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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度业绩掉队

甩掉易游天下包袱 探路者减负求盈利

·资讯·

2019中国体育博览会将于28日开幕

增长乏力

11月14日，港股开盘后，361度股价大

幅低开，暴跌38.13%至0.99港元，创历史新

低。业内人士普遍认为，361度股价暴跌与

更换核数师有关。

此前一天，361度曾发布公告称，毕马

威会计师事务所已辞任公司核数师。董事

会决议委任大华马施云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为公司的新任核数师，自2019年11月

13日起生效。

对此，361度相关负责人对北京商报记

者回应称，一切以公告为准。

在经济学家宋清辉看来，股价暴跌也

是业绩的直接体现。今年2月14日，361度

发布盈利警告，预计2018年净利大幅下降

之后，361度的股价也遭遇过一次大跌。

361度早期与安踏、李宁比肩，是国产

四大运动品牌之一。此前，361度副总裁詹

潇潇表示，361度在国内品牌中排名第三、

第四，已经稳固了行业地位。

然而，从财报上看，361度已经出现了

掉队的迹象。2015-2018年，361度营收同

比增长分别为 14.1%、12.6%、2.7%、0.6%；

2018年，361度营收为51.87亿元，净利润下

跌33.5%至3.04亿元。相比之下，安踏、李

宁、特步2018年营收分别为241亿元、

105.11亿元、63.83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

44.4%、18.5%、25%。

除了连续多年业绩增长几乎处于停滞

外，361度核心业务的表现也并不乐观，

2018年其最重要的鞋类营收减少了4.1%，

对比安踏同期鞋类营收同比增长22.5%，两

者差距明显。截至11月15日，361度市值为

27.5亿港元，安踏、李宁市值分别为2010亿

港元、579亿港元。361度市值仅为安踏的

1.3%，为李宁的4.7%。

同时，361度也在不断关停门店。2018

年，公司主品牌门店为5539家，与2017相比

减少了269家；而2012年底公司门店为8082

家，六年时间门店数量减少了2543家。

纺织服装品牌管理专家、上海良栖品

牌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程伟雄表示，国内

本土品牌安踏、李宁、特步在大众品类继续

夯实市场的同时，分别在跑步、篮球、户外、

综训、时尚生活等运动品类脱颖而出，收入

与毛利都在大幅增长中，但361度在成人与

儿童大众市场上均无领先优势，也没有突

出的细分运动品类率先冲顶，在国际运动

品牌与本土品牌纷纷下沉之际，原本的三

四五线优势市场俨然成为热点，竞争加剧，

进一步挤压361度的生存空间。

重塑品牌

事实上，业绩方面“掉队”的361度已经

着手转变并进行品牌重塑。今年6月18日，

361度在上市十周年之际正式发布品牌重

塑计划。在中期业绩报告中提及，361度将

自己定位于“起跑线”品牌，契合自身“大众

专业体育”的定位，并宣布了篮球进小区项

目，361度要在未来三年内要实现布局

1000个篮球场的目标规模。按照规划，预

计品牌重塑计划与名人代言等方面的支出

比例将各占50%。

11月11日，361度正式宣布与效力于

CBA新疆男篮俱乐部的球员可兰白克·马

坎签约，由其出任361度篮球品类代言人，

这不仅是361度首次签约CBA球员，而且

意味着361度在品牌重塑计划上走出了第

一步。361度希望通过深耕篮球运动市场，

消费主力从中低端市场转向一二线城市。

不过，相关财报数据显示，361度的转

型并未快速扭转业绩。资料显示，361度主

品牌产品于2019年三季度的零售额（以零

售价值计算）相比上年同期实现低单位数

百分比增长；而361度童装品牌产品与

2019年三季度的零售额相比上年同期有

高单位数百分比增长。公司中期业绩报告

也显示，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3%至32.37亿元，净利润上涨9.7%至3.67

