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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此檔或資料可能包括一些“前瞻性預測”，包括但幷不限于，有關公司戰略部署的實施、及未來業務發展和經濟表現的預測。

這些前瞻性預測雖然代表我方對業務發展的判斷和未來期望，但一系列的風險、不確定因素和其它法定要求可能會導致實際的發展及結果與我們的期望或預測
有重大差距。

這些因素包括但幷不限于，(1) 市場概况、宏觀經濟、政府和規管的趨向變化；(2) 本地和國際證券市場匯率和利率的變動；(3) 競爭壓力； (4) 科技發展；(5) 客
戶、承諾者及夥伴的財務狀况或信貸條件的變化，以及他們經營巿場策略的變動；(6) 法律法規的變動；(7) 管理層和公司組織架構的變動；及( 8) 其它可能對公
司業務和財務模式或有重大負面影響的關鍵因素等。

我們沒有任何責任(且明確聲明免除任何此類責任) 因應市場新資訊、未來活動或其他情况來更新或修改此檔或資料之前瞻性預測。

未經我方事先書面同意下，此檔或資料不能被複印、派發或以任何方式傳送予任何其它人士，或被以任何形式融合于其它檔或材料中。
此檔幷不構成
(1) 對任何在香港或其它地區之證券的銷售邀約
(2) 對達致任何證券的收購、出售或認購之協定的邀約；或與任何證劵的發行有關

未經我方書面允許，此檔(和所載的資料) 不可作爲任何印刷用途或派發予任何其他人。

2



目錄

content

關于非凡中國01

行業趨勢及發展策略04

附錄05

業務模式02

財務分析03



01  關于非凡中國

致力將體育融入生活潮流及休閑消費

專注打造運動及生活休閑消費品及運動體驗



非凡中國 集團定位

2021年中期收益：4.3億港元

全面實踐兩大主營業務布局：（1）多品牌鞋服消費品及（2）運動體驗
提供多品牌鞋服消費産品和全方位的運動體驗，開拓年輕「黃金消費群」的龐大市場需求

提供多品牌鞋服消費産品^

開拓年輕「黃金消費群」的龐大市場需求

（2）運動體驗 (收入占比38.8%*) 

2021年中期收益：2.7億港元

包括：
• 體育賽事內容製作及發行
• 體育人才管理
• 體育園設施及滑冰場之租賃

（1）主營業務方向拓展多品牌鞋服消費品^ (收入占比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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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ks及Amedeo Testoni的交易尚未完成
*2021年中期業績數據



非凡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8032.HK)

Li Ning 

Co.
(2331.HK)

市值：
大于2000億港元

體育園/體育中心

8個在營

“LNG”

電競戰隊
收購對價：

1.1億元人民幣

11個滑冰場
收購對價：
2.9億港元

紅雙喜
收購對價：

1.25億元人民幣

堡獅龍
(592.HK)

市值：
大于20億港元

自家發展的
潮奢品牌

LNG

著名鞋品品牌
Clarks

收購對價：
5100萬英鎊
交易進行中

非凡中國 企業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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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5% 100% 26.01% 10.4% 10%80-100% 99%100%

其他體育
賽事

多品牌鞋服
範疇包括運動及生活休閑類別消費品

運動體驗
體育目的地(包括體育園、運動中心、滑冰場等)、體育

賽事活動及電競俱樂部之營運及投資

獨特戰略資源

與現有品牌及業務産生
協同效應

李寧家族及其他
公司關聯方 公衆持股

截至2021年10月

自創內衣品牌
內莊

100%

67.68% 32.32%

意大利知名品牌
Amedeo Testoni

收購對價：
不超過8157萬港元

交易進行中

100%



豐富資源
經營優勢

多元品牌優勢

手握中外品牌*，體育産業市場覆
蓋最大化

優秀場地及體育體驗優勢

營運及變現能力高效，可靠

獨特戰略資源

持有價值公司股權，形成戰略資
源，與現有品牌及業務産生協同
效應

• 在營體育園共8個
• 11個滑冰場分布一二綫城市，

占據高人流大型購物商場
• 策劃多項大型賽事經驗
• 管理一支英雄聯盟戰隊LNG，

參加英雄聯盟職業聯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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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ks及Amedeo Testoni的交易尚未完成



