�.�百分點至�0.7%
• 銷售量急升��.0%至�,000萬件
• 平均售價（批發價）上升��.9%至人民幣��.�元

特步品牌營運摘要*

• 特步零售店總數達�,�79家，淨增加�7�家
• 特步旗艦店總數達��家，淨增加�家
• 總銷售面積增加��.�%至���,000平方米
• 零售店平均銷售面積增加�.�%至8�.�平方米

* 與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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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本人謹代表特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欣然提呈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中期業績。

驕人成績

中國政府的財政政策及振興經濟措施，帶動國內消費及消費者的購買力上升，使二零一
零年上半年經濟反彈回升。根據國務院辦公廳於二零一零年三月頒佈的「關於加快體育產
業的指導意見」，中國政府銳意於二零二零年前壯大中國的體育產業，以在國際舞台上與
其他同業競爭。隨著城市化不斷發展，加上中國消費者對運動的熱情升溫，市場需求殷
切，中國的體育市場蘊藏龐大的潛力及發展空間，估計日後行業規模將達人民幣�萬億
元。憑藉獨有的體育娛樂營銷策略，特步品牌具備充份優勢在這不斷變化和迅速發展的
市場鞏固其地位及聲譽。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透過各種市場推廣方案繼續推動其品牌形
象，並加速擴大其零售網絡，在各業務範疇均取得卓越成績。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的收入約達人民幣�0.�0�億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77�億元），比
去年同期上升約��%。特步品牌收入大幅增加約��%至人民幣�9.008億元（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88億元），而整體毛利率則上升至�0.7%（二零零九年：�8.�%）。股東應佔溢利
約達人民幣�.7��億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0��億元），同比增長約��%。截至二零一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增加約��%至人民幣�7.�8分（二零零九年：人民幣
��.�0分）。由於業績表現理想，加上盈餘現金結餘充裕，董事會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0.0港仙（二零零九年：每股7.0港仙），比去年同期上升��%，派息比率約為��%（二零零
九年：��%）。

特步品牌	 面向世界

特步品牌繼續為本集團最強大的資產，佔總收入約9�%。近年來，品牌建設已成為
本集團的其中一項重要任務，特步品牌藉著贊助多項國際性及全國性賽事，邁向
成為一個備受認可的世界級品牌。期內，本集團與伯明翰環球控股有限公司訂立
了為期五年的贊助協議，按協議本集團將獨家向英超聯隊伍伯明翰足球隊提供服
裝，特步品牌為首個中國體育品牌進軍英超聯賽創造歷史。由本集團設計及獨家贊
助的專業「特步－伯明翰」時尚球衣，將隨伯明翰足球隊隊員出賽時展現在全球數
以億計的球迷眼前。此項贊助亦為本集團的重要里程，將快速發展的活力時尚體育
品牌－特步品牌帶到國際舞台，以進一步支持本集團以足球為其中一項核心的長遠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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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本集團於國內贊助二零一零年上海世界博覽會亦成為另一焦點。由於上海世界博
覽會為全球規模最大及展館數目最多的大型展覽會，本集團能夠藉著獨家贊助大會所有
義工服裝而提升特步品牌的曝光率。

本集團亦借助數碼世代的力量，增加品牌於網際的曝光。本集團擔任國內流行網站－搜
狐世界盃站的體育贊助商。雙方的合作讓搜狐廣大的客戶群網上預覽本集團的最新產
品，藉此向龐大網絡客戶群宣傳特步品牌。隨著快捷方便的網上購物成為年青人日益普
及的消費渠道，本集團已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在上海與中國最大網上消費者電子商貿市場
淘寶網建立夥伴關係，使本集團得以打造高效的網上商業平台，以進一步擴大其銷售及
分銷管道及迎合目標客戶的需要，從而提高其品牌的知名度及認受性。

「愛跑步	 愛特步」

跑步是中國最受歡迎的運動之一，亦為本集團長遠策略的主要焦點。本集團已贊助多項
矚目的跑壇盛事，作為其實踐提升整體形象之策略。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成為國際田聯
鑽石聯賽上海站的合作夥伴及獨家運動服贊助商（此比賽為一項雲集世界賽及奧運冠軍的
頂級年度田徑系列賽，並於上海站設有共��項鑽石聯賽）、廈門國際馬拉松的獨家體育產
品合作夥伴，以及其他各項著名跑步賽事。這些盛事均獲得傳媒廣泛報導，因而提高本
集團的核心價值及市場地位。

全國網絡

本集團於全國建立的分銷網絡為多年來採取積極擴展策略的成果，當中優勢為其於二、
三線市場的重點開拓，現主力投放於把特步品牌零售店在二零一零年全年增設800至
�,000家。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特步品牌零售店總數達到�,�79家（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0�家），超越了年初定下的�,�00家的目標。由於國內二、三線城市發展
潛力巨大，故本集團於回顧期間堅守著拓展這些市場的策略，二、三線城市佔逾90%零
售店。特步品牌已於湖南省各區建立領導的市場地位，並計劃將其成就複製至其他二、
三線城市。特步率先扎根二、三線市場的先驅優勢，無疑賦予本集團較現有及未來競爭
對手領先的競爭本領。

本集團亦於期內邁向開拓海外網絡的進程。於本年六月初，特步於台北開設了首家品牌
零售店，使特步品牌成為其中首個打入台灣市場的中國運動服品牌之一，並步向進駐東
南亞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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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旗艦店對於增強本集團品牌形象及客戶忠誠度、提升整體客戶體驗及滿意度為重要
一環。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設立合共��家（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0家）特步品牌旗艦店，較去年增加約�0%。

出眾非凡的管理

本集團繼續重視企業管理，藉以為鞏固及提升其營運能力。透過積極優化供應鏈管理及
強化設計、生產、銷售及分銷的實力，本集團已充份裝備自身，一方面應對快速變化的
市場需求及潮流走勢，同時提高客戶的滿意度及忠誠度。

保持產品創新及優質的產品質素，本集團已在廣州設立一新研發中心，以提升產品水平
及拓寬設計範疇。新研發中心已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啟用，配備尖端的設計設施，並擁有
一支富國際及國內經驗的設計團隊，引領著瞬息萬變的時尚潮流。設計團隊精英各具所
長，為本集團提供款式時尚新穎的產品設計，切合不同的客戶喜好。此外，本集團引入
了產品生命週期管理系統的全新資訊科技解決方案，以推進設計及開發過程。這一應用
方案使本集團能縮短產品開發時間、提高產品質量及加快回應客戶千變萬化的需求。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本集團躋身恒生指數成為三大恒生綜合指數系列的成份股，分別為
恒生綜合指數、恒生綜合行業指數－消費品及恒生綜合小型股指數，這不單反映本集團
多年來致力穩步增長及穩建的業務表現獲得肯定，亦提升了本集團於國際金融市場的地
位。

亮麗前景

縱然預見日後經濟全面復蘇的兆頭，前路無疑仍然充滿挑戰。面對著國內外同業的激烈
競爭，我們銳意增強品牌組合的持續發展與潛力，包括致力推廣足球運動，尤其以贊助
商身份邀請伯明翰足球隊訪華，從而加深國內對英超聯賽的認識。本集團亦已冠名贊助
伯明翰足球隊訪華團，參與在香港、北京及瀋陽舉辦的邀請賽。由於剛圓滿結束的世界
盃賽事帶動足球狂熱及球迷熾熱情緒，球賽吸引到大批媒體廣泛報導。這些推廣將有助
本集團進一步提升特步品牌形象及增進與消費者的關係。