亿元。

从具体业务上看，今年上半年公司童

装业务及鞋底销售业务分别贡献总营收的

12%及1.2%。剩下的86.8%收益主要由销

售361度核心品牌产品、361度国际及电子

商务业务销量所贡献。而童装业务的营收

则同比增加6.6%至3.88亿元。

相比同期竞争对手的业绩，361度的业

绩增长却并不亮眼。安踏在今年上半年营

收达到148.1亿元，同比增长40.3%；李宁实

现收入62.55亿元，同比增长32.72%。

程伟雄认为，从361度的重塑品牌战

略中也能解读出其对于提振业绩的渴望，

但361度面临的是如何快速度过转型的阵

痛期。

转机何时到来

“照目前这个趋势，至少等到明年，361

度的业绩才会重回快速增长的轨道。”一位

体育运动市场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类似这样的定论已经在业界传开，但

361度的官方仍没有回应。不过，转机似乎

已经出现。联交所最新资料显示，11月14

日-15日，361度集团主席丁辉煌分别增持

52.8万股、100万股，每股作价分别为

1.3304港元、1.3326港元，总金额约为

203.51万港元，增持后最新持股数目约为

3.26亿股，最新持股比例为15.75%。行业人

士解读，这传递出361度稳定资本市场、持

续重塑品牌的信号。

程伟雄表示，转型阵痛过后往往会迎

来新的机会。尽管目前在篮球市场的布

局，361度已经落后，但国内品牌尚未有头

部品牌出现，361度可以根据市场优缺点

及机会点进行分析，快速切入有竞争力的

篮球市场。

然而，在篮球市场想要突围并非易

事，目前来看，361度仍缺乏一个看似可以

落地的美好故事。无论是篮球品牌代言人

上，还是篮球相关产业研发上，361度的优

势并不明显。詹潇潇曾表示，与国际品牌

相比，361度产品力已经可以和一些专业

的品牌PK，但品牌力相对年轻，打入市场

还需要时间。

值得关注的是，361度近年来在品牌和

研发方面持续发力，2018年，361度的广告

及宣传开支为5.57亿，同比上涨10.02%，研

发投入占比也是四家香港上市体育公司里

最高的。

对此，程伟雄认为，361度也应调整策

略，在运动产品升级、传统的广告代言等方

式之外，品牌的发展需要经营和创新，更需

要讲好故事，才能获得市场的认可。

北京商报记者 蓝朝晖

11月14日，“户外用品第一股”探路

者发布公告称，欲将旗下子公司易游天

下国际旅行社（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易游天下”）29%的股权，以740.66万

元的对价转让给北京春光似锦管理咨询

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春光似

锦”）。交易完成后，易游天下将不再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对于转让易游天下股权的原因，探

路者表示，是继续围绕“聚焦户外用品主

业”、“逐步退出重组与户外主营业务不

相关的业务”等转型战略。在业内人士看

来，自涉足旅游板块以来，探路者的业绩

一年不如一年，2017和2018年连续亏损

之后，甚至出现退市预警。转让易游天下

股权，探路者无疑也是甩开了一个“烫手

山芋”，为今年的盈利目标全力冲刺。

探路者相关负责人在回复北京商报

记者时表示，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此次

股权转让后易游天下的董事会共计三名

董事，公司仅指派其中一名董事会成员，

易游天下原股东甄浩与其一致行动人指

派另外两名董事会成员。本次股权转让

完成后，探路者对“易游天下”不再具有

管理权。

公开资料显示，易游天下成立于

2007年12月，当前的主营业务包括出入

境旅游业务、航空机票销售代理等。2015

年，探路者以股权受让和增资相结合的

方式，合计作价2.31亿元取得投资后易游

天下74.56%的股权。

自收购易游天下布局旅游板块后，

探路者接连出现亏损。截至2018年，旅游

板块毛利率仅为1%；截至2019年9月30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7711.61万元，负债总

额5222.44万元；2019年前三季度，公司

亏损70.56万元。同时，旅游服务的营收却

在同期占比接近五成。

截至2018年，易游天下四年累亏

1.17亿元。探路者在2017和2018年连续

两年亏损，如果其今年年度审计报告最

终确定为亏损，根据相关规定，该公司股

票将面临暂停上市风险。

除了经营上的亏损外，易游天下还

因诸多诉讼影响现金周转，导致探路者

在2018年不得不再度对其进行增资。

经济学家宋清辉认为，易游天下表

现始终不如人意，随着探路者聚焦资源

夯实公司户外用品主业的发展，优化调

整利润率较低的旅行服务，剥离、重组推

出与户外用品主业不相关的业务，也是

意料之中的事情。

探路者相关负责人表示，“聚焦资源

促进户外用品主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优

化非户外主业的相关业务结构，持续整

合与户外主业有深度协同作用的项目，

并逐步退出重组与户外主营业务不相关

的业务”是公司2017年下半年以来确立

的发展战略，非户外业务的退出或者重

组一直在逐步有序地推进中。

今年以来，为实现扭亏目标，探路

者一直在剥离与户外主营业务不相关

业务。包括“原股东对公司所持图途股

权的回购”、“原股东对绿野国旅所持部

分股权的回购”、“引入战略投资者对绿

野网、六只脚等相关业务进行资产重

组”等；关于“转让易游天下29%股权”

