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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时发布】 

特步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 (联交所股份代号： 1368) 

 

特步公布卓越的 2019年中期业绩 

收入与普通股股权持有人应占溢利持续录得双位数增长 

*    *    *    *    *    *    * 

多品牌业务模式启动标志新里程碑 
 

财务摘要 

 受惠于产品提升和中国内地体育用品市场的强劲增长势头，集团收入同比上升 23%至人民币 33.57亿

元 

 经营溢利增加 21%至人民币 7.17亿元，经营溢利率为 21.4%  

 普通股股权持有人应占溢利同比增长 23%至人民币 4.63亿元 

 集团的资产负债表维持稳健，净现金及现金等值项目约为人民币 36.18 亿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净额

持续增长至人民币 4.22亿元（2018年上半年：人民币 2.25亿元） 

 宣派中期股息每股 12.5港仙（2018年上半年：10.5港仙），派息比率为 59.3% 

营运摘要 

 于 2019年 6月 30日， 集团共有 6,312家特步品牌店覆盖中国内地及海外市场，2019年上半年净开

店为 82家 

 2019年上半年录得良好的低双位数同店销售增长 

 集团于 2019年启动多品牌业务模式，凭藉与Wolverine Group的合作及收购 K-Swiss Holdings Inc.，

集团引入享誉全球的品牌，包括索康尼、迈乐、盖世威及帕拉丁，使集团迈向另一个增长期 

 委任著名亚洲职业篮球明星林书豪作为特步代言人，共创篮球新事业 

 

2019年8月21日，香港讯 – 中国领先的专业体育时尚用品企业特步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公司」，连同其附

属公司「集团」）（股份代号︰1368.HK）今天公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个月（「2019年上半年」或

「期内」）之未经审核中期业绩。 

 

经过三年成功的战略变革后，集团于2019年上半年继续取得卓越的财务表现。受惠于产品提升和中国内地体

育用品市场的强劲增长势头，集团收入增加23.0%至人民币33.57亿元（2018年上半年：人民币27.29亿元）。

毛利率上升至44.6%（2018年上半年：43.7%）。公司普通股股权持有人应占溢利增加23.4%至人民币4.63

亿元（2018年上半年：人民币3.75亿元）。每股基本盈利为人民币20.2分（2018年上半年：人民币17.3分）。 

 

董事会宣派中期股息每股12.5港仙（2018年上半年：10.5港仙），派息比率为59.3%（2018年上半年：

54.5%）。 

 

特步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丁水波先生表示：「2019年是革新的一年，多品牌组合的启动标志着

特步的另一个里程碑。纵然面对中美贸易紧张和宏观经济不明朗因素，集团2019年上半年的业绩依然造好，

证明我们的战略和业务模式行之有效。除了实现集团成为『中国跑者的首选品牌』的使命，以及加入针对多

个细分市场和满足运动休闲需求的新品牌之外，特步将致力发展成为具稳固根基且拥有多品牌组合的全球时

尚运动用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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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对能够签约世界知名篮球巨星林书豪为我们的代言人感到十分兴奋，相信凭藉他的知名度，我

们即将推出的新产品必定会受到大众欢迎。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专注产品创新及提升店铺效益，以推动自

然增长。与此同时，我们将继续拓展大中华及海外业务，以及涉猎不同细分市场和运动种类，藉此把握推动

业务持续增长的新机会。」 

 

业绩回顾 

 
展开多品牌营运  

三年战略变革取得成功之后，集团于2019年上半年采纳多品牌营运的新战略计划，以建立多元化的产品组合，

从而扩大客户群至不同运动种类的爱好者。于2019年3月，集团公布与Wolverine Group合作，在中国内地、

香港及澳门开展索康尼及迈乐品牌旗下鞋履、服装及配饰的开发、营销及分销。索康尼完美地展示了在研发

和市场营销方面的协同效益，充分运用特步的销售网络，吸引新一批品味更为成熟的顾客，而迈乐则会进一

步丰富特步现有的产品组合，发掘中国内地户外市场的潜能。两个顶级品牌可以补足集团的品牌组合，让集

团踏进更高端的市场。凭藉良好的品牌计划、特步的零售网络及供应链提供重要的支持，索康尼和迈乐的首

个独立店预计分别于2020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开业，而索康尼的电子商务渠道销售已于2019年7月开始。  