本集團將繼續集中投放於國際賽事贊助，務求提高國際對特步品牌的認知。為了支持將
於本年十一月份於廣州舉行的第十六屆亞運會，本集團將於期內增加電視廣告及於廣州
開設一家旗艦店，以提升特步的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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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打造更鮮明的特步品牌形象，本集團亦將於本年八月至十月舉行「步同凡響－
�0�0 巨星巡迴演唱會」。演唱會將邀請品牌代言明星擔任表演嘉賓，預期將能把特步品
牌蘊藏的精髓與活力徹底盡現，牽動空前的澎湃激情。

為提升本集團的領導市場地位及深化網絡滲透，本集團計劃於年底前將特步品牌零售店
及旗艦店數目分別增加至約7,000家及約�0家。展望未來，本集團亦有意藉著於中東及東
南亞國家增設特步品牌及迪士尼運動品牌的銷售點，進一步開拓其海外市場。

為支持持續性的業務增長及擴展，本集團將進一步推行精細化的內部管理，並加大力度
改善產品設計、研發、財務及營運管理的效率。本集團亦將對銷售渠道實行嚴格監控及
管理，優化供應鏈程序，務求發展出一套以市場需求為主導、靈活多變及卓有成效的經
營系統。

由衷感激

本集團今天的成就，有賴於管理層與員工的共同努力。本人謹此對各董事與集團上下各
員工於期內的貢獻深表謝意，他們的努力使我們能夠克服具挑戰的市場環境。本人亦衷
心感謝各位股東、客戶及供應商的持續支持。我們致力成為世界時尚體育品牌，透過創
造可持續的業務增長，為各股東帶來豐碩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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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連同二零零九年同期的比較數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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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 2,040,156		 �,�77,��� 

銷售成本  (1,209,373	)	 (�,0�9,��0 )    

毛利  830,783		 ��7,77� 
其他收入與收益 � 10,128		 �,��� 
銷售及分銷成本  (304,050	)	 (���,�78 )
一般及行政開支  (84,932	)	 (80,7�� )    

經營溢利 � 451,929		 ���,�9� 

財務收入╱（成本）淨額 7 2,700		 (��� )    

除稅前溢利  454,629		 ���,��0 

所得稅開支 8 (81,172	)	 (��,�9� )    

期內溢利  373,457		 �0�,���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0

基本（人民幣分）  17.18		 ��.�0     

攤薄（人民幣分）  17.12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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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373,45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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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8	) ��,��7
其他全面收入成份相關的所得稅 –	 –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已扣稅） (5,378	) ��,��7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368,079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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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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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91		 �9�,9�9
預付土地租金  21,229		 ��,���
已付收購土地使用權的按金  50,079		 �0,079
已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按金  10,000		 �0,000
無形資產  841		 ���    

  279,640		 �7�,008    

流動資產
存貨  344,439		 ���,�89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 �� 747,999		 ���,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16,317		 7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435,366		 �,�97,���    

  3,644,121		 �,���,�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 563,448		 ��9,�98
已收按金、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75,265		 ���,�9�
應繳稅項  75,298		 ��,�7�    

  814,011		 ��9,���    

流動資產淨值  2,830,110		 �,7��,��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109,750		 �,0��,��8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5,268		 �7,��8    

  35,268		 �7,��8    

資產淨值  3,074,482		 �,98�,080    

權益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 19,186		 �9,�77
儲備  3,055,296		 �,9��,90�    

權益總值  3,074,482		 �,9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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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為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的香港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
灣仔港灣道�–8號瑞安中心��樓��0�–�室。

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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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性質並無出現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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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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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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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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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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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首次採納者的額外豁免」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以股份支付款項
  －集團現金結算以股份計算支付的交易」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修訂本） 對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合資格對沖項目」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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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7號
列入於「二零零八年十月頒佈的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持作出售非流動資產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內的  已終止經營業務－計劃出售附屬公司的控股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的修訂
香港詮釋第�號 租賃－釐定香港土地租約的租賃期限
 （經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修訂）

除上述者外，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對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當中載列對
多項香港財務報告的修訂，主要目的為刪除不一致的用字及釐清措辭。對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及香港（國際
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的修訂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
效，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香港會計
準則第7號、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的修訂則於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惟每項準則或詮釋的過渡條文不同。

採用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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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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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
年財務報表所採用的相同。

於報告期末為未來作出的主要假設及其他不明朗估計要素討論如下，該等因素極有可能使
下一財政年度的資產負債賬面值出現最重大調整。

購股權估值

誠如財務報表附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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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層期權定價模式釐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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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股權價值及本公司相關購股權儲備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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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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因此，並無呈報業務或地區分部分析。

5.	 收益、其他收入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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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與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製造及銷售體育用品：
鞋履 855,692		 789,�70
服裝 1,144,682		 8��,888
配飾 39,782		 ��,078    

 2,040,156		 �,�77,���    

其他收入與收益 		
來自中國政府的補貼* 7,724		 �,�77
租金收入 403		 �8�
其他 2,001		 �,80�    

 10,128		 �,���    

 2,050,284		 �,�8�,098    

* 目前該等補貼並沒有未履行條件或或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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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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廣告及宣傳費用 239,074	 �9�,87�
研究及開發費用 26,509	 �8,�00
員工成本 95,345	 8�,��8
折舊 8,011	 7,��9
無形資產攤銷 111	 88
預付土地租金攤銷 251	 ���    

7.	 財務收入╱（成本）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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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80 )
已折現應收票據利息開支 (5,175	) –
匯兌差額淨額 –	 (�,��9 )
銀行利息收入 7,875	 8,���    

 2,700	 (��� )    

8.	 所得稅

本集團於期內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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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海外
 期內應計 73,172	 �9,70�
 過往期間撥備不足 –	 �9�
遞延稅項 8,000	 �,�00    

 81,17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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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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特步中國按��%企業所得稅率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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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亦可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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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權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獲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
��%減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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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廈門特步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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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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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 454,629	 ���,��0    

按適用稅率計算的稅項 115,651	 8�,0��
因稅項優惠調低稅率或免稅優惠 (53,827	) (87,�9� )
過往期間即期稅項的調整 –	 �9�
毋須課稅收入 (762	) (�,��8 )
不可扣稅的開支 9,127	 �0,0��
按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可分派溢利�%計提預扣稅的影響 8,000	 �,�00
未有確認的稅項虧損 2,983	 �,�7�    

按本集團的實際稅率計算的稅項支出 81,172	 ��,�9�    

9.	 股息

(a)	 期內應付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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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港仙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每股普通股7.0港仙） 190,2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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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三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宣佈及批准派發截至二零一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港仙（相當於約人民幣8.7分），合
共��7,��8,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90,���,000元）。本中期股息並無於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中確認為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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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合共
���,���,��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000元）。

(b)	 期內已付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已付股息：
 截至以下日期止財政年度的末期股息：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每股普通股�0.0港仙	 189,890	 –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每股普通股8.0港仙 –	 ���,�8�
 截至以下日期止財政年度的特別股息：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每股普通股�.0港仙 94,945	 –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每股普通股�.0港仙 –	 9�,80�    

