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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售股份数目：     500,000,000股股份（或因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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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0,000 股新股及

200,000,000 股销售股份（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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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国国际主要在中国从事中高档女士鞋履设计、生产及销售。公司

为中国第二大中高档女士端庄及休闲鞋履零售商，现时透过两个自

行开发品牌“千百度”及“伊伴”生产及销售女士鞋履。公司亦透

过特许品牌“娜然”销售鞋履。 

 

 行业概览 

 绪言 

根据 Euromonitor 报告的资料，女士鞋履是中国最大且增长最

快的鞋履分部。该分部快速增长受中国稳健的经济基础推动。本

地生产总值持续强劲增长，加上不断扩展的城市化，使可支配收

入及消费水平大幅上扬。此外，根据 Euromonitor 报告的资料，

随着经济增长，中国女性财政独立及社会地位不断提高，预计女

士鞋履增速将超越中国男士及儿童鞋履。 

女士鞋履分部中，中高档女士鞋履一直为主要增长分部。经济强

劲增长导致中国中产阶级兴起，成为有关市场核心目标客户，是

中高档鞋履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中高档女士鞋履分部不

断抢占中低档分部市场份额，于2010年所占市场份额为27.8%，

2007年则为26.8%。预计该趋势日后会持续。 

 

申购评分及意见     

 

 

 

注：评分区间为 1 到 10 分，定义请参考正文之后的声明 

公司成长性 估值水平 市场稀缺性 保荐人往绩 市场氛围 综合总得分

6.5 6 5.5 5.5 5.5 5.8

女性鞋履市场受益于中国经济
增长和城市化步伐加快。作为中
国第二大中高档女士端庄及休
闲鞋履零售商，鸿国具有较强的
竞争实力。同业 1880百丽 11 年
年预期市盈率为 22.4 倍，鸿国
为 13.5至 19 倍，相比而言存在
折让，若市况稳定，鸿国的估值
仍有一定的增长空间。公司 10
年存货比 09 年增长逾 50%，存
在一定风险，且女性鞋履市场品
牌众多，竞争十分激烈，所谓
“生不逢时”，因近期金融市场
波动，新股市场的热情或会降
温。研究部给予“中性”评级，
综合总评分 5.8分。 

  新股报告 香港股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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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高档休闲及端庄女士鞋履市场（即公司的有关分部）的竞争格局相对整合。根据 Euromonitor 

报告的资料，中国10大品牌占59.6%的市场份额。公司于该分部的市场份额为6.5%，排名第二；而“千

百度”于该分部的市场份额为5.0%，排名第四。 

 

中国女士鞋履市场概览 

中国女士鞋履市场自2007年以来持续强劲增长。根据 Euromonitor 报告的资料，2007年至2010年，

尽管受2008年及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但中国女士鞋履市场的复合年增长率约为9.4%，市场规

模为人民币1,191亿元。女士鞋履为鞋履市场的最大分部，于2010年占中国鞋履市场约52%。下图载

列2010年中国鞋履分部的分析： 

 

展望未来，根据 Euromonitor 预测，预计市场增长仍然强劲，于2010年至2014年的市场复合年增长

率约为11.7%。下图载列中国女士鞋履市场的过往及预测市场规模： 

 

中国中高档女士鞋履市场概览 

中国中高档女士鞋履市场占女士鞋履市场约28%。该分部主要针对中产阶级女性，例如收入中高等且

一般受过良好教育，购买力相对较高的女性白领。购买该分部鞋履的女性亦多以品牌为导向，即选

择高知名度及优质的品牌。该等品牌包括“百丽”、“天美意”、“他她”、“千百度”及“接吻

猫”。 

该分部持续强劲增长，2007年至2010年零售额复合年增长率约为10.7%，达人民币331亿元，且预计

该强劲增长会持续。根据 Euromonitor 报告的资料，预计2010年至2014年中国中高档女士鞋履零售

增率为13.0%。下图载列2007年至2014年（预测）中国中高档女士鞋履的过往及预计零售额： 

按类别划分 2010 年中国鞋履零售额分析 

 

资料来源：Euromonitor 

2007 年至 2014 年（预测）中国女士鞋履零售额 

 

资料来源：Euro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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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高档女士鞋履市场的主要趋势 

中产阶级人口膨胀推动中高档女士鞋履市场增长 

中产阶级人口膨胀推动中高档女士鞋履市场增长强劲经济增长使中国中产阶级人口快速增长。根据

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中产阶级定义为家庭年收入介乎人民币60,000元至人民币500,000元的居民。