是该战略执行过程中的最新进展情况。

同时，公司也将继续加强投后管理，保

持与相关项目的协同合作，为户外主业

转化能量。

从目前来看，探路者作出的改变已

经让财务状况较为乐观，逐渐接近实现

盈利目标。三季报显示，探路者前三季度

营收为9.87亿元，同比下降20.55%；净利

润为9948.95万元，同比增长293.22%。对

此，探路者解释到，营收减少是因为公司

聚焦主业，旅游服务收入大幅减少所致，

而对于净利大增这点，一部分功劳则来

自卖房“套现”。

按照探路者发布的计划，2019年全

年扭亏为盈，且累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不低于1亿元，实现净利润1

亿元的目标已经接近完成。

然而，想要实现盈利不低于1亿元的

目标并非易事，探路者仍存在利润缺口。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探路者三季度的

经营情况并不乐观，净利润实现1763.36

万元，在前三季度中仅占17.72%；而扣非

净利润仅为32.65万元，在前三季度总扣

非净利润中占1%。

在宋清辉看来，除了卖房外，目前探

路者仍缺少盈利的手段，在研发和营销

上，都存在不小的差距。

对此，探路者相关负责人表示，随

着探路者重新聚焦资源促进户外用品

主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深度挖掘国内外

户外运动市场的发展空间，持续整合与

户外主业有深度协同作用的相关投资

项目，公司产品竞争力持续提升，品牌

文化和品牌精神对用户的传播影响进

一步增强，更具体验感的线下店铺升级

改造有序推进，销售终端的精细化管理

和渠道结构持续完善，未来公司将继

续推进聚焦户外用品主业相关战略举

措的落地实施，不断促进户外用品主业

的健康发展。

北京商报记者 蓝朝晖

北京商报讯（记者 蓝朝晖）11月16
日，国家体育总局官网发布消息称，11月

28日-30日，2019中国体育文化博览会、

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以下简称“博览

会”）将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举办，今年

观众预计将突破16万人次。

据介绍，自2018年起，博览会将连续五

年落户广州，成为广州体育文化和产业发

展的新亮点。此次展览规模4.6万平方米，

吸引了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等400余家

参展商参展。届时将有中华传统体育文化

表演、房车体验、冰雪体验、智力运动会等

配套活动。

同时，本届博览会将举办中国国际体

育文化体育旅游高峰论坛及10余场系列论

坛；汇聚法甲、德甲、西甲、意甲、英超、中

超、环法自行车赛、F1等体育赛事组织及业

内优质资源，形成体育文化、体育产业发展

的服务链；针对广大体育爱好者设置了中

华传统体育文化表演、篮球体验、足球体

验、房车体验、冰雪体验、智力运动会、公共

舞台秀场等配套活动。

中体产业重组方案调整

北京商报讯（记者 蓝朝晖）日前，中体
产业再披露重组草案，公司拟以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中体彩科技51%股

权和国体认证62%股权，拟通过支付现金

的方式购买中体彩印务30%股权和华安认

证100%股权。这也是重组被否已4个多月，

中体产业修改方案后重新上阵。

重组草案显示，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

涉及交易对象和交易标的的变化，也不

涉及新增配套募集资金的情况，不构成

重大调整。此次中体产业依旧推动对上

述四家公司股权的收购，并将交易价格

由此前的10.83亿元调整为10.57亿元，

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也由此前的5.5亿元

调整为5.37亿元，相对应业绩承诺日期

及金额也做了调整。

值得一提的是，推进此次重组事项，也

体现中体产业提升盈利心切。今年前三季

度，公司营业收入6.56亿元，同比减少

11.32%；净利润和扣非净利润分别为

3270.66万元、808万元，同比减少26.24%、

80.97%。

延边富德俱乐部被裁定破产

北京商报讯（记者 蓝朝晖）11月13日，
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发布裁定书显示，延

边富德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延边富德”）破产。这是国内历史上宣告

破产的第一支足球俱乐部。

根据裁定书内容，延边富德资产总额

3946万元，债务总额3.77亿元，资产明显不

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已严重资不抵债，且明

显缺乏清偿能力。本院认为延边富德的负债

大于资产，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已具备破

产原因。

资料显示，延边富德的前身是1955年

成立的吉林省足球队。2016-2017年，延边

富德曾出现在中超赛场上，2017赛季，延边

降入中甲，之后再未能冲超。目前，延边累计

欠税和罚金2.4亿元。

因股价“闪崩”、业绩低迷，2019年的冬季，曾经以

“361度，多一份热爱”而家喻户晓的361度感到了一丝

寒意。11月14日，361度股价一度下跌， 最低报0.99港

元/股，导致361度业绩低迷成为被议论的话题。相比同

行业其他几家体育品牌上市公司，361度无论在市值

上，还是在业绩增长上，都已落后对手。

处于重塑品牌期的361度在转型的道路上持续加

码，并发力篮球市场。当掉队的361度面临全新的发展

赛道，一边是资本市场增长的迫切，一边是企业发展品

牌重塑的压力。亟待改变公司发展轨迹的361度正处在

两者的交汇点，也处于市场排名的转折点。
（图片来源：361度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