 284,835	 ��9,089    

10.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乃根據期內本公司普
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7�,��7,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人民幣�0�,���,000元），以及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發行的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7�,8�0,�87股（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普通股數
�,�7�,���,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每股攤薄盈利金額，乃根據期內本公司普通股股
權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7�,��7,000元計算。用以計算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相當於用
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金額的於該期間的已發行普通股數目，以及假設於所有購股權被
視為該期間內獲行使為�,98�,���股普通股時無償發行的普通股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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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公司的未行使購股權的行使價高於本公司普通股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平均市價，因而對每股普通股的基本盈利並無攤薄影響，故並無就該期呈
列的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作攤薄調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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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新客戶除外，新客戶一般須預先付款。應收貿易
款項不計息。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不視為減值的應收貿易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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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未逾期亦未減值 510,449		 �7�,9��
逾期少於三個月 210,279		 �8�,�9�
逾期三至九個月 26,224		 �9,���
逾期九個月以上 –		 �,700    

應收貿易款項 746,952		 ���,�9�
應收票據 1,047		 �,0��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 747,999		 ���,7��    

12.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根據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
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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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228		 ���,�9�
三至六個月 36,326		 �7,7�9
六至十二個月 27,894		 ��,�79
一年以上 –		 �,00�    

應付貿易款項 563,448		 ��8,9�7
應付票據 –		 �7�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563,448		 ��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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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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股本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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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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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		 935,629    

已發行及繳足：
 �,�7�,�80,000股每股面值0.0�港元的普通股 21,747		 19,186    

期內，因本公司購股權獲行使而以認購價每股�.��港元發行�,0��,000股（二零零九年：無）
每股面值0.0�港元之股份，總現金代價為�,���,000港元（扣除開支前）。有關本公司購股權
計劃的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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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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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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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開發售前計
劃」）。有關首次公開發售前計劃的進一步詳情，於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的年報中披露。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合共�7,9��,000份（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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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尚未行使。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0��,000份（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無）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獲行使，以致發行�,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附
註�9）。

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批准之日，本公司共有�7,9��,000份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
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計劃未獲行使，相當於該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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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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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購股權計劃的進一步詳情，於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年報中披露。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00,000份（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00,000
份）購股權（「購股權」）已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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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一月
二十八日、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八日，本公司根據購股權計
劃分別授出�00,000份、�00,000份及�0,000,000份購股權予若干承授人，分別可按�.0�
港元、�.��港元及�.00港元的行使價認購本公司股本中合共��,�00,000股每股面值0.0�
港元的普通股。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概無任何購股權獲行使或失效（截至二零零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的批准日期，本公司根據購股權計劃有��,�00,000份購股權
尚未行使，佔該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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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概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盈利能力數據（人民幣百萬元）
收益 2,040.2	 �,�77.�
毛利 830.8	 ��7.8
經營溢利 451.9	 ���.�
期內溢利 373.5	 �0�.�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分）（附註�） 17.18	 ��.�0
    
盈利能力比率(%)
毛利率 40.7	 �8.�
經營利潤率 22.2	 �9.8
淨利潤率 18.3	 �8.�
實際稅率 17.9	 7.�
平均股權持有人權益總額回報（附註�） 12.3	 ��.�
    
營運比率（佔收入百分比）(%)
廣告及宣傳費用 11.7	 ��.�
員工成本 4.7	 �.8
研發及開發費用 1.3	 �.7

	 於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資產及負債數據（人民幣百萬元）
非流動資產 279.6	 ���.7
流動資產 3,644.1	 �,0�7.0
流動負債 814.0	 ���.7
非流動負債 35.3	 7.�
股東權益 3,074.4	 �,7��.8

資產及營運資金比率
流動資產比率 4.5	 �.8
負債比率(%)（附註�） 0.0	 0.0
每股資產淨值（人民幣元）（附註�） 1.41	 �.��
平均存貨周轉日數（附註�） 46	 �9
平均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周轉日數（附註�） 57	 �0
平均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周轉日數（附註7） 76	 �8
總體營運資金周轉日數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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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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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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溢利除以期初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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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終的股本及儲備之總和計算。

�) 每股資產乃根據期終時已發行股份總數計算。

�) 平均存貨周轉日數以期初及期終平均存貨除以銷售成本，再乘以有關期間的日數計算。

�) 平均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周轉日數以期初及期終平均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除以收
益，再乘以有關期間的日數計算。

7) 平均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周轉日數以期初及期終平均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除以銷
售成本，再乘有關期間的日數計算。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市場回顧

步入增長軌道

全球經濟於二零一零年的上半年始見復蘇，各新興國家均呈現明顯的復蘇跡象，當中以
中國尤其強勁。中國政府推出多項經濟及貨幣政策等有效的振興經濟方案，帶動國內產
業走出金融危機並重拾升軌。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中國國內生
產總值約為人民幣�7�,8�0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消費品零售累計總額約為人
民幣7�,�70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8.�%，其中城市消費品零售額亦約達人民幣��,��0
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8.�%。各項市場指標均顯示中國經濟正逐漸好轉，分析師亦深
信中國未來經濟將強勁增長。隨著消費者購買力不斷上升，加上內需殷切，中國體育用
品業未來存在龐大的增長空間。



- �0 -

今年上半年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繼續呈現增長勢頭。由於中產階級購買力增強及中國政
府的經濟政策帶動下，中國部份二、三線城市正不斷迅速發展，並成為國家體育運動行
業的增長動力之一。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二、三線城市如湖
南、湖北、福建及江西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均超逾��%，超出國家整體的平均增長率
��.�%，這足以反映這些市場潛力龐大。隨著國內外業界的競爭加劇，本集團憑藉在二、
三線市場所建立的強大據點而佔盡優勢。

體育產業被納入國家議程

推廣體育事業是今年國家議程的重點。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國務院辦公廳頒佈多項措施
來加快體育運動行業的發展，包括於城市及農村地區建設運動基建及開設相關機構等。
中國政府亦大力推廣運動作為健康的生活方式，鼓勵人民參與各項運動。因此，體育用
品行業成為中國政府的重點支持行業，而中國政府所頒佈的新指引也為行業的未來發展
創造有利的市場條件。

運動熱潮席捲全國

繼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第十一屆全國運動會及二零零九年東亞運動會與二零一零年南
非世界盃等國際盛事舉行過後，人民對運動的熱情持續不減；而隨著人民對保持健康生
活的意識日增，這亦使運動日益流行。現今的消費者更著重運動及優化生活方式，這正
與本集團品牌理念相符。預期於二零一零年下半年舉行的廣州亞運會將繼續刺激消費者
對運動相關產品的興趣。另外，隨著近年消費者的收入提高，人民對品牌日益關注及注
重於購買高質素的運動用品，為本集團帶來了無限商機。

業務回顧

本集團在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取得持續性的業績增長，主要是由於特步品牌四大核心競爭
力的提升，即品牌建設、創新產品、渠道建設及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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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建設

「讓運動與眾不同」是特步品牌的核心理念。為加強特步品牌在時尚運動界的領先地位，
本集團推行了創新的品牌推廣，並結合了體育與娛樂的營銷策略。除贊助國際性及全國
性活動以及體壇盛事外，本集團亦從不同渠道進行廣泛而有效的媒體推廣。另外，本集
團不僅建立為中國領先的時尚體育品牌，同時更銳意邁向國際，力求在國際舞台上爭取
更好的發展。

贊助賽事是特步品牌整體推廣活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以確保特步品牌維持最佳的曝光
率。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不斷物色最具成本效益的市埸營銷及贊助機會，並致力贊助以
下重要事項：

