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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踏体育 (2020 HK; 74.65 港元; 目标价: 95 港元)  
三季度延续靓丽表现  主品牌增长提速   
 
3Q19 经营数据公布，延续靓丽表现 
安踏品牌零售额 3Q19 实现中双位数增长，1Q/2Q19 分别实现低双位数/中双位数增长，延续稳定表现；FILA
品牌零售额 3Q19 实现 50%-55%增长，继续维持较高增长，1Q/2Q19 分别实现 70%左右/接近 60%增长。龙

头公司三季度靓丽的经营数据，既证明安踏本身能力的优秀，也进一步证明运动服饰行业当期仍处较高景气

阶段。 
 
安踏品牌：产品价格段优化，组织框架梳理顺利，增速略有提升 
我们拆分测算，预计安踏品牌中成人线下实现低双位数增长，儿童线下实现 25%左右增长，电商受渠道谈判

完成&线上专供产品增加推动，增速继续改善，实现 30%-35%增长。结合终端门店和经销商调研来看，判断

目前整体安踏品牌库销比约为 4-5，折扣控制仍较为良好。 
 
非安踏品牌：FILA 高增继续，迪桑特调整见效 
FILA 流水同增 50%-55%，去年新增门店、老店店效、低效门店调整共同推动高增，库存和折扣率控制良

好、库销比 5-6。拆分测算，其中 Classic 线下同增 40%，Fushion 增长 2 倍，kids 增长 70%+，电商增长

80%+。其他品牌整体增长 30%-35%，迪桑特调整顺利，保持较快增长。 
 
未来展望：主品牌通过中低价格段产品丰富、门店结构改善有望维持较快增长 
FILA 品牌未来望实现 30%+的增长：1) 成人装市场仍有开店空间，2019 年有望继续新增数十家，同时，开店

较早的部分低效门店 (月店效低于 50 万) 也有很大改善空间；2) 支线品牌生根发芽，Kids 中高端童装领先/享
行业红利持续高增、Fusion 潮牌享消费升级成长发力。其他品牌中，Descente 经过几年培育已逐步盈利，供

应链国产化稳步推进，未来望成为新的增长点。此外，公司完成收购Amer后，顺利完成上层组织框架梳理，

未来有望借助 Amer 实现: 1) 快速发力专业小众市场；2) 主品牌再上台阶，最终实现从优秀到卓越的跨越。 
 
风险因素 
Amer Sports 整合效果存不确定性；消费景气下行超预期。 
 
建议关注 
综合考虑公司前三季度经营状况，结合多品牌推进节奏和 Amer 整合进程，上调 2019/2020/2021 年 EPS 预

测为 1.97/2.45/3.01 元 (原 EPS 预测为 1.84/2.20/2.57 元)，对应 2.17/2.71/3.33 港元 (原 EPS 预测对应

2.04/2.44/2.86 港元)。参考对标公司耐克在业绩高增阶段 PE 曾超过 35 倍，上调目标价至 95 港元，对应

2020 年 PE35 倍，建议投资者关注。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 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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