 

紧接着运动休闲风和复古风的潮流，集团于2019年5月宣布收购K-Swiss Holdings Inc.（前称为E-Land 

Footwear USA Holdings Inc.），引入两家国际知名的传统运动和休闲品牌 — 盖世威和帕拉丁。作为运动休

闲品牌的盖世威，加上知名的靴子品牌帕拉丁，让集团能针对不同的客户群。完成收购后，盖世威和帕拉丁

将与特步进行无缝整合，大幅地提高营运效率，并通过品牌重新定位和新产品设计，将其业务重心转移至亚

太区。除了使用现有资源，特步亦将进行产品创新，特别是品牌的服装设计及工艺，增加未来的产品种类，

同时专注拓展中国内地市场的业务。  

 

创新零售概念提升店铺效益及消费者体验 

于2019年6月30日，集团于中国内地及海外市场共营运6,312家特步品牌零售店，于2019年上半年净开店82

家。集团在中国内地继续渗透至二线及三线城市，配合现时消费者更喜爱前往购物中心消费，我们大部分新

店开设于购物中心内，藉此增加客流。此外，集团总店铺数目80%的零售店铺采纳全新定制设计的国际风格

布局，展示全套体育用品系列，以提高商品销售之连带率。此外，透过当地业务伙伴的网络，特步继续扩展

业务至其他海外市场，包括南亚、东南亚及中东。  

 

于2019年6月30日，特步的七家跑步俱乐部为跑者提供会员活动及设施，以及其他跑步有关的一站式专业服

务，约有15,000名跑者曾参加特步举办的400多项体育赛事。特步跑步俱乐部和旗舰店逐步实现以客为本的

新举措，务求提升消费者体验，令他们能够享受到全渠道零售的便利性。凭藉数据洞察，集团将继续与阿里

巴巴集团和其他业务伙伴合作，详细分析不断变化的零售环境，带来更好的决策和战略。 

 

加强电子商务及O2O业务 

集团的电商业务增长势头强劲，于2019年上半年按年稳步上升，为集团收入带来超过20%贡献。凭藉强劲的

品牌定位与多元化的产品组合，特步于期内再一次蝉联天猫跑鞋类别销量第一。线上产品大部分为在电商平

台独家发售的运动休闲体育用品，占总线上产品的60%。 

 

作为中国内地首批与独家总代理商连手开展O2O业务的体育品牌之一，集团于2019年上半年全面推出涵盖所

有独家总代理商的O2O业务系统。更多线下产品将逐步在线上销售，以大幅提升盈利能力及增强特步与其代

理商在品牌推广的协同效益，令存货周转保持在健康水平。 

 

继续秉持成为「中国跑者的首选品牌」的使命 

集团致力成为「中国跑者的首选品牌」，已连续五年蝉联中国内地赞助最多马拉松赛事的体育用品品牌，上

半年已赞助了21场主要的马拉松及跑步赛事，吸引逾340,000人参与。集团仍然为中国田径协会认可的中国

马拉松官方合作伙伴，又为腾讯体育主办活动「特步企鹅跑」的冠名赞助商。集团目前在中国共有七家特步

跑步俱乐部，于2019年6月30日拥有超过200,000名会员，致力为跑者创造一个围绕特步品牌的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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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接触充满活力和时尚的运动员，以及于年轻消费者市场提高品牌知名度，集团继续推行娱乐营销，包括邀

请体坛明星及著名马拉松跑手担任关键意见领袖，藉以加强品牌与专业运动员的联系。于2019年8月，集团

邀请著名亚洲专业篮球员林书豪担任品牌代言人，推广特步产品并共创篮球新事业，协助集团大幅提升品牌

曝光率及把握销售商机。此外，特步担任「这！就是街舞」第二季的官方指定服装赞助商，藉此吸引新一代

消费者及重点推广其「街头」生活系列产品。今年夏季，集团亦成为腾讯视频推出的另一个备受追捧的中国

达人秀 －「明日之子」的官方指定鞋履及服装赞助商。该节目的每期播放量达30亿次，成为集团吸引及保留

年轻顾客的有效平台。 

 

业务展望及策略 

 

集团于2019年不断革新，启动多品牌业务模式。即使中美贸易关系紧张，但凭藉集团的强劲实力及稳固基础，

加上中国政府支持运动的政策及公众对参与体育活动的热爱程度日益增加，令国内体育用品市场稳健增长，

集团于2019年上半年录得卓越的业绩。 

 