根据该定义，中国据称2010年的中产阶级达145,000,000人，占总人口约10.8%。中产阶级人数快速

增长，而根据Euromonitor 报告的数据，预计未来仍会持续快速增长。2007年至2010年，中国中产

阶级人数复合年增长率约为21.0%，预计2010年至2012年复合年增长率约为14.0%。下图载列中国中

产阶级的人数增长： 

中产阶级一般包括专业人士及白领阶层，彼等不断追求更优质生活且更愿意购买更优质及设计时尚

的品牌产品。因此，鉴于中高档女士鞋履分部产品优质且公司注重品牌形象及定位，故中产阶级人

数大幅增加使中高档女士鞋履分部大大受益。 

 

中高档分部不断抢占市场份额 

中高档市场不断抢占整个女士鞋履市场份额且为该行业的主要增长动力。根据Euromonitor 报告的

资料，2007年至2010年，中高档女士鞋履占整个女士鞋履市场份额由26.8%增至27.8%，预计该增长

趋势仍会持续，至2014年，该分部所占整个中国女士鞋履市场份额会增至29.2%。 

 

品牌及产质量素日渐成为致胜的重要因素 

2007 年至 2014 年（预测）中国中高档女士鞋履零售额 

 

资料来源：Euromonitor 

2007 年至 2012 年（预测）中国中产阶级人数 

 

资料来源：Euro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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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目标客户为改善生活品味，越来越关注中高档女士鞋履，品牌及产质量素成为重要的致胜因素。

中高等收入的消费者欲追随最新时尚趋势及风格，衣服鞋履均会选择领先品牌。因此，品牌拥有人

及制造商越来越注重产品设计与材料及工艺。此外，公司不断加大力度进行市场营销及广告，巩固

品牌在目标客户中的形象，例如利用知名艺人代言品牌。 

 

中高档女士鞋履竞争概况 

中高档女士鞋履市场相对集中，10大品牌（包括休闲鞋履及端庄鞋履）占市场总额的59.4%。公司对

竞争格局的分析并无计及其他类别（主要为运动鞋）。下表载列中国中高档休闲及端庄女士鞋履市

场10大品牌2010年的市场份额： 

 

在10大品牌中，百丽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为最大公司，包揽10大品牌中的5个，包括该分部的三大品牌。

根据 Euromonitor 报告的资料，按零售额计算，公司为该分部的第二大公司。根据估计零售额计算，

旗舰品牌「千百度」以市场份额5.0%位居该分部第四位，加上“伊伴”及“娜然”，公司于2010年

中国中高档端庄及休闲女士鞋履市场合共占市场份额6.5%。 

下表载列中国中高档休闲及端庄女士鞋履市场的领先公司： 

 

随着10大品牌不断加快在落后城市开设店铺，市场不断整合。根据 Euromonitor 报告的数据，该分

部10大品牌的合并市场份额由2007年的48.2%增至2010年的59.4%。预计该趋势未来会随领先品牌不

断扩展业务及抢占较小地区品牌的市场份额而持续。 

2010 年按估计零售额计算的中国中高档端庄及休闲女士鞋履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Euromonitor 

2010 年中国中高档端庄及休闲女士鞋履的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Euro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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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介绍 

总览 

公司主要在中国从事中高档女士鞋履设计、生产及销售。根据 Euromonitor 报告，按截至2010年12

月31日止年度的估计零售收益计算，公司为中国第二大中高档女士端庄及休闲鞋履零售商。公司主

要通过在中国一二三线城市的百货公司零售铺位及独立零售店零售自行开发及特许品牌的产品。公

司亦向认可分销商批发自行开发品牌产品，而认可分销商主要在中国其他城市零售有关产品。除生

产自行开发及特许品牌的女士鞋履外，公司亦以OEM或ODM方式为国际鞋履公司生产鞋履出口海外。

公司已建立垂直整合业务模式管理主要业务链，包括设计与开发、采购、制造、市场推广、分销及

销售产品。公司相信，控制该等主要流程使经营灵活自如，可以快速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趋势及客

户品味推出合适产品，同时提高经营效率及于中高档女士鞋履市场的有效竞争力。 

 

广泛的分销及零售网络 

截至2011年3月31日，公司庞大的分销及零售网络包括遍布中国31省、市、自治区的1,015间自营零

售店及344间第三方零售店。在1,015间自营零售店中，1,006间入驻全国各地百货公司，九间独立零

售店则于百货公司以外场所经营。公司的自营零售店主要分布于中国一二三线城市。公司相信该等

城市的消费者一般有较高的消费能力，因此会更倾向购买中高档女士鞋履。为了以具成本效益的方

式开拓中国其他地区，公司主要透过认可分销商设立的第三方零售店在该等地区分销鞋履。于2011

年3月31日，公司有196名认可分销商，而该等认可分销商在中国经营344间第三方零售店。 

 

