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時發佈】

特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聯交所股份代號： 1368)

特步公佈卓越的 2019 年中期業績
收入與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持續錄得雙位數增長
* * * * * * *
多品牌業務模式啟動標誌新里程碑
財務摘要






受惠於產品提升和中國內地體育用品市場的強勁增長勢頭，集團收入同比上升 23%至人民幣 33.57 億
元
經營溢利增加 21%至人民幣 7.17 億元，經營溢利率為 21.4%
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同比增長 23%至人民幣 4.63 億元
集團的資產負債表維持穩健，淨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約為人民幣 36.18 億元，經營活動現金流入淨額
持續增長至人民幣 4.22 億元（2018 年上半年：人民幣 2.25 億元）
宣派中期股息每股 12.5 港仙（2018 年上半年：10.5 港仙），派息比率為 59.3%

營運摘要





於 2019 年 6 月 30 日， 集團共有 6,312 家特步品牌店覆蓋中國內地及海外市場，2019 年上半年淨開
店為 82 家
2019 年上半年錄得良好的低雙位數同店銷售增長
集團於 2019 年啟動多品牌業務模式，憑藉與 Wolverine Group 的合作及收購 K-Swiss Holdings Inc.，
集團引入享譽全球的品牌，包括索康尼、邁樂、蓋世威及帕拉丁，使集團邁向另一個增長期
委任著名亞洲職業籃球明星林書豪作為特步代言人，共創籃球新事業

2019年8月21日，香港訊 – 中國領先的專業體育時尚用品企業特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公司」，連同其附
屬公司「集團」）（股份代號︰1368.HK）今天公佈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019年上半年」或
「期內」）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經過三年成功的戰略變革後，集團於2019年上半年繼續取得卓越的財務表現。受惠於產品提升和中國內地體
育用品市場的強勁增長勢頭，集團收入增加23.0%至人民幣33.57億元（2018年上半年：人民幣27.29億元）。
毛利率上升至44.6%（2018年上半年：43.7%）。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23.4%至人民幣4.63
億元（2018年上半年：人民幣3.75億元）。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20.2分（2018年上半年：人民幣17.3分）。
董事會宣派中期股息每股12.5港仙（2018年上半年：10.5港仙），派息比率為59.3%（2018年上半年：
54.5%）。
特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丁水波先生表示：「2019年是革新的一年，多品牌組合的啟動標誌著
特步的另一個里程碑。縱然面對中美貿易緊張和宏觀經濟不明朗因素，集團2019年上半年的業績依然造好，
證明我們的戰略和業務模式行之有效。除了實現集團成為『中國跑者的首選品牌』的使命，以及加入針對多
個細分市場和滿足運動休閒需求的新品牌之外，特步將致力發展成為具穩固根基且擁有多品牌組合的全球時
尚運動用品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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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對能夠簽約世界知名籃球巨星林書豪為我們的代言人感到十分興奮，相信憑藉他的知名度，我
們即將推出的新產品必定會受到大眾歡迎。展望未來，我們將繼續專注產品創新及提升店舖效益，以推動自
然增長。與此同時，我們將繼續拓展大中華及海外業務，以及涉獵不同細分市場和運動種類，藉此把握推動
業務持續增長的新機會。」
業績回顧

展開多品牌營運
三年戰略變革取得成功之後，集團於2019年上半年採納多品牌營運的新戰略計劃，以建立多元化的產品組合，
從而擴大客戶群至不同運動種類的愛好者。於2019年3月，集團公佈與Wolverine Group合作，在中國內地、
香港及澳門開展索康尼及邁樂品牌旗下鞋履、服裝及配飾的開發、營銷及分銷。索康尼完美地展示了在研發
和市場營銷方面的協同效益，充分運用特步的銷售網絡，吸引新一批品味更為成熟的顧客，而邁樂則會進一
步豐富特步現有的產品組合，發掘中國內地戶外市場的潛能。兩個頂級品牌可以補足集團的品牌組合，讓集
團踏進更高端的市場。憑藉良好的品牌計劃、特步的零售網絡及供應鏈提供重要的支持，索康尼和邁樂的首
個獨立店預計分別於2020年上半年和下半年開業，而索康尼的電子商務渠道銷售已於2019年7月開始。
緊接着運動休閒風和復古風的潮流，集團於2019年5月宣佈收購K-Swiss Holdings Inc.（前稱為E-Land
Footwear USA Holdings Inc.），引入兩家國際知名的傳統運動和休閒品牌 — 蓋世威和帕拉丁。作為運動休
閒品牌的蓋世威，加上知名的靴子品牌帕拉丁，讓集團能針對不同的客戶群。完成收購後，蓋世威和帕拉丁
將與特步進行無縫整合，大幅地提高營運效率，並通過品牌重新定位和新產品設計，將其業務重心轉移至亞
太區。除了使用現有資源，特步亦將進行產品創新，特別是品牌的服裝設計及工藝，增加未來的產品種類，
同時專注拓展中國內地市場的業務。

