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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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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 1368） 

 
特步公佈 2021年全年業績 

集團收入創下人民幣 100.13億元新紀錄 

 
摘要 

 集團收入創下人民幣 100.13億元的紀錄，增長 22.5%（2020年：人民幣 81.72億元） 

 特步主品牌收入增長強勁，創下人民幣 88.41 億元的紀錄（2020 年：人民幣 71.01 億元），上升

24.5%，主要由 2021年下半年超過 34%收入增長所帶動，相較 2021年上半年 12.4%有顯著增長 

 集團毛利率提升至 41.7%（2020年：39.1%） 

 集團經營溢利增長 52.1%至人民幣 13.96億元（2020年：人民幣 9.18億元） 

 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上升 77.1%至人民幣 9.08億元（2020年：人民幣 5.13億元） 

 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 13.5 港仙（2020 年：每股 7.5 港仙），股東亦可收取代息股份以替代現金。

連同已派發的中期股息每股 11.5港仙，全年派息比率約為 60.0%（2020年：60.0%） 

 於 2021年 12月 31日，集團於中國內地及海外共有 6,151家特步品牌店舖 

 於 2021年 12月 31日，蓋世威和帕拉丁在亞太區分別有 44家及 57家自營店。隨著集團在中國內地

的業務發展，預計時尚運動業務將於 2022年逐步改善 

 於 2021年 12月 31日，索康尼和邁樂在中國內地分別有 44家及六家自營店，預計在 2022年將會在

較高線城市繼續開店 

 
2022年3月16日，香港訊 – 中國領先的專業體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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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2021年」或「年內」）之

經審核全年業績。 

 
在新冠疫情及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情況下，特步仍能以令人滿意的財務表現為2021年畫上句號。集團收入創下

人民幣100.13億元（2020年：人民幣81.72億元）的紀錄，首次突破人民幣100億元，相較2017年的人民幣

51.13億元實現翻倍。特步主品牌的收入增長強勁，創下人民幣88.41億元的紀錄（2020年：人民幣71.01億

元），上升24.5%，主要由2021年下半年超過34%的收入增長所推動，相較2021年上半年的12.4%有顯著增

長。集團的毛利率提升至41.7%（2020年：39.1%）。集團經營溢利增長52.1%至人民幣13.96億元（2020

年：人民幣9.18億元）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上升77.1%至人民幣9.08億元（2020年：人民幣5.13

億元）。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36.4分（2020年：人民幣20.8分）。 

 
董事會擬派發末期股息每股13.5港仙（2020年：每股7.5港仙），股東亦可收取代息股份以替代現金。連同

已派發的中期股息每股11.5港仙，全年派息比率約為60.0%（2020年：60.0%）。 

 
特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丁水波先生表示：「2021 年適逢特步成立 20 週年。在過去的 20 年

間，特步見證了中國內地體育用品行業無數的高低起伏，並蓬勃發展成為全球知名體育用品公司，取得空前

佳績。受惠於 2016年至 2020年期間『四五』規劃的成功，集團從國內公司蛻變為成熟的全球性企業。2021

年，我們發佈了全新的『五五』規劃，為我們的業務開啟了另一個里程碑。憑藉我們驕人的增長態勢，特步

主品牌於 2025年的收入目標為人民幣 200億元，而四個新品牌的收入目標則為人民幣 40億元。隨著中國內

地對健康意識提升，帶動運動熱潮，加上國家對體育行業的支持，中國內地的體育用品行業勢必得以展望美

好長遠的發展前景。我們對集團 2022年及以後的業務發展感到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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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大眾運動  

 
特步 

 
年內，集團繼續鞏固其跑步生態圈，加強針對跑步的研發能力，振興產品設計，加強與專業馬拉松運動員的

合作並培育中國內地的跑步團體。集團擁有超過130萬名特步特跑族會員，成功鞏固其於跑步市場的護城河。

另一方面，特步秉持以客為本的價值觀，通過升級零售渠道，提升品牌價值，並在旗下產品中融入中國文化

元素，吸引年輕一代。 

 
產品 

 
特步主品牌為大眾市場顧客提供高性價比、專業且兼備時尚的體育用品。跑步已成為特步品牌的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集團全新的專業碳纖維板跑鞋「160X」系列於所有跑鞋品牌中名列首位，且於2021年4月的世界田