1.	 國際性及全國性盛事

二零一零年上海世界博覽會

上海世界博覽會是二零一零年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國際盛事，舉辦日期由二零一零年
五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是次主辦單位史無前例地邀請了�9�個國家及�0個國際組
織參展，預期將有逾7,000萬人次前往參觀，致力締造歷屆最多參展商及參觀人士的
世界博覽會。本集團獨家贊助大會所有志願者穿上「世博特步」運動服裝以提高特步
品牌曝光率。是項贊助體現了本集團致力將特步品牌推向國際層面並成為真正的國
際品牌。透過贊助這項掀動全球的國際盛事，本集團實現「扎根中國，面向世界」的
遠景，並進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

第四屆全國體育大會

每四年一度的全國體育大會是由中國國家體育總局主辦的全國性非奧運綜合運動
會。全國體育大會的規模可媲美全國運動會，匯聚全國各省市的體育精英，備受公
眾注視。第四屆全國體育大會已於本年度五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在安徽省合肥市舉
行，共設��項比賽項目，包括蹼泳、滑水、摩托艇、中式摔跤、公開水域游泳及救
生等。作為第四屆全國體育大會的官方合作夥伴及唯一體育用品贊助商，本集團贊
助合肥、江蘇、安徽、貴州及香港運動員的所有服裝。這次贊助加深了本集團與全
國知名運動會的夥伴關係，突顯本集團對中國體育事業的持續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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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體育賽事

足球

伯明翰城足球俱樂部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本集團與伯明翰環球控股有限公司訂立為期五年的贊助協議，
據此，本集團將提供服飾予伯明翰城足球俱樂部（「伯明翰足球會」），將成為首個中
國體育用品品牌亮相於英國超級聯賽（「英超聯」）。英超聯是全球公認大型聯賽中最
重要及備受注視的球賽之一。伯明翰足球會已有���年的歷史，曾於頂級聯賽取得��
場不敗紀錄，於上一季的英超聯排名第九。根據贊助協議，伯明翰足球會中的球員
及後勤人員於球賽、訓練期間及球會活動上將穿上由本集團設計的球衣。伯明翰足
球會球場亦會豎立八個附有特步品牌標誌的大型廣告牌以加強宣傳效果。這些贊助
為本集團的重要里程碑，見證了一個快速增長的活力時尚體育用品品牌走向國際舞
台，同時創造龐大的市場營銷與宣傳商機。

香港明星足球隊

本集團繼續支持香港明星足球隊（「明星足球隊」），為其成員贊助服裝。於回顧期
內，明星足球隊成員穿上由本集團設計及贊助的球衣，參與在香港及中國舉行的多
項慈善球賽。明星足球隊是由香港娛樂圈一群知名藝人創立的著名體育及慈善組
織，透過受歡迎藝人的群策群力，參與慈善比賽及演出，以推廣體育活動和為有需
要人士籌募善款。本集團自二零零九年八月起一直為球隊供應度身訂造的運動服、
便服及服飾。這雙贏的贊助，突顯特步品牌作為時尚及潮流運動服的領先者，同時
提升其在國內及海外市場的品牌知名度。

跑步

「愛跑步 愛特步」

跑步為全球廣受歡迎的運動之一，競技與休閒並重。今年上半年，跑步仍是本集團
體育營銷的重要焦點。本集團增加投入資源在各項與跑步相關活動，藉以提升特步
品牌的跑鞋系列的品牌曝光。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亦籌辦許多跑步相關推廣活動，
亦在各大電視頻道贊助活動，推出創新電視廣告，宣傳「愛跑步、愛特步」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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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廈門國際馬拉松

廈門國際馬拉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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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等八項賽事，吸引來自��個國家超過�0,000名跑手參
與。今年的賽事由中央電視台及廈門電視台現場直播，並在全球超過�0間電視台轉
播。本集團由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三年連續五年成為是項賽事的獨家體育用品合作
夥伴，為選手贊助運動服裝。

國際田聯鑽石聯賽－上海站

國際田聯鑽石聯賽是著名的年度田徑系列賽。上海站為今年聯賽第二站的賽事並已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三日在上海體育館舉行，共產生七項世界紀錄，而在��項比
賽項目中，參賽選手不乏頂尖的運動健兒，包括百一米欄選手「中國飛人」劉翔、一
百米和二百米世界紀錄保持者「牙買加閃電」博爾特，以及不少現任世界冠軍和奧運
冠軍選手。由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本集團為是項賽事的合作夥伴及獨家運動
服贊助商，足證本集團對體育界的持續支持，亦進一步加強其成為專業跑步品牌的
業務重點。賽事由全球�8家電視台轉播，其中中國中央電視台第五頻道（中央電視五
台）及英國廣播電視台第三頻道（BBC三台）更作現場直播，讓特步品牌展現在全球觀
眾面前，進一步提升其知名度和聲譽。

安利紐崔萊健康跑

本集團為在�0�0年�月合肥舉行的安利紐崔萊健康跑的贊助商。這項�公里賽跑活動
是為響應第四屆全國運動會而舉行，吸引超過�0,000名參加者。

�0�0奧運歡樂跑

本集團是�0�0奧運歡樂跑的贊助商之一，該活動由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
員會主辦，並於本年六月在香港迪士尼樂園舉行，吸引了約�,�00名參加者及��支公
司團隊參加。 

伯明翰‧特步‧心連心光明行�0�0

「伯明翰‧特步‧心連心光明行�0�0」慈善籌款活動由本集團與伯明翰環球控股有限
公司聯合贊助。是次�公里的籌款步行共吸引超過�,000名人士參與，包括約��支公
司團隊、公眾參與者及視障人士。本集團是首次與該籌辦機構合作，活動為視障人
士籌得約700,000港元善款。



- �� -

其他體育活動

除贊助足球及賽跑比賽外，本集團亦贊助其他熱門體育活動，以強化和宣傳特步品
牌，有關活動包括：

CX全國極限精英賽

為推廣和支持極限運動，本集團已連續第四年擔任CX全國極限精英賽的獨家冠名
贊助商。作為中國最具聲望的CX極限精英賽，賽事包括最受全球年青人歡迎的新
興運動，例如滑板、滾軸溜冰及眾多其他運動。由於規模龐大，加上參賽者表現水
平甚高，故CX全國極限精英賽受到廣大傳媒注目，更被譽為「中國最佳CX極限精英
賽」。此外，本集團亦在北京、成都、廣州、上海、瀋陽及武漢等地的多間中國大學
贊助舉辦「CX極限校園行」活動。

中國女子籃球甲級聯賽協會（中國女籃）

本集團為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三年中國女籃的獨家冠名贊助商，透過參與受歡迎的
體育賽事，展現品牌產品的時尚設計，藉以提升特步品牌的知名度。

3.	 娛樂及廣告投放

在贊助國際性及全國性活動及體壇矚目盛事的同時，本集團貫徹實施獨有的營銷策
略，結合體育與娛樂，與其客戶聯繫並盡力提升品牌的曝光率。抓緊二零一零年世
界盃的足球熱潮，本集團推出名為「我愛 X 足球」及「共享傳奇」的兩輯全新廣告，以
謝霆鋒、蔡依林及潘瑋柏等特步品牌代言人作號召。品牌代言人穿上特步品牌最新
運動服裝系列，散發著青春氣息及時尚魅力，吸引眾多緊貼潮流者注視，廣告推出
後大獲好評，不但迎合了大眾對足球的熱情，亦大大提升特步品牌的知名度。