雄厚的设计实力及可靠的生产能力 

公司自行开发的品牌包括“千百度”、“伊伴”、“范欧纳”及“太阳舞”，每个品牌均设有研究、

设计及开发团队，因应国内外潮流趋势、品牌特色及市场需求推出丰富多样的产品设计。目前，公

司每年为“千百度”及“伊伴”品牌分别设计约4,800个至6,400个SKU。 

公司每年制造约50%至60%的自行开发品牌鞋履，其余则外包予第三方制造商。公司通常与皮革等原

料的主要供货商订立一年协议，规定公司于年内发出定期采购订单的条款。公司通常根据每个季节

所供应的产品，按季外包制成品。截至2008年、2009年及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11年3

月31日止三个月，公司分别向17名、20名、19名及18名分包鞋履制造商（均位于中国广东省）下单。 

公司亦以OEM或ODM方式生产多种适合不同季节且款式多样的国际品牌鞋履，主要出口至其他国家。

公司直接承包生产的客户主要为经营国际鞋履品牌的鞋履贸易公司，但公司一般不与经营该等品牌

的公司总部直接联系。截至2008年、2009年及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11年3月31日止三个

月，公司分别有6名、10名、6名及4名承包生产客户，代理7个美国品牌、2个澳洲品牌及1个加拿大

品牌。 

 

营业纪录期间增长迅速 

由于公司在中国发展迅速的女士鞋履市场扩大分销及销售网络，故此公司的财务及营运业绩于营业

纪录期间快速增长。公司的收益由2008年的人民币1,044.0百万元增至2010年的人民币1,575.0百万

元，复合年增长率约为22.8%，自营零售店及第三方零售店总数由2008年12月31日的928间增至2010

年12月31日的1,289间，复合年增长率约为17.9%。比较截至2010年3月31日止三个月及截至2011年3

月31日止三个月，公司的收益由人民币373.5百万元增加24.5%至人民币465.1百万元，而公司自营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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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店及第三方零售店的数目由2010年3月31日的1,110间增加22.4%至2011年3月31日的1,359间。公司

于2009年至2010年以及2008年至2009年的同店销售增长率分别约为12.3%及17.7%。 

 

产品组合 

以2010年零售收益计算，公司是中国第二大中高档女士端庄及休闲鞋履零售商。公司现时以两个自

行开发品牌“千百度”及“伊伴”生产及销售多种适合不同季节且款式多样的女士鞋履，并以特许

品牌“娜然”销售女士鞋履。此外，公司以自行开发品牌销售男士鞋履及女士手袋等少量相关产品，

作为对女士鞋履业务的补充。公司于2011年上半年推出另一自行开发鞋履品牌“范欧纳”，并于2011

年8月推出另一自行开发鞋履品牌“太阳舞”。公司的产品价格一般介乎约人民币500元至人民币

3,000元。公司亦以OEM或ODM方式生产多种国际品牌鞋履，主要出口其他国家。 

 

销售及分销 

公司的鞋类产品主要有两个销售及分销渠道：自营零售店及第三方零售店。下表载列于2011年3月31

日按品牌及地区划分的自营零售店及第三方零售店数目。 

下图显示2011年3月31日公司的销售及分销网络，包括全国1,015间自营零售店及344间第三方零售店： 

自营零售店及第三方零售店数目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书 

 

销售及分销网络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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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研究、设计及开发 

公司一直致力提供舒适、风格多样且符合最新潮流趋势的优质女士鞋履，因此公司在广东省佛山市

设立本身的研发中心，对中高档女士鞋履市场进行有系统的研究、设计及开发。截至2008年、2009

年及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及截至2011年3月31日止三个月，公司的研发开支分别约为人民币10.9

百万元、人民币15.6百万元、人民币20.2百万元及人民币5.3百万元，分别占有关期间公司总收益约

1.0%、1.2%、1.3%及1.1%。 

公司的“千百度”、“伊伴”、“范欧纳”及“太阳舞”自行开发品牌各有研究、设计及开发团队

（包括设计部、开发部及生产部人员），根据国内外的潮流趋势、品牌的独特特色及市场需要创造

不同种类的产品设计。公司自行开发品牌的设计经理平均拥有超过7年鞋履设计经验。具体而言，“千

百度”品牌总监曾与国际知名意大利设计师合作，拥有12年鞋履设计经验。“伊伴”品牌总监亦拥

有11年鞋履设计经验。 

公司的新鞋履产品通常分为“端庄”、“风格”及“休闲”产品概念而设计。“端庄”系列产品为

职业女性设计，用料上乘而款式典雅。“风格”系列产品采用时尚设计元素及崭新材料，紧贴最新

国际时尚潮流趋势，适合年轻的时尚女性。而“休闲”系列产品采用适合大部分女性的色调及设计，

舒适体贴，适合多种非正式场合穿着。 

公司每季分别向市场推出约400个至500个SKU的“千百度”及“伊伴”品牌产品。除利用本身设计能

力外，公司亦将部分自行开发品牌产品的设计及生产工序外包予第三方。 

 