財務穩健現金充足

截至2021年6月30日，集團
賬面現金達41.0億港元
淨資産負債率爲淨現金狀態

毛利率大幅提升

截至2021年6月30日，集團
毛利率爲39.9%，較2018年14.7%
大幅提升，反映盈利能力提升

業務收入可持續增長

截至2021年6月30日，集團的半年收入達到
6.95億港元，較同期增長348.2%，主要由
于多品牌鞋服業務板塊擴張的貢獻

投資亮點

2018-2020年
3年複合年增長

+120.9%

4.3億港元*

6.3億港元

8.2億港元

2020年毛利率

40.4%

2018-2020年增長

+25.7百分點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扣除建材業務



02  業務模式

多品牌鞋服業務與運動體驗業務相輔相成

打造一體化全生態鏈，促進業務可持續發展



多品牌鞋服業務- 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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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上游采購平臺（2021年）

發展多品牌鞋服業務（2010年至今）

開拓下游電商平臺ECOP （2021年）

• 2012年：收購李寧集團25.23%股權

• 2015年：向李寧集團收購紅雙喜集團10%股權

• 2019年：收購LNG電競隊，年底以「LNG」品牌進軍服裝業務；
收購“全明星溜冰俱樂部”

• 2020年：收購中港馳名休閑時尚品牌 - 堡獅龍已發行股份之66.6%

• 2021年：創立內衣自營品牌內莊、對世界知名造鞋品牌Clarks及意大利奢華品牌Amedeo 
Testoni的收購進行中



多品牌鞋服業務- 品牌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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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馳名休閑時尚品牌

128間自營店和22間聯營店，

分布港澳、中國大陸及新加

坡；704間特許經營店

自家潮奢品牌，聚焦一綫城

市及潮流中心，2021年1月

及2月落地重慶及上海

國際知名鞋服品牌*

全球擁有715家直營店

目前主營鞋履零售、批發

未來探索更多鞋款

自有品牌內莊NEIZHUANG

主打國內女性內衣市場

多品牌鞋服

*Clarks及Amedeo Testoni的交易尚未完成

意大利頂尖奢華品牌*



背景及業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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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方向：品牌重塑年輕化，抓住Z世代獨特風格

中港馳名的30年歷史的品牌，進行品牌重塑，以Bossini X重新定位爲街頭潮牌，融入中國元素

• 設計融入街潮、運動元素
• 優質用料
• 與著名設計師合作

研發優勢 市場推廣優勢

• 于香港、深圳及廣州均設
立設計及銷售團隊，洞悉
各地消費群喜好

• 運用電商，進行網店銷售、
網紅帶貨

分銷優勢

• 近期于重慶開啓門市，持
續于廣東以外拓展

• 全球共有700多家特許經營
店，維持國際市場覆蓋，
鋪路未來擴展

大中華地區爲業務主要驅動力與本集團致力開拓中國消費者市場的定位有協同作用

 品牌重塑
 加入街潮元素和中國元素
 抓住Z世代獨特風格
 目前已在國內一二綫城市

開20+家直營店



自營電競服裝品牌 - 品牌

1 聚焦Z世代的潮服品牌

• 自家潮奢品牌，深挖「ACGN」（動漫、漫畫、游戲、小說的合
幷縮寫，Animation、Comic、Game、Novel）用戶群體中的
Z世代市場需求。

• 融合多次元文化創造的未來感服飾，切合新世代的需要及喜好

• 同時聚焦一綫城市及潮流中心開設綫下店，同時配合在綫店雙渠
道全面推廣

2 3
緊貼潮流

• 與其他年輕潮流品牌合作及推出授權産品，緊貼
Z世代消費群最新喜好

• 第三季度分別于上海、深圳、濟南開設5家新形象店。幷將于第四
季度及2022年繼續在國內一二綫城市的潮流商圈擴張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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綫下覆蓋策略性聚焦潮流中心