創新零售概念提升店舖效益及消費者體驗
於2019年6月30日，集團於中國內地及海外市場共營運6,312家特步品牌零售店，於2019年上半年淨開店82
家。集團在中國內地繼續滲透至二線及三線城市，配合現時消費者更喜愛前往購物中心消費，我們大部分新
店開設於購物中心內，藉此增加客流。此外，集團總店舖數目80%的零售店舖採納全新定制設計的國際風格
佈局，展示全套體育用品系列，以提高商品銷售之連帶率。此外，透過當地業務夥伴的網絡，特步繼續擴展
業務至其他海外市場，包括南亞、東南亞及中東。
於2019年6月30日，特步的七家跑步俱樂部為跑者提供會員活動及設施，以及其他跑步有關的一站式專業服
務，約有15,000名跑者曾參加特步舉辦的400多項體育賽事。特步跑步俱樂部和旗艦店逐步實現以客為本的
新舉措，務求提升消費者體驗，令他們能夠享受到全渠道零售的便利性。憑藉數據洞察，集團將繼續與阿里
巴巴集團和其他業務夥伴合作，詳細分析不斷變化的零售環境，帶來更好的決策和戰略。

加強電子商務及O2O業務
集團的電商業務增長勢頭強勁，於2019年上半年按年穩步上升，為集團收入帶來超過20%貢獻。憑藉強勁的
品牌定位與多元化的產品組合，特步於期內再一次蟬聯天貓跑鞋類別銷量第一。線上產品大部分為在電商平
台獨家發售的運動休閒體育用品，佔總線上產品的60%。
作為中國內地首批與獨家總代理商聯手開展O2O業務的體育品牌之一，集團於2019年上半年全面推出涵蓋所
有獨家總代理商的O2O業務系統。更多線下產品將逐步在線上銷售，以大幅提升盈利能力及增強特步與其代
理商在品牌推廣的協同效益，令存貨周轉保持在健康水平。

