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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此档或资料可能包括一些“前瞻性预测”，包括但并不限于，有关公司战略部署的实施、及未来业务发展和经济表现的预测。

这些前瞻性预测虽然代表我方对业务发展的判断和未来期望，但一系列的风险、不确定因素和其它法定要求可能会导致实际的发展及结果与我们的期望或预测
有重大差距。

这些因素包括但并不限于，(1) 市场概况、宏观经济、政府和规管的趋向变化；(2) 本地和国际证券市场汇率和利率的变动；(3) 竞争压力； (4) 科技发展；(5) 客
户、承诺者及伙伴的财务状况或信贷条件的变化，以及他们经营巿场策略的变动；(6) 法律法规的变动；(7) 管理层和公司组织架构的变动；及( 8) 其它可能对公
司业务和财务模式或有重大负面影响的关键因素等。

我们没有任何责任(且明确声明免除任何此类责任) 因应市场新资讯、未来活动或其他情况来更新或修改此档或资料之前瞻性预测。

未经我方事先书面同意下，此档或资料不能被复印、派发或以任何方式传送予任何其它人士，或被以任何形式融合于其它档或材料中。
此档并不构成
(1) 对任何在香港或其它地区之证券的销售邀约
(2) 对达致任何证券的收购、出售或认购之协定的邀约；或与任何证劵的发行有关

未经我方书面允许，此档(和所载的资料) 不可作为任何印刷用途或派发予任何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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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关于非凡中国

致力将体育融入生活潮流及休闲消费

专注打造运动及生活休闲消费品及运动体验



非凡中国 集团定位

2021年中期收益：4.3亿港元

全面实践两大主营业务布局：（1）多品牌鞋服消费品及（2）运动体验
提供多品牌鞋服消费产品和全方位的运动体验，开拓年轻「黄金消费群」的庞大市场需求

提供多品牌鞋服消费产品^

开拓年轻「黄金消费群」的庞大市场需求

（2）运动体验 (收入占比38.8%*) 

2021年中期收益：2.7亿港元

包括：
• 体育赛事内容制作及发行
• 体育人才管理
• 体育园设施及滑冰场之租赁

（1）主营业务方向拓展多品牌鞋服消费品^ (收入占比61.2%*)

5
^Clarks及Amedeo Testoni的交易尚未完成
*2021年中期业绩数据



非凡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8032.HK)

Li Ning 

Co.
(2331.HK)

市值：
大于2000亿港元

体育园/体育中心

8个在营

“LNG”

电竞战队
收购对价：

1.1亿元人民币

11个滑冰场
收购对价：
2.9亿港元

红双喜
收购对价：

1.25亿元人民币

堡狮龙
(592.HK)

市值：
大于20亿港元

自家发展的
潮奢品牌

LNG

著名鞋品品牌
Clarks

收购对价：
5100万英镑
交易进行中

非凡中国 企业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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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5% 100% 26.01% 10.4% 10%80-100% 99%100%

其他体育
赛事

多品牌鞋服
范畴包括运动及生活休闲类别消费品

运动体验
体育目的地(包括体育园、运动中心、滑冰场等)、体育

赛事活动及电竞俱乐部之营运及投资

独特战略资源

与现有品牌及业务产生
协同效应

李宁家族及其他
公司关联方 公众持股

截至2021年10月

自创内衣品牌
内庄

100%

67.68% 32.32%

意大利知名品牌
Amedeo Testoni

收购对价：
不超过8157万港元

交易进行中

100%



丰富资源
经营优势

多元品牌优势

手握中外品牌*，体育产业市场覆
盖最大化

优秀场地及体育体验优势

营运及变现能力高效，可靠

独特战略资源

持有价值公司股权，形成战略资
源，与现有品牌及业务产生协同
效应

• 在营体育园共8个
• 11个滑冰场分布一二线城市，

占据高人流大型购物商场
• 策划多项大型赛事经验
• 管理一支英雄联盟战队LNG，

参加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7
*Clarks及Amedeo Testoni的交易尚未完成



财务稳健现金充足

截至2021年6月30日，集团
账面现金达41.0亿港元
净资产负债率为净现金状态

毛利率大幅提升

截至2021年6月30日，集团
毛利率为39.9%，较2018年14.7%
大幅提升，反映盈利能力提升

业务收入可持续增长

截至2021年6月30日，集团的半年收入达到
6.95亿港元，较同期增长348.2%，主要由
于多品牌鞋服业务板块扩张的贡献

投资亮点

2018-2020年
3年复合年增长

+120.9%

4.3亿港元*

6.3亿港元

8.2亿港元

2020年毛利率

40.4%

2018-2020年增长

+25.7百分点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扣除建材业务



02  业务模式

多品牌鞋服业务与运动体验业务相辅相成

打造一体化全生态链，促进业务可持续发展



多品牌鞋服业务- 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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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上游采购平台（2021年）