英國 美國 海外70個國家

金

深耕英、美國市場，積極探討擴展亞洲市場
與本集團致力開拓中國消費者市場的定位有協同作用

背景及業務模式

源于英國的國際鞋履品牌、批發商及零售商，擁有多項業務優勢

生産優勢

• 推出超過22,000款
鞋品

• 3D打印技術

研發優勢

• 超過200多年的制鞋
經驗，技術權威

• 符合人體力學的設
計，擁有多項專利

市場推廣優勢

• 馳名國際老牌，龐
大品牌價值及客戶
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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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優勢

• 全球700多家直營店
其批發及銷售渠道
全面而成熟

英美擁有廣大的分銷網絡
以自營店、特許經營店迅速銷售，擴闊客群及建立品牌知名度



自營內衣業務 -內莊 NEIZHUANG LINGERIE

高尚舒適，主打國內女性內衣

• 內莊NEIZHUANG 創立于上海，以時代的
審美，悅人先悅已的理念，讓女性告別基
礎選擇，喚醒女性對美的追求，享受精緻
生活。

• 旗下自有品牌，主打國內女性內衣市場，
專注于真絲內衣的原創設計，打造輕盈舒
適的貼身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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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運動體驗 –分布總覽
• 目前本集團共有8個在營的李寧體育團或運動中心。
• 本集團旗下“全明星溜冰俱樂部”擁有11個溜冰場，分布于一二綫城市

16

寧波杭州灣李寧體育園南通李寧運動中心天津李寧運動中心

8個體育園
在營

北京

上海

天津

武漢
杭州

蘇州

2個體育園
將于年內
開始營業

桐鄉李寧體育園 杭州李寧體育園

11個溜冰場

全明星上海梅賽德斯-奔馳
文化中心冰場

全明星杭州龍湖
濱江天街冰場

全明星蘇州龍城
天街冰場

天津赤龍

合肥

南通

臨沂

揚州

桐鄉

廣州

青島

寧波



李寧體育園及李寧運動中心

• 本集團旗下體育園及運動中心均由地方政府負責興建，輕資産業務模式運營

• 非凡中國負責場地運營，幷向地方政府收取營運費用，及對進場用戶收取場館入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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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運營 - 體育園及運動中心 面積 開始營運期 設施

揚州李寧體育園 約53,500平米 2015年10月
包括室外足球場、網球場、籃球場、門球場2塊、泳池、健身智能跑道、健身路
徑；室內羽毛球館、乒乓球館、壁球館、籃球館、游泳館、體操館、健身中心等。

寧波杭州灣李寧體育園 約13,000平米 2018年6月
包括室內游泳池、籃球場、羽毛球場、乒乓球館、健身房、動感單車房；室外網
球場及多個足球場。

臨沂李寧運動中心 約60,000平米 2018年1月 包括羽毛球場、乒乓球場、室內籃球場、網球場、泳池、攀岩運動墻等。

南通李寧運動中心 約27,000平米 2018年9月
1層游泳館（包括游泳培訓）；2層綜合館（羽毛球場地與籃球場地轉換使用，包
括羽毛球籃球培訓）；3層健身中心、乒乓球場（包括乒乓球培訓）。

天津李寧運動中心 約29,000平米 2019年1月
1、乒羽館（羽毛球、乒乓球，健身中心）2、綜合館（游泳池、羽毛球、乒乓球、
籃球）3、室外西青體育公園（網球場、籃球場、門球場、籃球場、足球場等）。

天津赤龍李寧文體中心 15,000平方米 2020年9月 綜合性體育館和一個多功能劇場。

合肥南艶湖李寧體育園 約79,811平米 2020年10月
包括室內泳池、籃球場、網球場、羽毛球場、乒乓球場、壁球場；室外網球場、
籃球場、健身步道等。

青島阿朵小鎮李寧運動中心 約4,499平方米 2021年8月
五大功能區“如體育運動區、運動培訓區等和”七大運動項目“如羽毛球、乒乓
球、籃球、瑜伽、健身、游泳等。