集团透过与Wolverine Group合作及收购K-Swiss Holdings Inc.为业务注入两个新动力，务求于2020年及往后

实现可持续增长。此等企业行动预期能为集团目前的业务缔造强大协同效益，包括品牌、客户群、产品组合

及营运效率等方面。多品牌策略将使我们能够开发新客户群，并进一步加强特步作为全球多品牌体育用品公

司的形象，从而有助集团踏入另一发展阶段及开展新增长时代。 

 

为推动自然增长，集团将着力加强产品设计及生产技术，以满足日趋成熟的消费者的要求，并翻新及扩大现

有店铺，从而大幅提升店效及消费者体验。受惠于中国内地的健身热潮，集团将进一步加快渗透至二线及三

线城市，把握该等地区对专业体育用品的迅速增长需求。除加强于国内的市场领导地位外，集团亦将继续拓

展海外市场，以抓紧其业务潜力。 

 

展望未来，集团将通过加强在新业务领域的竞争力，致力保持增长势头并进一步巩固我们的基础。鉴于宏观

经济不确定性以及2018年上半年的高基数，集团对2019年余下时间的业务前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然而，

集团有信心能把握健身热潮以及中国人民对追求健康生活的趋势所带来的机遇，我们对特步及中国内地体育

用品市场的长远前景仍然充满信心。集团欣然迎接下一阶段的发展，展望特步历史上的一个新增长时代。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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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特步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特步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股份代号︰1368）为一家领先的多品牌体育用品公司，于2008年6月3日在香港联

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集团主要从事体育用品（包括鞋履、服装和配饰） 的设计、研发、制造、销售、营销及品牌管理。 

自2001年成立后，集团的主品牌「特步」拥有超过6,300 间零售店的庞大分销网络，全面覆盖中国31个省份、自治区和

直辖市，以及海外地区。 2019年，集团进一步丰富其品牌组合至涵盖四个国际知名品牌，包括盖世威、帕拉丁、索康

尼及迈乐。 

 

特步为 MSCI中国小型股指数、恒生综合指数系列及深港通的成分股。 如欲取得更多集团相关资料，请浏览特步企业网

站 www.xtep.com.hk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集团官方微信账号（微信搜索：xtepholdings 或特步控股）。 
 

 
 

如有垂询，请联络︰ 

特步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及企业传讯 

电话：(852) 2152 0333 

电邮：ir@xtep.com.hk 

 

纵横财经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区美馨 / 刘炜情 / 赵启亨 

电话：(852) 2864 4815 / (852) 2114 4987 / (852) 2114 4313 

电邮：sprg_xtep@sprg.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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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特步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 (联交所股份代号： 1368) 

 

2019年中期业绩亮点 

(截至 6月 30日止六个月) 

 

财务摘要 （截至 6月 30日止六个月） 

 2019 2018 变化 

盈利能力数据（人民币百万元） 

收入 3,356.9 2,729.0 +23.0% 

毛利 1,497.3 1,193.1 +25.5% 

经营溢利 717.3 592.0 +21.1% 

普通股股权持有人应占溢利 463.0 375.2 +23.4% 

每股基本收益（人民币分） 20.2 17.3 +16.8% 

盈利能力比率（%） 

毛利率 44.6 43.7 +0.9百分点 

经营溢利率 21.4 21.7 -0.3百分点 

净利润率 13.8 13.7 +0.1百分点 

派息比率 59.3 54.5 不适用 

 

 
于 2019年 

6月 30日 

于 2018年 

12月 31日 
变化 

净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3,618.0 2,437.6 +48.4% 

净负债率（%） 16.7 21.1 不适用 

 

营运摘要（截至 6月 30日止六个月） 

按产品种类划分的集团收入及毛利率 

 2019 2018 变化 

鞋履 

收入（人民币百万元） 1,911.9 1,769.2 +8.1% 

毛利率（%） 44.8 44.8 - 

服装 

收入（人民币百万元） 1,356.0 901.7 +50.4% 

毛利率（%） 44.7 42.0 +2.7 百分点 

配饰 

收入（人民币百万元） 89.0 58.1 +53.2% 

毛利率（%） 37.9 37.0 +0.9 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