徑白金標賽事 — 廈門馬拉松中首次超越國際品牌，穿著率超過50%1。此系列自2021年3月推出時已吸引了

整個跑步社群的關注，更榮獲跑者世界的多項大獎。2021年10月亮相的特步260跑鞋打破了專業跑鞋的銷售

記錄，於24小時內賣出超過5,000雙。配合體育強國政策，集團於2021年12月推出特步100系列，助力青少

年參與廣泛的學校體育活動。 

 
特步推出全新高端廠牌「XDNA」，以高端時尚運動產品為特色，展示中國文化元素。此廠牌標誌著特步勇

往直前，重新定義「新國潮」時代，與不滿足於僅盲從潮流的顧客產生共鳴。自迪麗熱巴於2021年8月成為

集團的最新品牌代言人後，集團與她加強合作關係，通過推出全新女裝系列「半糖」，在年輕女性顧客中推

動特步熱潮。 

 
零售管理及電子商務 

 
年內，集團加大力度升級零售渠道，同時推出更多更大面積的第九代旗艦店。第九代零售店擁有較大的平均

總面積、豐富的產品種類和沉浸式的設計，有助提升店效及品牌力。於2021年12月31日，集團於中國內地

及海外共有6,151家主要由集團授權經銷商運營的特步品牌店舖。 

 
消費者行為的數字化轉移亦於疫情期間加速，集團迅速將市場推廣及銷售資源轉往社交媒體平台，例如抖音

及小紅書，並充分利用直播電商。特步的電子商務業務實現強大同比增長，佔特步主品牌於2021年的收入超

過30%。 

 
馬拉松及跑步活動贊助 

 
雖然部分馬拉松及跑步活動已於2021年上半年恢復，但由於2021年下半年中國內地新冠疫情反覆，許多國

際及大型體育賽事被取消或延期舉行。年內，集團共贊助七場馬拉松及跑步賽事，以提高公眾健康意識，加

速國家體育發展。在特步贊助的賽事中，2021廈門馬拉松是中國內地最負盛名的馬拉松賽事之一，並榮獲世

界田徑「精英白金標賽事」認證。 

 
特步跑步俱樂部和體育名星 

 
集團於年內加快開設特步跑步俱樂部，進一步鞏固特步跑步生態圈。特步跑步俱樂部提供一站式專業跑步服

務，包括跑步諮詢及跑團支持等，讓集團能夠針對性地對產品進行銷售。於2021年12月31日，在中國內地

共有30個特步跑步俱樂部及超過130萬名特跑族會員。 

 
集團贊助了25名職業運動員於中國內地參加各項運動，以增強在體育行業的影響力，其中包括獲得東京奧運

會參賽資格（馬拉松項目）的董國建、彭建華、楊紹輝和白麗(女)。 

  

 
1 資料來源：悅跑圈（2021年 4月）— 在 2021年廈門馬拉松中三小時內完成賽事的參加者所穿著的運動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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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步兒童 