即將開始運營的
體育園及運動中心

面積 預期開始時間 設施

桐鄉李寧體育園 150,000平方米 2021年

浙江省重點項目，包括室內籃球館、游泳館、乒乓球館、壁球館、台球室、射箭
館、舞蹈房、跆拳道館、武術館、拳擊館、羽毛球館、健身房、體操館、攀岩館、
蹦床館、室內兒童樂園、瑜伽館；室外籃球場、足球場、網球場、泳池、水世界、
健身路徑和健身設備等。幷配套有會議室、餐廳等商業設施。

杭州李寧體育園 57,928平方米 2021年
室內游泳館、乒乓球館、籃球館、排球及羽毛球合用館、五人制天空足球場、擊
劍館、攀岩館、趣味蹦床館、健身中心等



全明星滑冰俱樂部

11個滑冰場分布一二綫城市

• 選址中央商務區的大型購物商場，分布北京、上海、
廣州、天津、杭州、蘇州、武漢

• 平均面積：1,200-3,000平方米

• 首個場館于2008年開始營運。

• 全明星滑冰俱樂部由前國家隊花樣滑冰名將王睿女士創
立，吸引人流。2021年顧客進店人數同比2020年增加，同
比收入增長幅度較大。

• 收入模式：入場費、培訓費

• 業務發展迅速，期待明年舉行的冬季奧運會將進一步帶
動該項業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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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體育明星效應强勁人力資源豐富、認受性高



全明星滑冰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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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地區 面積 開業時間

全明星北京藍色港灣國際商區冰場 北京市朝陽區 冰場營業面積1300㎡，其中冰面面積800㎡ 2008年7月

全明星武漢國際廣場購物中心冰場 武漢市江漢區 營業2500㎡，冰面面積1250㎡ 2011年12月

全明星天津大悅城購物中心冰場 天津市南開區 冰場經營面積1500 ㎡，冰面面積 800 ㎡ 2012年7月

全明星天津萬象城購物中心冰場 天津市河西區 冰場經營面積3000 ㎡，冰面面積 1600 ㎡ 2012年12月

全明星天津遠洋未來廣場冰場 天津市河東區 經營面積1300 ㎡，冰面面積 800 ㎡ 2014年1月

全明星北京龍湖長楹天街冰場 北京市朝陽區 冰場總建築面積約2600㎡，冰面面積1250㎡。 2014年12月

全明星上海梅賽德斯-奔馳文化中心冰場 上海市浦東新區 冰場經營面積2200㎡，冰面面積1250㎡ 2016年1月

全明星杭州龍湖濱江天街冰場 杭州市濱江區 營業面積3000㎡，冰面面積1600㎡ 2017年9月

全明星蘇州龍湖獅山天街冰場 蘇州市高新區 營業面積3000㎡，冰面面積1600㎡ 2017年9月

全明星廣州百信冰場 廣州市白雲區 經營面積2000m²，冰面面積800m² 2019年1月

全明星上海印象城冰場 上海市嘉定區 營業面積3000㎡，冰面面積1800㎡ 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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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運動體驗 –電競

1 擁有一支英雄聯盟戰隊 - LNG

• 英雄聯盟中國區職業聯賽中堅戰隊，躋身17支永久隊
伍席位之一，幷于二零二一年第三季度成功于中國聯
賽取得世界賽資格。

• 戰隊除了職業隊選手，還配備人員負責管理、物色贊
助、訓練等事務。

• 通過參與聯賽，增加本集團市場曝光，深入年輕Z世代
群衆焦點。

2 現有業務産生協同效應

體育地産

體育消費

運動
員經
紀賽事運營

場館運營

電子
競技

運動員
經紀

運動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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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財務分析

財務穩健、現金儲備充足、債務杠杆極低

通過擴充多品牌鞋服業務，顯著擴大收入規模



財務概覽

千港元 2020全年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變化

2020上半年 2021上半年

收入 819,036 155,159 695,373 +348.2%

毛利 330,788 24,911 277,557 +1,014.2%

年內/期內溢利 1,199,595 984,258 3,410,917 +246.5%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10.59 8.83 29.96 +239.3%