发展多品牌鞋服业务（2010年至今）

开拓下游电商平台ECOP （2021年）

• 2012年：收购李宁集团25.23%股权

• 2015年：向李宁集团收购红双喜集团10%股权

• 2019年：收购LNG电竞队，年底以「LNG」品牌进军服装业务；
收购“全明星溜冰俱乐部”

• 2020年：收购中港驰名休闲时尚品牌 - 堡狮龙已发行股份之66.6%

• 2021年：创立内衣自营品牌内庄、对世界知名造鞋品牌Clarks及意大利奢华品牌Amedeo
Testoni的收购进行中



多品牌鞋服业务- 品牌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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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驰名休闲时尚品牌

128间自营店和22间联营店，

分布港澳、中国大陆及新加

坡；704间特许经营店

自家潮奢品牌，聚焦一线城

市及潮流中心，2021年1月

及2月落地重庆及上海

国际知名鞋服品牌*

全球拥有715家直营店

目前主营鞋履零售、批发

未来探索更多鞋款

自有品牌内庄NEIZHUANG

主打国内女性内衣市场

多品牌鞋服

*Clarks及Amedeo Testoni的交易尚未完成

意大利顶尖奢华品牌*



背景及业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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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向：品牌重塑年轻化，抓住Z世代独特风格

中港驰名的30年历史的品牌，进行品牌重塑，以Bossini X重新定位为街头潮牌，融入中国元素

• 设计融入街潮、运动元素
• 优质用料
• 与著名设计师合作

研发优势 市场推广优势

• 于香港、深圳及广州均设
立设计及销售团队，洞悉
各地消费群喜好

• 运用电商，进行网店销售、
网红带货

分销优势

• 近期于重庆开启门市，持
续于广东以外拓展

• 全球共有700多家特许经营
店，维持国际市场覆盖，
铺路未来扩展

大中华地区为业务主要驱动力与本集团致力开拓中国消费者市场的定位有协同作用

 品牌重塑
 加入街潮元素和中国元素
 抓住Z世代独特风格
 目前已在国内一二线城市

开20+家直营店



自营电竞服装品牌 - 品牌

1 聚焦Z世代的潮服品牌

• 自家潮奢品牌，深挖「ACGN」（动漫、漫画、游戏、小说的合
并缩写，Animation、Comic、Game、Novel）用户群体中的
Z世代市场需求。

• 融合多次元文化创造的未来感服饰，切合新世代的需要及喜好

• 同时聚焦一线城市及潮流中心开设线下店，同时配合在线店双渠
道全面推广

2 3
紧贴潮流

• 与其他年轻潮流品牌合作及推出授权产品，紧贴
Z世代消费群最新喜好

• 第三季度分别于上海、深圳、济南开设5家新形象店。并将于第四
季度及2022年继续在国内一二线城市的潮流商圈扩张布点。

13

线下覆盖策略性聚焦潮流中心



英国 美国 海外70个国家

金

深耕英、美国市场，积极探讨扩展亚洲市场
与本集团致力开拓中国消费者市场的定位有协同作用

背景及业务模式

源于英国的国际鞋履品牌、批发商及零售商，拥有多项业务优势

生产优势

• 推出超过22,000款
鞋品

• 3D打印技术

研发优势

• 超过200多年的制鞋
经验，技术权威

• 符合人体力学的设
计，拥有多项专利

市场推广优势

• 驰名国际老牌，庞
大品牌价值及客户
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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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销优势

• 全球700多家直营店
其批发及销售渠道
全面而成熟

英美拥有广大的分销网络
以自营店、特许经营店迅速销售，扩阔客群及建立品牌知名度



自营内衣业务 -内庄 NEIZHUANG LINGERIE

高尚舒适，主打国内女性内衣

• 内庄NEIZHUANG 创立于上海，以时代的
审美，悦人先悦已的理念，让女性告别基
础选择，唤醒女性对美的追求，享受精致
生活。

• 旗下自有品牌，主打国内女性内衣市场，
专注于真丝内衣的原创设计，打造轻盈舒
适的贴身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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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运动体验 –分布总览
• 目前本集团共有8个在营的李宁体育团或运动中心。
• 本集团旗下“全明星溜冰俱乐部”拥有11个溜冰场，分布于一二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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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杭州湾李宁体育园南通李宁运动中心天津李宁运动中心

