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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6 月 16 日，公司组织了投资者交流会，公司董事长丁水波先生和首席财务官兼董秘何

睿博先生参加了交流，分享了公司战略布局，具体纪要如下： 

发展历程 

2015 年国内运动服饰行业景气上行趋势明确。主要由于：第一，国家政策推动作用。

第二，奥运会后体育行业打破“体育等于竞技体育”的误区，不再以夺取金牌为导向，而是

进入全民健身的时代，其中跑步和徒步最为突出。第三，团体运动项目发展迅猛。 

公司通过近两年去库存过程，外加行业回暖，公司经营改善。公司 8 年前进入跑步领域，

目前跑步产品占销售额的 30%以上，此外公司赞助了 30 多个国际马拉松比赛，是全国最大

的马拉松赞助商。足球系列发展较快，在足球受到政府重视、运动群体扩大的背景下，预计

未来发展空间广阔。公司原先的市场定位是全国领先的时尚运动品牌，现在要把运动放前面，

成为“运动时尚品牌”。 

战略规划 
随着国家体育支持政策的出台，全民健身风潮兴起，带来运动服饰市场的复苏。公司在

成长过程中一直坚持时尚运动的理念，在国内的时尚运动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国家对体育产

业的推动，给公司带来发展机遇，未来计划从产品入手来提升专业化的质量，兼顾产品功能

性和时尚性。具体将从三方面来提升在体育文化产业中的地位： 

 “产品+”：从运动元素入手提升专业化质量。从跑步的装备开始，未来产品将从

跑鞋扩展到足球、儿童产品、智能装备等其他领域，也会推出校园产品。 

 “体育+”：从产品延伸到体育服务。为了深入挖掘消费者的体育健康需求，公司

将从膳食管理、训练、医疗康复三个方面扩展业务。公司计划通过组建团队或与其

他公司合作来开展这三方面的业务。 

 “互联网+”：公司已在淘宝、天猫等平台开展电商业务，未来将打通线上线下，

通过数据库搜集千万用户数据，也考虑与其他互联网公司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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