毛利率 40.4% 16.1% 39.9% +23.8百分點

淨利率 146.5% 634.4% 490.5% -143.9百分點

• 淨利率下降原因爲收入增長大于淨利所致。收益增長主要由于LNG品牌的內生型增長，及2020年7月下旬收購堡獅龍國際爲集團帶
來多品牌鞋服業務的收入貢獻

22



819.0

155.2

695.4

2020年 2020年上半年 2021年上半年

收入及毛利分析

百萬港元

2020年上半年 | 2021年上半年

多品牌鞋服分部
3.8% | 61.2%

運動體驗分布
96.2% | 38.8%

收入增長强勁

收益增加主要因爲︰
• LNG品牌的內生型增長和于2020年7月下旬收購堡獅龍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堡獅龍」及其附屬公司統稱「堡獅龍集團」）爲本集團多品牌鞋服業
務帶來收入貢獻。

• 運動體驗分部業務自疫情中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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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8

24.9

277.6

40.4%

16.1%

39.9%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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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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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2020上半年 2021上半年

百萬港元

毛利潤和毛利率大幅提升

• 毛利率增幅遠高于收入增幅，主要是由于毛利率較高的多品
牌鞋服業務得到擴張。



主要財務指標

千港元 2020年度 2021上半年

存貨 183,863 179,94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857,441 4,098,598

銀行借款 1,256,000 --

權益總額 4,531,302 6,584,842

流動比率 ~4.1x ~2.4x

淨負債比率 淨現金 淨現金

*淨負債比率按總借貸（包括銀行借貸、應付債券及可換股債券）除以總權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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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行業趨勢及發展策略

全力發展旗下鞋服品牌，融合運動體驗

把握黃金消費群市場



經濟雙循環發展有助刺激消費活動

• 過去一年，疫情加速了中國推行國內外經濟雙循環，建立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的新經濟發展格局，刺激本地消費。

• 本集團業務布局能緊握消費行業機遇

國內大循環 國際循環消費

生産

零售

多品牌鞋服業務布局：

• Bossini X

• LNG

• Clarks

• 內莊

打造供應商平臺
保障産品供應，提高運
營效率

運用綫上電商平臺，配合
綫下實體店布局

26



國家大力扶持産業

01

0203

04

《關于深化體教融合促進青少年健康發展的意見》01.

《關于加强全民健身場地設施建設發展群衆體育的意
見》

02.

《關于促進全民健身和體育消費推動體育産業高質量發展的意
見》

03.

《“十四五”時期全民健身設施補短板工程實施方案》04.

中國正式踏入「十四五」規劃時代，政府明確致力廣泛開展全民健身運動，完善全
民健身服務體制。預料有利于我們業務的中長綫發展。

2021年8月，國務院印發《全民健身計劃（2021-2025年）》，定下五年目標：

到2025年，全民健身將帶動全國體育産業總規模達到5萬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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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體壇大事落地中國體育産業迎來發展

2021年中國全運會

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

2023年北京亞洲杯

• 疫情進一步受控，多項大型中國體壇大事有望複辦，爲行業復蘇發放正面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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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略

提供多品牌鞋服及全方位的運動體驗和服
務，洞悉服裝行業，進一步深挖電競、
二次元、潮流等「Z世代」用戶群體的市
場需求，把握潜力龐大較年輕的消費群市
場。

深挖「黃金消費群」需求

投資和運營多品牌消費品，包括亞洲知名
休閑服裝品牌—堡獅龍、年輕潮流品牌
Bossini X、LNG，自創內衣品牌內莊，
以及收購國際鞋履品牌Clarks和意大利頂
尖奢華品牌Amedeo Testoni，進一步擴
大業務規模。

發展「多品牌鞋服消費品」

營運及投資體育目的地、體育賽事活動，
以迎合國家「十四五」規劃，廣泛開展全
民健身運動，增强人民體質，完善全民健
身公共服務體系，推進社會體育場地設施
建設，提高健身步道等便民健身場所覆蓋
面。