於本年度二月舉行的二零一零年秋季訂貨會上，謝霆鋒、蔡依林及潘瑋柏連同五位
「快樂女聲」等共八位特步品牌代言人，為現場超過�,000名分銷商及特許經營商演
出。除了讓分銷商、特許經營商及所有銷售人員有機會近距離接觸多位代言人外，
表演亦提升員工士氣，增強其對本集團的歸屬感。

本集團利用多元化媒體廣告策略吸引客戶，於主要頻道的黃金時間投放廣告，在不
同地區創下高收視率。電視頻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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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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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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中：湖南衛視－該頻道是一個受歡迎的主要電視頻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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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受觀眾支
持，因而有助提升特步品牌的知名度。

華南：東南衛視－該頻道廣泛覆蓋南部省份及台灣，具有台海及娛樂特色。本集團
亦是熱爆音樂節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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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碼：搜狐－本集團是搜狐世界盃網站的運動產品贊助商，並由二零一零年至二零
一二年就品牌發展及網絡宣傳方面，與搜狐締結為期三年的戰略夥伴關係。憑藉搜
狐廣泛的網絡，本集團得以透過娛樂及創新的廣告，為廣大的消費者推廣時尚特步
品牌的差異化品牌定位。

除了電視廣告外，本集團亦在各大體育及時尚雜誌刊物廣泛刊登印刷廣告，藉此進
一步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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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續「讓運動與眾不同」的品牌理念，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繼續以跑步及足球系列以及其
他時尚體育用品系列為拓展重點。本集團一直以其優越的產品設計及研發能力自豪。其
設計團隊由超過�00名行業專家組成，與英國、法國、南韓及美國著名的時裝及潮流趨
勢研究及設計機構緊密合作，憑藉他們專業的時尚知識及國際觸覺，開發廣泛的產品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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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以滿足客戶不斷改變的需求。為進一步鞏固研發能力，本集團近日在廣州開設了佔
地�,�00平方米的全新研發中心，主要集中開發新的服飾系列。該中心配備先進的設計設
施及擁有來自中國大陸不同城市及韓國的設計及研發團隊，各成員均擁有豐富的行業知
識，並洞悉中國及海外時尚潮流趨勢，各人滙聚不同經驗發揮所長。

此外，本集團已採用產品生命週期管理系統，該系統是一個透過網絡管理產品整個生命
週期的解決方案，涵蓋產品構思、設計及製造，以至付運等各個範疇。該系統為設計及
研發團隊、生產廠房及供應商提供合作平台，旨在減少產品開發時間及改善產品質素。

鞋履產品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推出六系列合共超過�,900款新穎時尚的鞋履產品，主要為跑步鞋、
復古鞋、休閑鞋、籃球鞋、網球鞋及童裝鞋，兼具時尚及功能的元素。此外，本集團亦
為時尚的客戶推出高雅的「快樂女聲」鞋履系列。本集團的其中一個主要成功因素，是基
於其創新及創意的時尚產品。本集團不時致力改善其鞋履產品的功能及技術標準。於回
顧期內，本集團藉採取先進技術，加強以下主要功能元素。

－ 自家研製X-CJ啫喱物料及高彈性EVA物料來改善減震功能

－ 超輕型物料來減低進行長距離跑鞋的重量

－ 納米銀抗菌化學物質來抑制細菌寄生

服飾產品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合共推出四大系列超過�,�00款設計新穎的運動服飾，分別為足球、
綜合訓練、網球及都市類別等，向目標客戶展示特步品牌時尚動感的一面。此外，於回
顧期間推出的全新「快樂女聲」運動系列品牌，細意勾劃「快樂女聲」歌唱比賽勝出者的特
色，受到客戶的好評。

此外，本集團繼續引進尖端技術加強運動服飾的功能，著重舒適及透氣特色。於涼快及
舒適的纖維物料以納米技術加工，使物料可以過濾光線中的熱幅射及減低熱量，以提供
更大的舒適度。本集團亦採用環保的保暖纖維，加強保暖及透氣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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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建設

覆蓋全國的穩固據點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透過其分銷商及第三方零售商共經營7,009家零售店。
下表闡明本集團分銷商及第三方零售商以特步品牌及其他品牌經營零售店數目：

零售店數目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品牌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變動

特步品牌 6,579	 �,�0�  +�7�
其他品牌 430	 ��0  –     

總計 7,009	 �,���  +�7�     

下表為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在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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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  –
南部地區 �,���  ��  ��7  �
西部地區 �,�0�  �  ��  –
北部地區 �,�99  7  ���  –       

總計	 6,579		 36		 43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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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步品牌

隨著特步品牌持續擴充其零售網絡覆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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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變動

零售店總數 6,579	 �,�0�  +�7�
旗艦店總數 36	 �0  +�
總銷售面積（平方米） 555,000	 �98,000  +��.�%
平均每零售店銷售面積（平方米） 84.4	 8�.�  +�.�%

主要地區

於回顧期內，特步品牌銷售網絡在全國發展迅速，尤其是南部地區的湖南及湖北省，以
及東部地區的江蘇、浙江、安徽及山東省等，均為本集團零售店網絡的主要地區。根據
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最新統計數字，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以上大部份地區的生產總
值均錄得雙位數字增長，超出中國整體國內生產總值水平的��.�%。本集團銳意在這些急
速增長的地區進一步擴充其業務網絡。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透過其分銷商
或第三方零售商於東部及南部地區經營合共�,�7�家零售店，佔其總零售店網絡約��%。

旗艦店建設

本集團致力透過設立及優化其旗艦店，提高其知名度及客戶的忠誠度。於二零一零年六
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擁有��家特步品牌旗艦店，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家。
這些旗艦店遍佈於全國各地的黃金地段，包括湖南、湖北、安徽及山東。

抓緊新市場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初，本集團在台北透過第三方分銷商推出其首家特步品牌零售店，該
零售店位於黃金購物區西門町，成為進軍台灣市場的首批中國品牌之一。這為擴充本集
團在東南亞的業務網絡奠定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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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數碼領域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本集團與淘寶網結成合作夥伴，以擴大其分銷渠道及抓緊在電子商
貿的商機。淘寶網是亞洲最大型的網上購物市場，擁有數億優質賣家。淘寶網於二零一
零年四月錄得超過�.9億的註冊用戶基礎，顯示其在中國擁有非常龐大的網上購物客戶
群。根據市場研究，中國的網上購物商場交易銷售量於二零一零年估計約達人民幣�,800
億元，預計於二零一三年將進一步增長至約人民幣�0,000億元。本集團的網上旗艦店自
推出以來廣受歡迎，取得對喜愛網上購買特步體育用品（包括專供網上購買的產品）的消
費者認同。隨著與淘寶網的合作，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亦在拍拍網及有啊網成立多家網上
商店及旗艦店，致力繼續把握網上購物的龐大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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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知名度。

本集團將繼續著重多品牌戰略，以取得持續增長。由於迪士尼人物受世界各地的青少年
追捧，迪士尼運動品牌具龐大的發展潛力，因此，本集團投入更多資源發展產品。另
外，本集團持續縮減柯林品牌業務，使本集團能夠將資源更妥善地投放於大眾市場，藉
以爭取更好回報。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在發展迪士尼運動品牌業務取得重大進展，與��
個位於東南亞、中東及中歐等海外國家，締結分銷品牌產品特許協議。此舉進一步擴大
本集團的足跡至世界舞台。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已於中國設有��0家其他品牌零售
店。