客户 

公司透过自营零售店零售鞋履，并通过认可分销商限于中国批发鞋履。公司亦接受以OEM或ODM模式

为国际鞋履公司生产鞋履的订单。 

截至2008年、2009年及2010年12月31日止三年度以及截至2011年3月31日止三个月，公司的五大客户

分别占公司收益总额约13.2%、11.7%、13.4%及10.1%，而公司最大的客户分别占收益总额约5.7%、

4.3%、5.5%及5.6%。截至2011年3月31日止三个月，公司的五大客户包括四名承包生产客户及一名认

可分销商。董事、彼等的联系人或就董事所知拥有公司股本超过5%的股东概无拥有该等五大客户任

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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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数据 

综合收益表  资产负债表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书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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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架构 

 

 

 

  

发售后的公司架构：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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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承诺 

主要负责编写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研究分析师在此申明，本报告所表述的所有观点准确反映了

本人对上述公司或其证券的个人看法。此外，本人薪酬的任何部分过去不曾与，现在不与，未来也将不

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公司评级、行业评级及相关定义 

公司评级定义 

以报告发布尔日后的6个月内的公司的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恒生指数的涨跌幅为基准； 

买入： 公司股价的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恒生指数的涨跌幅达20%以上 

增持： 公司股价的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恒生指数的涨跌幅介于5%和20%之间 

中性： 公司股价的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恒生指数的涨跌幅介于-10%～5%之间 

卖出： 公司股价的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恒生指数的涨跌幅大于-10%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以报告发布尔日后的6个月内的行业的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恒生指数的涨跌幅为基准。 

推荐：行业基本面向好，行业指数将跑赢基准指数 

中性：行业基本面稳定，行业指数跟随基准指数 

谨慎：行业基本面向淡，行业指数将跑输基准指数 

 

新股申购评级 

    以新股综合评分总得分为基准，从五方面来评估股份的投资价值； 

1．市场氛围评分： 1-10分，10分为最高分 

2．公司成长性评分： 1-10分，10分为最高分 

3．估值水平评分： 1-10分，10分为最高分 

4．市场稀缺性评分： 1-10分，10分为最高分 

5．保荐人往绩评分： 1-10分，10分为最高分 

综合评分总得分 =（市场氛围评分 + 公司成长性评分 + 估值水平评分 + 市场稀缺性评分+保荐人往绩评分）之平均数 

看好：综合评分总得分 >= 7分 

谨慎看好：6.5分 =< 综合评分总得分 <7分 

中性：4分 =< 综合评分总得分 < 6.5分 

回避：综合评分总得分 < 4分 

 

 

广发证券（香港）经纪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皇后大道中183号中远大厦2301-05, 2313室 

电话： +852 37191111 

传真： +852 29076176 

网址：www.gfgroup.com.hk 

 

 

 

http://www.gfgroup.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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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条款 

本报告由广发证券（香港）经纪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香港）”分发。本研究报告仅供我们的客户使用。本研

究报告是基于我们认为可靠的目前已公开的信息，但我们不保证该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报告内容仅供参考，

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观点不构成所涉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广发证券（香港）不对因使用本报告的内容而导

致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除非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客户不应以本报告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本报告做出决策。

客户也不应该依赖该信息是准确和完整的。我们会适时地更新我们的研究，但各种规定可能会阻止我们这样做。

除了一些定期出版的行业报告之外，绝大多数报告是在分析师认为适当的时候不定期地出版。 

 

广发证券（香港）可发出其他与本报告所载信息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本报告反映研究人员的不同观点、

见解及分析方法，并不代表广发证券（香港）或者附属机构的。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研究人员于发

出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可随时更改且不予通告。 我们的销售人员、交易员和其它专业人员可能会向我们的客户

及我们的自营交易部提供与本研究报告中的观点截然相反的口头或书面市场评论或交易策略。我们的自营交易部

和投资业务部可能会做出与本报告的建议或表达的意见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版权所有广发证券（香港）经纪有限公司 

未经广发证券（香港）经纪有限公司事先书面同意，本材料的任何部分均不得(i)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复制品，或(ii)

再次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