8个体育园
在营

北京

上海

天津

武汉
杭州

苏州

2个体育园
将于年内
开始营业

桐乡李宁体育园 杭州李宁体育园

11个溜冰场

全明星上海梅赛德斯-奔驰
文化中心冰场

全明星杭州龙湖
滨江天街冰场

全明星苏州龙城
天街冰场

天津赤龙

合肥

南通

临沂

扬州

桐乡

广州

青岛

宁波



李宁体育园及李宁运动中心

• 本集团旗下体育园及运动中心均由地方政府负责兴建，轻资产业务模式运营

• 非凡中国负责场地运营，并向地方政府收取营运费用，及对进场用户收取场馆入场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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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营 - 体育园及运动中心 面积 开始营运期 设施

扬州李宁体育园 约53,500平米 2015年10月
包括室外足球场、网球场、篮球场、门球场2块、泳池、健身智能跑道、健身路
径；室内羽毛球馆、乒乓球馆、壁球馆、篮球馆、游泳馆、体操馆、健身中心等。

宁波杭州湾李宁体育园 约13,000平米 2018年6月
包括室内游泳池、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馆、健身房、动感单车房；室外网
球场及多个足球场。

临沂李宁运动中心 约60,000平米 2018年1月 包括羽毛球场、乒乓球场、室内篮球场、网球场、泳池、攀岩运动墙等。

南通李宁运动中心 约27,000平米 2018年9月
1层游泳馆（包括游泳培训）；2层综合馆（羽毛球场地与篮球场地转换使用，包
括羽毛球篮球培训）；3层健身中心、乒乓球场（包括乒乓球培训）。

天津李宁运动中心 约29,000平米 2019年1月
1、乒羽馆（羽毛球、乒乓球，健身中心）2、综合馆（游泳池、羽毛球、乒乓球、
篮球）3、室外西青体育公园（网球场、篮球场、门球场、篮球场、足球场等）。

天津赤龙李宁文体中心 15,000平方米 2020年9月 综合性体育馆和一个多功能剧场。

合肥南艳湖李宁体育园 约79,811平米 2020年10月
包括室内泳池、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壁球场；室外网球场、
篮球场、健身步道等。

青岛阿朵小镇李宁运动中心 约4,499平方米 2021年8月
五大功能区“如体育运动区、运动培训区等和”七大运动项目“如羽毛球、乒乓
球、篮球、瑜伽、健身、游泳等。

即将开始运营的
体育园及运动中心

面积 预期开始时间 设施

桐乡李宁体育园 150,000平方米 2021年

浙江省重点项目，包括室内篮球馆、游泳馆、乒乓球馆、壁球馆、台球室、射箭
馆、舞蹈房、跆拳道馆、武术馆、拳击馆、羽毛球馆、健身房、体操馆、攀岩馆、
蹦床馆、室内儿童乐园、瑜伽馆；室外篮球场、足球场、网球场、泳池、水世界、
健身路径和健身设备等。并配套有会议室、餐厅等商业设施。

杭州李宁体育园 57,928平方米 2021年
室内游泳馆、乒乓球馆、篮球馆、排球及羽毛球合用馆、五人制天空足球场、击
剑馆、攀岩馆、趣味蹦床馆、健身中心等



全明星滑冰俱乐部

11个滑冰场分布一二线城市

• 选址中央商务区的大型购物商场，分布北京、上海、
广州、天津、杭州、苏州、武汉

• 平均面积：1,200-3,000平方米

• 首个场馆于2008年开始营运。

• 全明星滑冰俱乐部由前国家队花样滑冰名将王睿女士创
立，吸引人流。2021年顾客进店人数同比2020年增加，同
比收入增长幅度较大。

• 收入模式：入场费、培训费

• 业务发展迅速，期待明年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将进一步带
动该项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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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体育明星效应强劲人力资源丰富、认受性高



全明星滑冰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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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地区 面积 开业时间