繼續秉持成為「中國跑者的首選品牌」的使命
集團致力成為「中國跑者的首選品牌」，已連續五年蟬聯中國內地贊助最多馬拉松賽事的體育用品品牌，上
半年已贊助了21場主要的馬拉松及跑步賽事，吸引逾340,000人參與。集團仍然為中國田徑協會認可的中國
馬拉松官方合作夥伴，又為騰訊體育主辦活動「特步企鵝跑」的冠名贊助商。集團目前在中國共有七家特步
跑步俱樂部，於2019年6月30日擁有超過200,000名會員，致力為跑者創造一個圍繞特步品牌的生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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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接觸充滿活力和時尚的運動員，以及於年輕消費者市場提高品牌知名度，集團繼續推行娛樂營銷，包括邀
請體壇明星及著名馬拉松跑手擔任關鍵意見領袖，藉以加強品牌與專業運動員的聯繫。於2019年8月，集團
邀請著名亞洲專業籃球員林書豪擔任品牌代言人，推廣特步產品並共創籃球新事業，協助集團大幅提升品牌
曝光率及把握銷售商機。此外，特步擔任「這！就是街舞」第二季的官方指定服裝贊助商，藉此吸引新一代
消費者及重點推廣其「街頭」生活系列產品。今年夏季，集團亦成為騰訊視頻推出的另一個備受追捧的中國
達人秀 －「明日之子」的官方指定鞋履及服裝贊助商。該節目的每期播放量達30億次，成為集團吸引及保留
年輕顧客的有效平台。
業務展望及策略
集團於2019年不斷革新，啟動多品牌業務模式。即使中美貿易關係緊張，但憑藉集團的強勁實力及穩固基礎，
加上中國政府支持運動的政策及公眾對參與體育活動的熱愛程度日益增加，令國內體育用品市場穩健增長，
集團於2019年上半年錄得卓越的業績。
集團透過與Wolverine Group合作及收購K-Swiss Holdings Inc.為業務注入兩個新動力，務求於2020年及往後
實現可持續增長。此等企業行動預期能為集團目前的業務締造強大協同效益，包括品牌、客戶群、產品組合
及營運效率等方面。多品牌策略將使我們能夠開發新客戶群，並進一步加強特步作為全球多品牌體育用品公
司的形象，從而有助集團踏入另一發展階段及開展新增長時代。
為推動自然增長，集團將著力加強產品設計及生產技術，以滿足日趨成熟的消費者的要求，並翻新及擴大現
有店舖，從而大幅提升店效及消費者體驗。受惠於中國內地的健身熱潮，集團將進一步加快滲透至二線及三
線城市，把握該等地區對專業體育用品的迅速增長需求。除加強於國內的市場領導地位外，集團亦將繼續拓
展海外市場，以抓緊其業務潛力。
展望未來，集團將通過加強在新業務領域的競爭力，致力保持增長勢頭並進一步鞏固我們的基礎。鑒於宏觀
經濟不確定性以及2018年上半年的高基數，集團對2019年餘下時間的業務前景持謹慎樂觀的態度。然而，
集團有信心能把握健身熱潮以及中國人民對追求健康生活的趨勢所帶來的機遇，我們對特步及中國內地體育
用品市場的長遠前景仍然充滿信心。集團欣然迎接下一階段的發展，展望特步歷史上的一個新增長時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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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特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特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1368）為一家領先的多品牌體育用品公司，於2008年6月3日在香港聯
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集團主要從事體育用品（包括鞋履、服装和配飾） 的設計、研發、製造、銷售、營銷及品牌管理。
自2001年成立後，集團的主品牌「特步」擁有超過6,300 間零售店的龐大分銷網絡，全面覆蓋中國31個省份、自治區和
直轄市，以及海外地區。 2019年，集團進一步豐富其品牌組合至涵蓋四個國際知名品牌，包括蓋世威、帕拉丁、索康
尼及邁樂。
特步為 MSCI中國小型股指數、恒生綜合指數系列及深港通的成分股。 如欲取得更多集團相關資料，請瀏覽特步企業網
站 www.xtep.com.hk 或掃描下方二維碼關注集團官方微信賬號（微信搜索：xtepholdings 或特步控股）。

如有垂詢，請聯絡︰
特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投資者關係及企業傳訊
電話：(852) 2152 0333
電郵：ir@xtep.com.hk
縱橫財經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區美馨 / 劉煒情 / 趙啟亨
電話：(852) 2864 4815 / (852) 2114 4987 / (852) 2114 4313
電郵：sprg_xtep@sprg.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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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特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聯交所股份代號： 1368)

2019 年中期業績亮點
(截至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
財務摘要 （截至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
2019

2018

變化

收入

3,356.9

2,729.0

+23.0%

毛利

1,497.3

1,193.1

+25.5%

經營溢利

717.3

592.0

+21.1%

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463.0

375.2

+23.4%

每股基本收益（人民幣分）

20.2

17.3

+16.8%

毛利率

44.6

43.7

+0.9 百分點

經營溢利率

21.4

21.7

-0.3 百分點

淨利潤率

13.8

13.7

+0.1 百分點

派息比率

59.3

54.5

不適用

於 2019 年
6 月 30 日
3,618.0

於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437.6

16.7

21.1

盈利能力數據（人民幣百萬元）

盈利能力比率（%）

淨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淨負債率（%）

變化
+48.4%
不適用

營運摘要（截至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

按產品種類劃分的集團收入及毛利率
2019

2018

變化

1,911.9

1,769.2

+8.1%

44.8

44.8

-

1,356.0

901.7

44.7

42.0

+50.4%
+2.7 百分點

收入（人民幣百萬元）

89.0

58.1

毛利率（%）

37.9

37.0

鞋履
收入（人民幣百萬元）
毛利率（%）
服裝
收入（人民幣百萬元）
毛利率（%）
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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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0.9 百分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