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MA 高尔夫有限公司
（香港联交所股份代号: 6858）

HONMA 高尔夫公布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止六个月
录得强劲的 2021/22 财年中期业绩


中期收益 11,872 百万日元，分别较 2020 财年及 2019 财年同期上升 31.1% 及 12.1%



集团的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4.6 倍至 2,635 百万日元



中期股息每股 1.5 日元

（2021 年 11 月 26 日 – 香港） 逾 60 年历史的标志性高尔夫品牌，HONMA 高尔夫
有限公司（“HONMA”或“公司”，连同附属公司，总称“集团”，股份编号：6858.HK），
欣然宣布其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止六个月（“回顾期”）的中期业绩。
创纪录的销售增长推动了所有财务指标的显著提升
回顾期内，集团在主要市场及全线产品类别中的强劲增势，令关键财务指标取得明显
积极的提升。
回顾期内公司的净收益为 11,872.0 百万日元（相当于 106.8 百万美元），分别较去年同
期及 2019 同期大幅上升 31.1%及 12.1%，反映集团的业务已从新冠疫情的负面影响中
完全恢复。
按地理区域，日本及中国市场引领销售增长，其收益分别上升 105.9%及 54.0%，而北
美、欧洲及世界其他市场1的收益亦录得双位数增幅。
集团的所有产品类别收益均录得双位数甚至三位数的增长，其中服装及高尔夫球杆销
售大放异彩，分别较去年同期飙升 151.3%及 23.9%。凭借集团的全球团队努力不懈及
全情投入地推进产品组合增长战略，集团得以加快发展超性能高尔夫球杆及非球杆类
别产品。
回顾期内，尽管供应链阻力颇大，集团毛利率仍上升 4.1 个百分点至 55.3%。
回顾期内除税前溢利从去年同期录得的 431.4 百万日元亏损大幅回升至 1,746.5 百万日
元（相当于 15.7 百万美元）。经营现金流量维持稳健，与去年同期相比显著扩大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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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市场”指公司除日本、韩国、中国内地和香港、美国和欧洲以外之其他市场

至 3,702.4 百万日元（相当于 33.3 百万美元）
。
董事会建议派发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止六个月的中期股息为每股 1.5 日元，总金额
约 908.5 百万日元，总派息比率为 67.3%。
大部分市场均呈强劲且高速的增长势头
按地理区域，日本市场增势最为突出，所有渠道及产品类别销售的全面复苏推动该市
场收益大幅增加 105.9%至 3,821.6 百万日元（相当于 34.4 百万美元）。另外，集团坚
持拓展零售市场及优化产品组合带动了另一个本土市场中国的表现持续强劲，收益按
年增长 54.0%至 3,624.7 百万日元（相当于 32.6 百万美元）。
来自北美、欧洲及世界其他市场的收益同样实现了大幅增长，涨幅分别达 40.7%、
29.2%及 30.0%。鉴于各地政府订立的社交距离措施逐步放宽，HONMA 重启了其北
美和欧洲的分销网络，并分别于两地增加 100 个及 37 个销售点，借着这些市场中打球
参与度的不断提升以进一步增强品牌知名度。
然而，因意料之外的零部件短缺，韩国的收益于回顾期内下降 31.0%至 2,149.8 百万
日元（相当于 19.3 百万美元）。不过截至公告日期，此限制已得到大幅缓解，并将于
2021 年 12 月恢复货运。
所有产品类别火力全开，全线收益呈双位数甚至三位数增长
受惠于坚持不懈的产品开发及扩大市场版图，集团的所有产品类别均实现出色的销售
增长。集团透过 HONMA 品牌高尔夫球杆、高尔夫球、服装及其他配件，为消费者带
来完整全面的高尔夫生活体验。
HONMA 持续专注于最能代表日本传统工艺和创新技术的球杆产品，以吸引超高端和
超性能细分市场的高尔夫球手。于 2021 年 1 月，HONMA 推出球杆产品家族的第二个
性能提升系列－全新 GS 系列，专为差点值介于八到二十之间的热忱型球手而设。随
着集团更深入拓展超性能细分市场，高尔夫球杆销售额较去年同期上升 23.9%至
8,719.4 百万日元（相当于 78.5 百万美元），占集团的总收益 73.4%，再次证明
HONMA 强大的品牌价值以及 HONMA 自 1959 年进入高尔夫行业以来应对经济挑战的
能力。
除了球杆产品，HONMA 亦一直致力促进亚洲本土市场的非球杆产品业务，作为增长
战略的重要支柱。
回顾期内，受惠于持续投资于产品开发，加上优化商品策划及零售经营业务，服装业
务的收益显著飙升 151.3%至 1,259.3 百万日元（相当于 11.3 百万美元），占总收益的
10.6%。而服装收益占比更已超过分别占总收益 9.7% 及 6.2% 的高尔夫球及配件产品，