全明星北京蓝色港湾国际商区冰场 北京市朝阳区 冰场营业面积1300㎡，其中冰面面积800㎡ 2008年7月

全明星武汉国际广场购物中心冰场 武汉市江汉区 营业2500㎡，冰面面积1250㎡ 2011年12月

全明星天津大悦城购物中心冰场 天津市南开区 冰场经营面积1500 ㎡，冰面面积 800 ㎡ 2012年7月

全明星天津万象城购物中心冰场 天津市河西区 冰场经营面积3000 ㎡，冰面面积 1600 ㎡ 2012年12月

全明星天津远洋未来广场冰场 天津市河东区 经营面积1300 ㎡，冰面面积 800 ㎡ 2014年1月

全明星北京龙湖长楹天街冰场 北京市朝阳区 冰场总建筑面积约2600㎡，冰面面积1250㎡。 2014年12月

全明星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冰场 上海市浦东新区 冰场经营面积2200㎡，冰面面积1250㎡ 2016年1月

全明星杭州龙湖滨江天街冰场 杭州市滨江区 营业面积3000㎡，冰面面积1600㎡ 2017年9月

全明星苏州龙湖狮山天街冰场 苏州市高新区 营业面积3000㎡，冰面面积1600㎡ 2017年9月

全明星广州百信冰场 广州市白云区 经营面积2000m²，冰面面积800m² 2019年1月

全明星上海印象城冰场 上海市嘉定区 营业面积3000㎡，冰面面积1800㎡ 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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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运动体验 –电竞

1 拥有一支英雄联盟战队 - LNG

• 英雄联盟中国区职业联赛中坚战队，跻身17支永久队
伍席位之一，并于二零二一年第三季度成功于中国联
赛取得世界赛资格。

• 战队除了职业队选手，还配备人员负责管理、物色赞
助、训练等事务。

• 通过参与联赛，增加本集团市场曝光，深入年轻Z世代
群众焦点。

2 现有业务产生协同效应

体育地产

体育消费

运动
员经
纪赛事运营

场馆运营

电子
竞技

运动员
经纪

运动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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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财务分析

财务稳健、现金储备充足、债务杠杆极低

通过扩充多品牌鞋服业务，显著扩大收入规模



财务概览

千港元 2020全年
截至6月30日止六个月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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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内/期内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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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百分点

净利率 146.5% 634.4% 490.5% -143.9百分点

• 净利率下降原因为收入增长大于净利所致。收益增长主要由于LNG品牌的内生型增长，及2020年7月下旬收购堡狮龙国际为集团带
来多品牌鞋服业务的收入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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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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万港元

2020年上半年 | 2021年上半年

多品牌鞋服分部
3.8% | 61.2%

运动体验分布
96.2% | 38.8%

收入增长强劲

收益增加主要因为︰
• LNG品牌的内生型增长和于2020年7月下旬收购堡狮龙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堡狮龙」及其附属公司统称「堡狮龙集团」）为本集团多品牌鞋服业
务带来收入贡献。

• 运动体验分部业务自疫情中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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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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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港元

毛利润和毛利率大幅提升

• 毛利率增幅远高于收入增幅，主要是由于毛利率较高的多品
牌鞋服业务得到扩张。



主要财务指标

千港元 2020年度 2021上半年

存货 183,863 179,94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1,857,441 4,098,598

银行借款 1,256,000 --

权益总额 4,531,302 6,584,842

流动比率 ~4.1x ~2.4x

净负债比率 净现金 净现金

*净负债比率按总借贷（包括银行借贷、应付债券及可换股债券）除以总权益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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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行业趋势及发展策略

全力发展旗下鞋服品牌，融合运动体验

把握黄金消费群市场



经济双循环发展有助刺激消费活动

• 过去一年，疫情加速了中国推行国内外经济双循环，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经济发展格局，刺激本地消费。

• 本集团业务布局能紧握消费行业机遇

国内大循环 国际循环消费

生产

零售

多品牌鞋服业务布局：

• Bossini X

• LNG

• Clarks

• 内庄

打造供应商平台
保障产品供应，提高运
营效率

运用线上电商平台，配合
线下实体店布局

26



国家大力扶持产业

01

0203

04

《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01.

《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发展群众体育的意
见》

02.

《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

03.

《“十四五”时期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实施方案》04.