管理能力

渠道管理

本集團於全國擁有強大而穩定的資深分銷商網絡，一直是其成功的關鍵。本集團視分銷
商為重要的業務夥伴，委任合共�8名獨家特步品牌分銷商及�0名其他品牌分銷商，覆蓋
��個省份。本集團會定期提供系統培訓，包括市場營銷、產品展示設計及存貨管理等訓
練，確保作為領先的時尚體育用品企業的集團形象得以貫徹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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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制定一套標準的工作守則，當中涵蓋營運、零售店設計及陳列佈置的規格、客
戶服務標準及定價政策，確保所有零售店維持貫徹一致的品牌形象。本集團亦刊發了統
一守則，當中詳細列出零售店的產品陳列指引，確保全國均貫徹一致的風格。店舖的外
觀及佈置亦會每兩年作出提升，為客戶提供煥然一新的購物體驗。

零售店得以順利營運，有賴採取嚴謹的分銷管理系統。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全國
特步品牌的零售店採用實時監察的分銷資源系統的比例已達約��%。分銷資源系統直接
連接分銷商的存貨及財務系統以及零售店銷售系統，使本集團能夠實時記錄及追蹤存貨
水平，監控倉庫產品走勢及零售店的情況。因此，本集團能夠更有效計劃及密切監控市
場狀況，同時優化存貨管理。透過追蹤客戶的喜好及消費模式，該系統亦有助本集團提
升新一季的產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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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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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00%。於回顧期內，按銷售量計分別
約�0%鞋履及7%服裝產品由本集團生產。

員工發展

本集團確信員工是其最重要的資產之一，並致力全面發掘員工的潛能。於回顧期內，本
集團為分銷商及零售銷售人員提供多項培訓課程，以加強其管理技巧及銷售技能，並定
時為員工提供最新產品資訊。培訓課程不但有助培育企業文化，還能培養員工對本集團
的歸屬感。

除了定期的培訓課程外，本集團採取多種方法以評估員工的表現，從而加強內部監控和
管理。例如，在遍佈全國的零售店實施「神秘顧客」評估，從消費者角度來評核零售店的
整潔程度、客戶服務及店員殷誠態度等各方面，另外也包括零售店的陳列及佈置，以評
核銷售人員是否已遵守守則所載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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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按品牌產品銷售劃分的收入及毛利率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入	 佔收入百分比	 毛利率
	 （人民幣千元）	 （%）	 （%）
 		   變動  		   		   變動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百分點）

特步品牌 1,900,785		 �,��8,780  +��.7  93.2		 9�.�  40.5		 �8.�  +�.0
其他品牌 139,371		 ��8,���  +8.�  6.8		 7.7  44.4		 �0.�  +�.0               

總計 2,040,156		 �,�77,���  +��.�  100.0		 �00.0  40.7		 �8.�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總收入上升約��%至約人民幣�0億元（二零
零九年：人民幣�7億元）。毛利率亦上升�.�百分點至�0.7%（二零零九年：�8.�%）。整體
收入及毛利率的上升主要由於特步品牌的表現大幅提升所致。其他品牌的穩步上升主要
由於迪士尼運動品牌的銷售上升超過柯林品牌的銷售下跌。特步品牌產品仍然是本集團
的主要產品收入來源，佔本集團的總收入約9�%。本集團的毛利率得以改善，主要由於
特步品牌及其他品牌產品的毛利率均有所提升所致。

特步品牌

特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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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收入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變動（%）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鞋履 817,852	 7��,�89  +��.�  43.0	 �7.�
服裝 1,050,235	 80�,���  +��.0  55.3	 ��.8
配飾 32,698	 ��,�7�  +���.7 	 1.7	 0.8         

總計 1,900,785	 �,��8,780  +��.7  100.0	 �00.0         

毛利率 40.5%	 �8.�%  +�.0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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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特步品牌產品總收入大幅上升約��%至人民
幣�9億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億元），毛利率上升�.0百分點至�0.�%（二零零九年：
�8.�%）。特步品牌產品錄得如此驕人成績，主要是受惠於特步品牌贊助多個大型國際性
及全國性體育項目，與及獨特的娛樂營銷推廣策略，因而知名度大幅提升。加上特步品
牌產品受大眾市場歡迎，擴充銷售渠道及網絡後，銷售表現理想。

特步品牌鞋履的收入、銷售量及平均售價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變動

收入（人民幣百萬元） 817.8	 7��.7  +��.�%     

銷售量（百萬） 9.5	 9.�  +�.�%
平均售價（人民幣） 85.7	 80.�  +�.�%

毛利率 40.3%	 �8.9%  +�.�百分點

特步品牌鞋履的收入上升��.�%至人民幣8億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7億元），佔特步品牌
收入的��.0%。有關收入增加主要是由於鞋履產品銷售量增加約�.�%至9�0萬雙（二零零
九年：9�0萬雙），而平均售價增加約�.�%至人民幣8�.7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80.�元）所
致。平均售價增加主要是由於特步品牌知名度提升，本集團能提升特步品牌鞋履產品的
零售價以及減少給予分銷商的折扣所致。鑒於平均售價上升及有效的成本控制，毛利率
增加�.�百分點至�0.�%（二零零九年：�8.9%）。

特步品牌服裝的收入、銷售量及平均售價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變動

收入（人民幣百萬元） 1,050.2	 80�.�  +��.0%     

銷售量（百萬） 20.0	 �7.�  +��.0%
平均售價（人民幣） 52.5	 ��.�  +��.9%

毛利率 40.7%	 �8.�%  +�.�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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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步品牌服裝產品的收入上升��.0%至人民幣��億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8億元）。有關
收入增長強勁由於銷售量大幅上升約��.0%至�,000萬件（二零零九年：�,7�0萬件）及平均
售價上升約��.9%至人民幣��.�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元）所致。銷售數量大幅上升
主要由於特步品牌運動服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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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利用年輕人喜愛的潮流偶像作推廣，因此在回顧期內增長迅速。

由於特步品牌大幅提升，本集團已提高特步品牌服裝產品的零售價，加上嚴謹的成本控
制，毛利率大幅增加�.�百分點至�0.7%（二零零九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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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平均售價以財政期間內收入除以財政期間內已售單位總數計算。

其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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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變動（%）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鞋履 37,840	 ��,78�  -��.�  27.1	 ��.�
服裝 94,447  ��,�7�  +��.7  67.8	 �0.7
配飾 7,084  7,�0�  -�.8  5.1	 �.9         

總計 139,371	 ��8,���  +8.�  100.0	 �00.0         

毛利率 44.4%	 �0.�%  +�.0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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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品牌收入來自迪士尼運動品牌及柯林品牌。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其他品牌收入為人民幣�.�9�億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87億元），較上個期間增加約
8.�%，毛利率為��.�%（二零零九年：�0.�%）。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迪士尼運動品牌產
品銷售增加，惟因柯林品牌產品銷售減少而被抵銷。毛利率增加主要是由於其他品牌服
裝產品上升所致。

其他品牌鞋履產品的收入、銷售量及平均售價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變動

收入（人民幣百萬元） 37.8	 ��.8  -��.�%     

銷售量（百萬） 0.6	 0.7  -��.�%
平均售價（人民幣） 66.9	 7�.8  -��.7%

毛利率 45.0%	 ��.�%  -0.�百分點

其他品牌鞋履產品收入減少約��.�%至人民幣�,780萬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80萬
元）。收入減少主要是由於銷售量減少約��.�%至�0萬雙（二零零九年：70萬雙）因為縮
減柯林品牌鞋履產品規模所致。由於柯林品牌的售價以高檔市場為定位，故減低其銷售
亦導致平均售價下跌。因此，由於本集團亦減低鞋履產品的銷售成本，平均售價降低
約��.7%至人民幣��.9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7�.8元），使毛利率稍為下降0.�百分點至
��.0%（二零零九年：��.�%）。