 
集團在產品、品牌和零售網絡管理成功重組的穩健基礎上，見證了兒童業務自從與少林合作推出結合「國潮」

元素的兒童體育用品後，實現加速增長。於2021年12月31日，特步兒童於中國內地共有1,179個銷售點。 

 
時尚運動 

 
蓋世威和帕拉丁 

 
2021年，來自時尚運動分部的收入為人民幣9.71億元，佔集團收入的9.7%。由於新冠對集團海外業務的負

面影響逐漸減少，以及集團在中國內地拓展業務，預期時尚運動分部的整體表現將於2022年有所改善。 

 
蓋世威以最大努力重組中國內地的業務及為品牌重新定位。其天貓旗艦店以及實體店舖於2022年1月首次在

中國內地亮相，標誌著品牌重塑的完成。於2022年，更多標誌性店舖將於中國內地省會城市揭幕。於2021

年12月31日，蓋世威於亞太區共有44間自營店。 

 
2021年，集團努力不懈地優化產品組合以及帕拉丁在中國內地的零售網絡。帕拉丁的形象店將於2022年繼

續推出，並進一步調整其產品組合和設計以增加店效。於2021年12月31日，帕拉丁於亞太區共有57間自營

店舖， 其中25間位於中國內地。 

 
專業運動 

 
索康尼和邁樂 

 
專業運動分部的收入錄得強勁的同比增長180.2%，至人民幣2.01億元。年內，索康尼以傲人的店效，以及在

精英跑者間的認可度提升，成功展示其在中國內地的增長潛力。 

 
2021年，索康尼繼續在中國內地高線城市的黃金地段及高端商場加速開店，邁樂亦於上海嶄新的休閒熱點及

優質商業地標—上海興業太古匯，開設首間形象店。於2022年，更多索康尼及邁樂專門店將在中國內地的高

線城市開業。於2021年12月31日，索康尼和邁樂在中國內地分別共有44間及六間自營店。 

 
年內，索康尼致力拓展電子商務，並利用各種電子商務平台，接觸多元化顧客群體。在新興電子商務平台快

速增長的帶動下，索康尼和邁樂的商品交易總額分別達到140%及138%的同比增長。 

 
展望 

 
國家對體育用品行業的支持以及更多年輕一代對國內品牌的偏愛，進一步增強了集團對2022年及以後集團業

務前景的信心。 

 
未來數年，特步主品牌將繼續推動集團的增長。集團將在產品創新中保持靈活性及在中國內地積極推廣特步

跑步俱樂部，以鞏固跑步生態圈，繼續朝著集團的長期目標穩步前進。同時，集團將優化分銷渠道及開設更

多「第九代零售店」，以提高店效及增加市場份額。集團亦將緊隨「國潮」潮流，為特步主品牌及新廠牌

「XDNA」提供更多嶄新的休閒及時尚運動產品。 

 
四個新品牌仍然為集團的可持續增長動力。就索康尼及邁樂而言，集團將繼續通過加速在高線城市的主流購

物中心開店，增加服裝及本地化產品供應，來提高兩個品牌於中國內地的品牌知名度。集團預計2022年上半

年在省會城市推出的蓋世威試業店舖，並將成為其未來在高線城市擴張的堅實支柱。集團亦將努力根據市場

反應不斷改進產品組合的規劃，以充分發揮蓋世威基因的潛能。帕拉丁的電子商務業務及零售網絡將不斷優

化，以最大限度地發揮O2O協同效應，連同推出新產品線的形象店，預計將帶來正面效果。 

 
集團對中國內地體育用品行業的長期前景保持樂觀態度。多品牌戰略幫助集團滿足從大眾運動到專業細分市

場的多元化的顧客需求，特步堅實穩健的「五五」規劃將引領集團走上正軌，長期以最佳速度持續增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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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和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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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領先的專業運動品牌，擁有超過6,100家零售店的龐大分銷網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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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通及深港通的成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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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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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松雪 / 梁頌欣 / 劉玉華 

電話：(852) 2864 4857 / (852) 2864 4862 / (852) 2864 4824 

電郵： sprg_xtep@sprg.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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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年全年業績財務亮點 
 

截至 12月 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變化 

盈利能力數據（人民幣百萬元） 

收入 10,013.2 8,171.9 +22.5% 

毛利 4,177.9 3,198.4 +30.6% 

經營溢利 1,396.2 918.2 +52.1% 

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908.3 513.0 +77.1%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分） 36.4 20.8 +74.5% 

盈利能力比率 

毛利率 41.7% 39.1% +2.6百分點 

經營溢利率 13.9% 11.2% +2.7百分點 

淨利潤率 9.1% 6.3% +2.8百分點 

派息比率 60.0%  60.0% 沒有變化 

 

 於 2021年 12月 31日 於 2020年 12月 31日 變化 

淨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925.4 2,251.4 -14.5% 

負債比率（附註） 17.4% 17.2% +0.2百分點 

 
附註： 負債比率乃以借貸總額除以集團的總資產計算 

 
集團收入及毛利率的明細 

 
按產品劃分 

 

截至 12月 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變化 

鞋履 

收入（人民幣百萬元） 5,928.2 5,046.7 +17.5% 

毛利率 42.8% 39.6% +3.2百分點 

服裝 

收入（人民幣百萬元） 3,887.4 2,963.9 +31.2% 

毛利率 40.6% 38.7% +1.9百分點 

配飾 

收入（人民幣百萬元） 197.6 161.3 +22.5% 

毛利率 31.6% 32.9% -1.3百分點 

 
按品牌性質劃分 

 

截至 12月 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變化 

大眾運動 

收入（人民幣百萬元） 8,841.3 7,101.1 +24.5% 

毛利率 41.4% 38.9% +2.5百分點 

時尚運動 

收入（人民幣百萬元） 970.9 999.1 -2.8% 

毛利率 44.6% 40.7% +3.9百分點 

專業運動 

收入（人民幣百萬元） 201.0 71.7 +180.2% 

毛利率 40.3% 41.6% -1.3百分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