为服装业务自 2019 年春季重新推出以来首次成为集团的第二大产品类别。
高尔夫球的收益稳步增长 24.3%至 1,153.7 百万日元（相当于 10.4 百万美元），并以
41.1% 的复合年增长率延续六年来的辉煌成绩。集团进一步发挥领先的研发能力，推
出以金字塔产品战略为核心的球类产品，同时不断提升消费者认知及市场份额。
电商销售及同店销售额激增，进一步促进零售业务发展
回顾期内，集团继续透过更优越的店铺位置、优化的商品视觉设计及陈列，扩大
HONMA 的零售业务，为消费者带来更优越的购物体验。
HONMA 为各大型高尔夫品牌中经营自营店数目最多的公司，为消费者提供 HONMA
品牌及产品的 360 度体验。截至报告期末，集团拥有 77 间 HONMA 品牌自营店，较
六个月前略微减少 3 间，然而其销售额增长 34.6% 至 3,516.1 百万日元（相当于 31.6
百万美元），反映同店销售显著增长。
第三方零售商及批发商的零售运营在疫情过后逐步趋稳，该渠道收益上升 29.7%至
8,355.9 百万日元（相当于 75.2 百万美元）。尤其是来自日本零售合作伙伴的销售增加
265.3%，大部分零售商结束了漫长的疫情停业，重新开门营业。回顾期末，集团的销
售点增加了 182 个至 4,117 个。
值得一提的是，集团来自电商的销售于回顾期内激增 99%。集团目前在中国、日本、
韩国和美国经营电商业务，期内均录得创纪录的销售业绩，其中来自中国的销售增长
达 114.9%。在最近的 2021 年中国“双十一”电商促销活动中，HONMA 天猫和京东旗
舰店的总成交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升逾一倍。不断提速的数字营销，特别是由专门的电
商团队实行的内容营销和全渠道营销助力了强劲的增长。集团认为消费者行为和商业
环境急速的变化将进一步推动数字化转型和电商业务的持续发展。
重塑 HONMA 品牌
集团进一步提升 HONMA 的全球品牌定位及传讯，通过优化零售店铺的 360 度品牌体
验、举办专属的客户活动和实时更新数字化内容来持续加强与超高端和超性能分部新
老客户的沟通和互动，把 HONMA 品牌重塑为具有活力、时尚及国际化的高端高尔夫
品牌。同时，HONMA 一直通过定期更新其全球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积极与热衷互
联网的年轻高尔夫球手互动。
通过近年来的不断努力，HONMA 在全球高尔夫界的品牌知名度和认可度不断提升。
2021 年 9 月，CNN Living Golf 在其东京奥运会系列节目中对 HONMA 进行了专题报
导，向观众展示 HONMA 品牌在 60 多年来对高端高尔夫球杆制作工艺的极致追求奉
献。

未来展望
随着各地政府就新冠疫情的相关限制逐步放宽，整体高尔夫行业无论在打球参与度或
产品购买意欲上都获得快速增长。集团预期高尔夫球活动需求殷切，既有新参与高尔
夫运动的球手，也有重投运动的球手，终端消费者及零售商的新订单数量均显著增加。
集团亦预期整体高尔夫行业将逐步适应新常态。
展望未来，集团将继续遵循长期增长战略，凭借 HONMA 的品牌历史、不断扩大的经
销网络、配合创新技术及传统日本工艺，打造引领全球高尔夫生活方式的品牌。面对
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集团将继续以积极行动优化成本，尽力保持流动性及保障雇员
的健康。
集团将继续努力将品牌价值转化为客户忠诚度，其自营店将作为 HONMA 独家品牌体
验接触消费者的枢纽，而第三方零售商的 HONMA 店中店、高尔夫球场店及线上电子
商务平台则带动客户流量。集团在巩固超高端细分市场领导地位的同时，将致力于打
入快速增长的超性能细分市场，进一步提升集团在亚洲本土市场如日本、韩国及中国
的市场份额。同时，集团亦将通过有针对性的产品战略和直面消费者的分销战略，致
力在北美和欧洲市场实现持续增长。产品方面，集团将继续大力发展非球杆产品业务，
为消费者提供全面的高尔夫生活体验，并持续进行产品创新研发以迎合最新市场趋势。
HONMA 董事会主席、总裁兼执行董事刘建国先生表示： “我们留意到近年全球高尔夫
运动参与度以及消费者购买高尔夫产品的兴趣都显著增加。HONMA 的全球团队把握
这一机遇，在大多数市场和所有产品业务中都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尽管挑战依然存在，
尤其是疫情持续影响物流和供应链，且多地呈现通胀压力，但我们坚信集团能克服外
部压力，稳步推进我们的长期增长战略。”
-完关于 HONMA 高尔夫
HONMA 高尔夫成立于一九五九年，是高尔夫行业内最负盛名的标志性品牌之一，是精湛工艺、
追求卓越性能及产品质量无与伦比的代名词，揉合先进创新科技及日本传统工艺，为全球高尔
夫球手提供高端、高技术及性能卓越的高尔夫球杆、高尔夫球、服装及配件。HONMA 高尔夫
的产品于全球约 50 个国家出售，主要在亚洲，亦遍及北美洲、欧洲及其他地区。公司于二零
一六年十月六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股份编号：6858.HK）。作为唯一的垂直整合型高尔
夫公司，HONMA 拥有自主设计、开发及制造能力，于亚洲具有扎实的零售布局，并提供多种
高尔夫球杆及高尔夫相关产品，使 HONMA 高尔夫在亚洲及其他地区享有持续发展的优势。目
前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高尔夫成熟市场得到更多球手重新投身该项运动，而如韩国和中国等
新兴及渗透率不足的高尔夫市场的民众参与度亦持续上升，HONMA 高尔夫将在正面的行业前
景下获益。
如有垂询，请联络哲基杰讯：

裴琳 +852 3103 0118
刘雯莞 +852 3103 0115
honmagolf@citigatedewerogerso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