其他品牌服裝產品的收入、銷售量及平均售價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變動

收入（人民幣百萬元） 94.4	 ��.�  +��.7%     

銷售量（百萬） 1.1	 0.8  +��.�%
平均售價（人民幣） 83.5	 78.�  +�.7%

毛利率 44.6%	 �7.8%  +�.8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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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品牌服裝產品的收入增加��.7%至人民幣9,��0萬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0萬
元）。收入上升的原因主要是由於銷售量上升約��.�%至��0萬件（二零零九年：80萬件）及
平均售價上升約�.7%至人民幣8�.�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78.�元）。銷售量大幅增加的主
要原因是成功推銷迪士尼運動品牌及備受年輕一代接納的流行時尚服裝產品系列。由於
迪士尼運動品牌日益流行，平均售價有所提升，毛利率得以改善。迪士尼運動品牌產品
銷售大幅增加，抵銷了柯林品牌產品銷售的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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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平均售價以財政期間內收入除以財政期間內已售單位總數計算。

按產品種類劃分的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入（人民幣千元）	 佔收入百分比（%）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變動（%）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鞋履 855,692	 789,�70  +8.�  41.9	 �7.�
服裝 1,144,682	 8��,888  +��.0  56.1	 ��.7
配飾 39,782	 ��,078  +88.7  2.0	 �.�         

總計 2,040,156	 �,�77,���  +��.�  100.0  �00.0         

毛利率 40.7%	 �8.�%  +�.�百分點     

本集團整體鞋履產品收入上升8.�%至人民幣9億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8億元），服裝產
品收入上升��.0%至人民幣��億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9億元），配飾收入增加88.7%至
人民幣�,000萬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000萬元）。服裝產品的收入佔整體收入��.�%，
主要由於成功的品牌建設及營銷策略，為大眾市場提供高質素的時尚運動產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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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區產品銷售劃分的收入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變動
   佔收入    佔收入
 收入  百分比  收入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

特步品牌
 東部 804,309		 39.4	 �07,�8�  ��.�  +��.�
 南部 574,700		 28.2	 ���,�0�  �7.�  +��.�
 西部 239,150		 11.7	 �0�,8��  ��.�  +��.�
 北部 282,626		 13.9	 �7�,���  ��.�  +�.8         

小計 1,900,785		 93.2	 �,��8,780  9�.�  +��.7
其他品牌 139,371		 6.8	 ��8,���  7.7  +8.�         

總計 2,040,156		 100.0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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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特步品牌的有效市場推廣及銷售網絡擴張，特步品牌在東部地區增長主要在山東省
及安徽省；南部增長主要在湖南省及湖北省；而西部增長主要在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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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變動
 銷售成本  佔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  佔銷售成本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

原材料  536,787		 44.4	 ���,�98  ��.9  +�8.7
外判生產成本  602,661		 49.8  ��7,���  �0.�  +��.�
直接員工成本 57,359		 4.7	 �7,77�  �.�  +�0.0
其他 12,566		 1.1	 ��,9��  �.�  +�.�         

總計 1,209,373		 100.0	 �,0�9,��0  �00.0  +�7.�         

銷售成本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銷售成本較去年同期增加�7.�%，主要是由於原材料成本及外判生產
成本增加。由於本集團銷售成本總額的增幅少於本集團收入總額的增幅，本集團的毛利
率仍錄得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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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直接員工成本增加是由於員工的工資及福利增加所
致。

其他收入及收益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收益約為人民幣�,0�0萬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70萬
元）。增加主要來自政府補貼增加。

銷售及分銷成本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成本約為人民幣�.0�0億元
（二零零九年：人民幣�.���億元），佔本集團總收入約��.9%（二零零九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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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創新的娛樂營銷推廣，廣
告及市場推廣開支由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的約人民幣�.9�9億元（佔收入��.�%）增加至回顧
期內的約人民幣�.�9�億元（佔收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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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及行政開支

由於嚴格控制成本導致整體一般及行政開支佔收入的百分比下降。一般及行政開支由二
零零九年首六個月的約人民幣8,080萬元（佔收入�.8%）增加至回顧期內的約人民幣8,�90
萬元（佔收入�.�%）。本集團的研發費用約為人民幣�,��0萬元（佔收入�.�%）（二零零九
年：人民幣�,8�0萬元，佔收入�.7%），主要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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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所得稅開支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約為人民幣8,��0萬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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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稅率��%的減半優惠，其後亦須按統一稅率��%繳
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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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未來三個年度獲得中國企業所得稅的減半優惠。由於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享有更多稅項優惠，因此於回顧期內的
實際稅率為�7.9%，較去年同期的7.�%為高。

股權擁有人應佔溢利及淨利率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的股權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7��
億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0��億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本集團的毛利率上升
至�0.7%（二零零九年：�8.�%），原因在於特步品牌的毛利率增至�0.�%（二零零九年：
�8.�%）。隨著本集團採取嚴緊而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經營利潤率得以上升至��.�%（二
零零九年：�9.8%）。由於稅務優惠主要於二零零九年結束，本集團的實際稅率增至�7.9%
（二零零九年：7.�%）。因此，本集團的淨利潤率為�8.�%（二零零九年：�8.�%）。

營運資金週期

期內，本集團的總體營運資金週轉日數與去年同期比較，減少了��天至�7天（二零零九
年：��天）。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總體營運資金周轉日數較截
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減少了��天至��天（二零零八年：��天）。



- �9 -

本集團的平均存貨週轉日數與去年同期比較，減少了�天至��天（二零零九年：�9天），主
要由於改善了生產規劃、採購控制及物流管理所致。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的平均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週轉日數與去年同期比較，減少了�天
至�7天（二零零九年：�0天），主要是由於信貸監控改善所致。

本集團的平均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週轉日數與去年同期比較，增加了8天至7�天（二
零零九年：�8天），主要是由於加強現金管理所致。

資金流動性及資金來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約為人民幣��.���億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億元），增幅達8.�%，而本集團的流動負債約為人民幣8.��0億元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9�億元），增幅達�9.�%。流動負債增幅較大乃
由於使用供應商的信貸期所致。因此，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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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經營活動的淨現金流入約為人民幣�.�0億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
�.�8億元）。誠如上文營運資金週期一節所述，本集團於期內的總體營運資金周轉日數改
善了��天（二零零九年：改善了��天）。因此期內淨現金流入少於上期。於二零一零年六
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約為人民幣��.���億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人民幣��.97�億元），跌幅約�.�%，主要是因為派付股息。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的銀行借貸為零（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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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六
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負債比率為0%（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此乃將總借貸除
以本集團股本及儲備的總和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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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貨撥備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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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呆賬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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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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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發售所得款項（百萬港元）

   已動用  未動用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所得款項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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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擴大及優化分銷網絡 ���  ���  ���
擴充生產設施及營運中心 �97  ��0  ��7
收購品牌 �0�  –  �0�
提升設計及研發能力 ���  ���  –
提升資訊管理系統 ��  �9  ��
一般營運資金 ��7  ��7  –     