構建全方位「運動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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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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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財務數據總覽

收入增長

552.2 612.5

1134.6

625.0
819.0

FY2016 FY2017 FY2018 FY2019 FY2020

毛利增長

55.4

94.5

166.7

123.2

330.8

FY2016 FY2017 FY2018 FY2019 FY2020

股權回報率

2.8%

-2.8%

2.0%

24.1%

32.4%

FY2016 FY2017 FY2018 FY2019 FY2020

資産回報率

2.2%

-2.1%

1.5%

16.8%

20.4%

FY2016 FY2017 FY2018 FY2019 FY2020

純利率

19.6%

-16.8%

6.4%

132.3%
146.5%

FY2016 FY2017 FY2018 FY2019 FY2020

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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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利增長

108.1

-102.9

73.0

826.6

1,199.6

FY2016 FY2017 FY2018 FY2019 FY2020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管理層介紹

李寧先生
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 李先生爲二十世紀最杰出運動員之一。
• 于一九八九年退出體壇後，李先生構思推出李寧品

牌，幷以創立首個中國國家級體育用品品牌爲目
標。

• 李先生持有北京大學法學院法律學士學位、北京大
學光華管理學院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英國Loughborough University技術榮譽博士學位以
及香港理工大學榮譽人文學博士學位。李先生亦獲
得香港科技大學頒授榮譽院士。

李春陽先生
執行董事

• 李先生于二零零四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
• 彼亦爲「中國運動員教育基金」創辦人之一。
• 于一九八九年及一九九一年，彼取得世界體操錦標賽冠軍。

李麒麟先生
執行董事

• 李先生于金融服務行業擁有豐富經驗
• 于二零一零年一月至二零一三年七月期間擔任恒盛資産管理有限公司之分析師。

張智先生
公司秘書及首席財務官

• 張先生于財務管理、企業融資及行政管理方面積逾25年經驗。
• 張先生曾任另一間香港上市公司之執行董事及首席財務官，該公司經營國際體

育及時裝品牌的綜合運動服生産、分銷及零售業務。
• 曾爲eBIS Company Ltd.及愛廸教育集團的首席財務官、Liuzhou ZF Machinery 

Co. Ltd.的財務總監及安達信(上海)企業諮詢有限公司的高級顧問。
• 張先生持有香港城巿大學會計學榮譽文學士學位及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

位，幷爲香港會計師公會及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的資深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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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2021年6月，本集團分別
在重慶及成都開設新定位的
「Bossini.X」分店，作爲堡
獅龍品牌年輕化計劃的試點

• 2021年創立內衣自營品牌內
莊，幷且建立采購平臺和電
商平臺ECOP

集團主要業務里程碑

2010年

入主快意节能并改名
为非凡中国

2020年7月

• 收購堡獅龍已發行
股份之66.6%

2019年11月至12月

• 收購Snake Esports 幷更
名爲 LNG Esports

2021年3月

• 收購世界知名造鞋
品牌Clarks （交易
進行中）

2015年10月

• 以代價約人民幣25億向李
寧集團收購紅雙喜集團
10%股權，豐富本集團的
體育資産組合。首個由本
集團管理及運營的揚州李
寧體育園于2015年年底正
式開幕。

2019年第二季度

• 以「LNG」品牌開始進軍服裝業
務，幷發布一系列的服裝及鞋
類。

• 以代價2.9億港元收購中國領先
的室內滑冰場連鎖品牌「全明
星滑冰俱樂部」，其于中國
一、二綫城市包括北京、上
海、廣州、深圳、天津、杭
州、蘇州、武漢和海口營運共
13個滑冰場

202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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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

• 收購李寧公司
25.23%權益

2021年11月

• 收購意大利知名品
牌Amedeo.Testoni

（交易進行中）



集團投資者關係聯絡

電郵: vivachina@dlkadvisory.com

電話: (852) 3796 1111 

mailto:vivachina@dlkadvisor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