中国正式踏入「十四五」规划时代，政府明确致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完善全
民健身服务体制。预料有利于我们业务的中长线发展。

2021年8月，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定下五年目标：

到2025年，全民健身将带动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5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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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体坛大事落地中国体育产业迎来发展

2021年中国全运会

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

2023年北京亚洲杯

• 疫情进一步受控，多项大型中国体坛大事有望复办，为行业复苏发放正面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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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策略

提供多品牌鞋服及全方位的运动体验和服
务，洞悉服装行业，进一步深挖电竞、
二次元、潮流等「Z世代」用户群体的市
场需求，把握潜力庞大较年轻的消费群市
场。

深挖「黄金消费群」需求

投资和运营多品牌消费品，包括亚洲知名
休闲服装品牌—堡狮龙、年轻潮流品牌
Bossini X、LNG，自创内衣品牌内庄，
以及收购国际鞋履品牌Clarks和意大利顶
尖奢华品牌Amedeo Testoni，进一步扩
大业务规模。

发展「多品牌鞋服消费品」

营运及投资体育目的地、体育赛事活动，
以迎合国家「十四五」规划，广泛开展全
民健身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完善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推进社会体育场地设施
建设，提高健身步道等便民健身场所覆盖
面。

构建全方位「运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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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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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财务数据总览

收入增长

552.2 612.5

1134.6

625.0
819.0

FY2016 FY2017 FY2018 FY2019 FY2020

毛利增长

55.4

94.5

166.7

123.2

330.8

FY2016 FY2017 FY2018 FY2019 FY2020

股权回报率

2.8%

-2.8%

2.0%

24.1%

32.4%

FY2016 FY2017 FY2018 FY2019 FY2020

资产回报率

2.2%

-2.1%

1.5%

16.8%

20.4%

FY2016 FY2017 FY2018 FY2019 FY2020

纯利率

19.6%

-16.8%

6.4%

132.3%
146.5%

FY2016 FY2017 FY2018 FY2019 FY2020

百万(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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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利增长

108.1

-102.9

73.0

826.6

1,199.6

FY2016 FY2017 FY2018 FY2019 FY2020

百万(港元) 百万(港元)



管理层介绍

李宁先生
主席、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

• 李先生为二十世纪最杰出运动员之一。
• 于一九八九年退出体坛后，李先生构思推出李宁品

牌，并以创立首个中国国家级体育用品品牌为目
标。

• 李先生持有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学士学位、北京大
学光华管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英国Loughborough University技术荣誉博士学位以
及香港理工大学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李先生亦获
得香港科技大学颁授荣誉院士。

李春阳先生
执行董事

• 李先生于二零零四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 彼亦为「中国运动员教育基金」创办人之一。
• 于一九八九年及一九九一年，彼取得世界体操锦标赛冠军。

李麒麟先生
执行董事

• 李先生于金融服务行业拥有丰富经验
• 于二零一零年一月至二零一三年七月期间担任恒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之分析师。

张智先生
公司秘书及首席财务官

• 张先生于财务管理、企业融资及行政管理方面积逾25年经验。
• 张先生曾任另一间香港上市公司之执行董事及首席财务官，该公司经营国际体

育及时装品牌的综合运动服生产、分销及零售业务。
• 曾为eBIS Company Ltd.及爱廸教育集团的首席财务官、Liuzhou ZF Machinery 

Co. Ltd.的财务总监及安达信(上海)企业咨询有限公司的高级顾问。
• 张先生持有香港城巿大学会计学荣誉文学士学位及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

位，并为香港会计师公会及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的资深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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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2021年6月，本集团分别
在重庆及成都开设新定位的
「Bossini.X」分店，作为堡
狮龙品牌年轻化计划的试点

• 2021年创立内衣自营品牌内
庄，并且建立采购平台和电
商平台ECOP

集团主要业务里程碑

2010年

入主快意节能并改名
为非凡中国

2020年7月

• 收购堡狮龙已发行
股份之66.6%

2019年11月至12月

• 收购Snake Esports 并更
名为 LNG Esports

2021年3月

• 收购世界知名造鞋
品牌Clarks （交易
进行中）

2015年10月

• 以代价约人民币25亿向李
宁集团收购红双喜集团
10%股权，丰富本集团的
体育资产组合。首个由本
集团管理及运营的扬州李
宁体育园于2015年年底正
式开幕。

2019年第二季度

• 以「LNG」品牌开始进军服装业
务，并发布一系列的服装及鞋
类。

• 以代价2.9亿港元收购中国领先
的室内滑冰场连锁品牌「全明
星滑冰俱乐部」，其于中国
一、二线城市包括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天津、杭
州、苏州、武汉和海口营运共
13个滑冰场

2021年6月

33

2013年1月

• 收购李宁公司
25.23%权益

2021年11月

• 收购意大利知名品
牌Amedeo.Testoni

（交易进行中）



集团投资者关系联络

电邮: vivachina@dlkadvisory.com

电话: (852) 3796 1111 

mailto:vivachina@dlkadvisor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