總計	 2,088		 1,174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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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有7,�8�名僱員（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
名僱員）。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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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從
人員招聘程序、優化組織架構及企業文化建設等方面著手，致力提升人力資源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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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

市場前景

面對影響全球的環球金融海嘯，中國政府實施有效政策，並取得顯著成果。中國的國內
生產總值穩步增長，而人民的收入亦不斷上升，使中國從金融危機中快速復蘇，繼續成
為全球增長最快的經濟體系之一。

中國運動行業的市場潛力尤其不容忽視，當中有賴於中國政府已制定有利的措施及振興
計劃，包括在城鄉地區興建運動基建設施，以及推廣運動生活化。於國內及海外舉行的
連串矚目體育盛事，亦進一步加強中國人民對健康的認知及對體育的熱情，從而帶動體
育用品的消費。作為領先的運動品牌之一，特步品牌具備優勢以把握有關商機，並可進
一步拓展業務。

綜合的營銷及推廣

將體育和娛樂集於一身的具創意營銷及推廣，仍是本集團的焦點策略。本集團將於二零
一零年下半年實行一連串宣傳策略，以進一步提升特步品牌知名度。

足球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開始的球季，本集團會為伯明翰足球會提供球衣，成為首家登陸英超
聯的中國體育品牌贊助商。此項贊助向全世界證明本集團產品的功能性，並提升品牌在
國際舞台的地位。由本集團設計的全新「特步-伯明翰」球衣已於二零一零年七月舉行的
「特步杯中國之旅」中率先亮相，各伯明翰隊員在對香港、北京及瀋陽等足球隊的賽事
中均穿上全新球衣。承接二零一零年世界杯引發的足球狂熱，中國之旅賽事引起全國關
注，進一步提升本集團品牌在國內及海外市場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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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

於二零一零年下半年，本集團計劃借助以下其他矚目的賽跑比賽，以增加品牌的曝光
率：

‧ 西藏國際半程馬拉松挑戰賽

‧ 西安城牆國際馬拉松賽

‧ 健康跑

娛樂

娛樂營銷仍然是本集團的重要策略之一，藉以接觸年輕一代。於二零一零年下半年，本
集團將主辦多個音樂會，包括「杭州音樂節」及「�0�0特步東南勁爆音樂榜全國共賞會」，
其將於昆明、哈爾濱、成都、鄭州、西安及海口等城市舉行。謝霆鋒、潘瑋柏及蔡依林
以及五位「快樂女聲」等特步品牌代言人，將在二零一零年八月至十月的演唱會中演出。
鑑於大眾對本集團過去數年主辦音樂會的熱烈反應，預期這些活動將創造另一輪熱潮，
並加強品牌在年輕一代心目中的形象。

由於湖南衛視是中國主要娛樂頻道之一，本集團將繼續冠名贊助高收視的節目《天天向
上》。為了進一步吸引市場注意和提升品牌知名度，本集團將加強與中央電視一台、中
央電視五台、湖南衛視、安徽衛視、浙江衛視及江蘇衛視等主要電視頻道的策略夥伴關
係，在這些頻道推出更多新電視廣告及增加產品曝光率。本集團亦會投入更大的營銷力
度於若干新的戰略市場，例如黑龍江及四川等。

創新產品

憑藉強大的設計及研發隊伍，本集團將繼續推出揉合時尚和運動元素的創新產品。本集
團將擴大鞋履種類，推出新產品系列以迎合顧客的不同需要。例如，本集團將推出可適
應多種不同環境及用途的新款式跑步鞋系列，而全新的戶外鞋系列則款式耐用，切合戶
外活動愛好者的需要。由於本集團已與伯明翰環球控股有限公司訂立贊助協議，並向伯
明翰足球會提供服飾，故「特步-伯明翰」系列及伯明翰球衣系列等多項相關產品將迅即推
出市場，進一步增加本集團的產品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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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零售網絡

本集團非常著重擴展銷售網絡，因其是增加市場滲透率的重要因素。本集團計劃在全國
開設更多旗艦店，以提升本集團的品牌知名度及聲譽，以湖南、湖北、安徽、四川及山
東等二、三級省份為開拓重點。本集團的目標是於二零一零年底前建立約7,000家特步品
牌零售店。

在海外拓展方面，本集團計劃擴大海外銷售網絡，而重點在於土耳其、沙地阿拉伯和埃
及等中東國家，以及印尼等東南亞國家。

強化電子商貿平台

隨著年青人在網上購物日漸普及，本集團相信電子商貿具有龐大市場潛力，更視之為不
久將來的重要銷售網絡之一。隨著與搜狐及淘寶網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後，本集團將繼續
物色及尋求與其他高點擊率的電子平台合作，以發展和加強網上電子商貿業務。

傑出的設計及研發能力

本集團相信設計及研發能力是業務的根基，將繼續分配更多資源在產品設計及研發方
面，以提供優質的體育用品。本集團最近於廣州設立研發中心，該中心配備先進設施和
實力雄厚的設計隊伍，得以進一步加強本集團的研發能力。本集團將繼續推出揉合時尚
和運動的產品，並吸納更多富經驗而具不同背景和專長的設計師，務求在兼顧運動功能
之餘亦緊貼最新時尚潮流。

優化生產

本集團的長遠發展目標是以較低成本生產優質產品。本集團將擴大在福建、江西及安徽
省的高質量供應鏈，以降低生產成本及提升本集團的整體生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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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面對國內經濟增長及體育在中國人民之間日漸普及，中國的體育用品行業得以穩步發
展。本集團將繼續以獨特而創新的差異化品牌宣傳策略，進一步加強特步品牌在全球的
市場地位及知名度。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採取綜合營銷策略、推出更多創新產品及
設計、拓展零售網絡，並結合富經驗的設計及研發團隊和改善產能，以鞏固作為行業領
導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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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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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六名執行董事、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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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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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閱中期財務報表

本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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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本公司的內部控制及財務匯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中期業績及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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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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實體的
獨立核數師執行的中期財務資料審閱」的規定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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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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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業績公佈已於香港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xtep.com.hk)
刊登。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向其股東寄發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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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於本集團強勁的業務增長及穩健的現金狀況，董事會建議就本期間派付中期股息每股
�0.0港仙（約等於人民幣8.7分），較去年同期上升約��%（二零零九年：7.0港仙，約等於人
民幣�.�分）。中期股息合共派息��7,��8,000港元（約等於人民幣�90,���,000元）（二零零九
年：���,���,��0港元，約等於人民幣���,���,000元），派息率達致本期溢利約��%（二零
零九年：��%）。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零年九月七日（星期二）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九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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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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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方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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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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日」 香港聯交所營業買賣證券的日子

「本公司」或「特步」 特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董事

「分銷資源系統」 分銷資源規劃系統

「EVA物料」 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物料

「國內生產總值」 國內生產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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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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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田聯鑽石聯賽－上海站」 國際田徑總會鑽石聯賽－上海站

「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

「上市日期」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股份首次在香港聯交所開始買
賣的日期

「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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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守則」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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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中期報告而言，不包括香港、
澳門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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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條款概述於本公司於二零
零八年五月二十一日的招股章程附錄六「首次公開發售
前購股權計劃」一段

「研發」 研究及開發

「人民幣」 中國法定貨幣

「證券及期貨條例」 香港法例第�7�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股份」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港元之普通股份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七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其
主要條款概述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一日的
招股章程附錄六「購股權計劃」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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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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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齊先生及何睿博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肖楓先生及陳偉成先生；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冼家敏先生、許鵬翔先生及高賢峰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