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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运动品牌鸿星尔克火出圈，有分析称：

国货崛起的大趋势不可逆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张柳静

近日， 国产运动品牌鸿星尔克因低调捐出 5000万元物资支援河南

水灾地区，引来网友“心疼”：“感觉你都要‘倒闭’了还捐了这么多。 ”“宝，

你好糊，我都替你着急，买点营销吧。 ”……一时之间，鸿星尔克霸屏，并

迅速登上了微博热搜。与此同时，其线上旗舰店的销售也极为火爆。 7月

25日，鸿星尔克还在抖音发布了发货及库存告急公告。 而除了鸿星尔克

以外，安踏体育、李宁、特步等国产运动品牌，近期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

关注。 有分析认为，国货崛起的大趋势不可逆转。

鸿星尔克“库存告急”

近段时间， 鸿星尔克因支援河南

灾区一事成为焦点。 记者了解到，由于

传闻鸿星尔克近两年业绩情况不佳，

其捐赠5000万元物资的举动获得了网

友的极高评价，一度登上微博热搜。

记者在鸿星尔克官博看到， 网友

们纷纷留言：“我们要把你买断货，拿

来吧你。 ”“感觉你都要‘倒闭’了还捐

了这么多。 ”“如果今年鸿星尔克财务

报表不是国内运动品牌第一， 在座各

位都有责任。 ”……

最近两日， 鸿星尔克的线上旗舰

店销售极为火爆。 截至7月24日，其淘

宝直播间粉丝量已突破千万， 抖音直

播间销售数据突破了1亿元。

7月25日，鸿星尔克在抖音发布发

货以及库存告急公告称： 大家的热情

与“野性消费”把我们的系统搞“懵”

了，导致订单延迟数据不准，并且我们

现有的发货能力跟不上大家的发货服

务需求， 但是我们将会加急处理并尽

快发货。 要货着急的朋友们请慎重下

单，或者已拍的朋友可以申请退款。

对此，投资人、看懂研究院研究员

程宇向信息时报记者表示， 灾情本来

也是展现企业社会责任的好时机。 鸿

星尔克有担当，值得点赞。 收获网民的

“野性消费”，也是合情合理。“但企业

的长久发展依赖的是科学经营， 遵守

行业规律。 国货崛起当然也需要企业

遵循以上规律，做好、做强自身产品，

用产品实力说话。 ”

公司并没“濒临破产”

记者注意到， 对于鸿星尔克的善

举，有不少网友担心“感觉你们家都要

破产了”，甚至还有网友称“鸿星尔克估

计要倒闭了”。 7月25日，鸿星尔克董事

长吴荣照通过微博澄清破产传言，称虽

然转型很难，但也没有“濒临破产”。

企查查显示，鸿星尔克创立于2000

年，总部位于厦门，是一家集研发、生

产、销售为一体的大型运动服饰企业。

实际上，鸿星尔克也没那么差，甚至还

曾一度辉煌。

2005年11月，鸿星尔克在新加坡主

板上市， 成为内地第一家在海外上市

的国产运动品牌，股票简称“中

国鸿星”。 发行股票1.20亿股，

每股发行价0.40新

币 ， 共募集资金

4800万新币，折合人民币约2亿元。根据

公开资料， 鸿星尔克利用上市所募集

的资金，不仅将产能扩大数倍，还邀请

了香港影星陈小春作为代言人， 那句

“TO BE NO.1” 的广告语也是在那个

时候家喻户晓的。

2007年，鸿星尔克赞助了多项体育

顶级赛事，影响力逐步提升。 然而，由

于快速大规模开店等战略， 此后的鸿

星尔克业绩急转直下。 2010年，迫于业

绩压力， 鸿星尔克开始向渠道压货。

2011年开始，鸿星尔克长期停牌，直到

2020年，才正式退市。

从新加坡股市退市后， 鸿星尔克

的财务数据就没有公开过了。 不过，我

们还可以从其他渠道管窥一二。据2020

年福建省工商联发布的“2020福建省民

营企业100强”， 鸿星尔克位列82名，营

业收入为28.43亿元。

记者查看近三年的上述榜单发

现， 鸿星尔克都是福建省的民营百强

公司，且营业收入都在增长。2018~2020

年， 其营业收入分别为20.34亿

元、22.27亿元、28.43亿元。 同期，

鸿星尔克在上述榜单中的排名分

别为73名、81名以及82名。

不过， 以2020年经营数据来

看， 鸿星尔克的28.43亿元营收，

与安踏355亿元、李宁144亿元、特

步81亿元的营收比起来， 规模确

实小很多。

国产运动品牌齐发力

除了鸿星尔克以外，安踏、特步、

李宁、361 度等国产运动品牌也因向

河南灾区捐款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关

注。 与此同时，东京奥运会正在举行，

安踏、李宁等还将出现在奥运会赛场，

国产运动品牌再次引来关注。

据了解，随着东京奥运会的到来，

体育用品也掀起了“消费热”。 京东日

前发布的报告显示，7 月 22 日、23 日

两天， 国潮运动品牌的整体销售额同

比增长超过 280%。其中，跑步鞋、篮球

鞋、运动裤、T 恤等成为销量最高的品

类，鸿星尔克、安踏、361 度、匹克等国

潮运动品牌销量暴增， 位居销售规模

前列。

从业绩方面来看，安踏、李宁近期

相继发布预增公告，前者预计 2021 年

上半年净利润增加 110%，后者则预计

上半年净赚超 18 亿元， 同比增长约

1.6 倍。

二级市场方面，今年以来，国产运

动服装品牌龙头股价大幅上升。 同花

顺数据显示， 截至 7 月 26 日中午，李

宁 2021 年以来涨幅达 55.16%，安踏体

育 涨 幅 36.21% ， 特 步 国 际 大 涨

187.34%，361 度更是暴涨 217.59%。 6

月 29 日， 安踏体育的市值一度突破

5000 亿港元

（约

647

亿美元 ）

，超越阿

迪达斯的 624 亿美元， 成为全球第二

大运动品牌。

不久前，高盛发布研报称，将李宁

目标价由 70 港元上调至 103 港元，安

踏体育由 180 港元上调至 215 港元，

并预计国产品牌市场份额将上升。 还

有多家机构也纷纷对几家国产运动品

牌上调评级。

艾媒咨询发布的《2021 年中国运

动鞋服行业发展现状与市场调研分析

报告》 显示，2020 年中国运动服装零

售额达到 2523 亿元， 呈现上升趋势；

预计 2021 年全年，中国运动服装零售

额将达到 2696 亿元。 此外，报告还表

示，在各个运动鞋服的消费场景中，国

产品牌皆为消费者的首选。

业内声音

三大因素使鸿星尔克出圈

很多企业都在做公益， 为什么近

日出圈的却是鸿星尔克？ 天罡兴农战

略品牌咨询顾问刘祥林向信息时报记

者表示， 鸿星尔克的这次出圈是一次

堪称标杆型的事件传播， 其中包括三

大关键点：事件是全新的吗？具有突出

的话题吗？ 能否引起情感反应？

在他看来，一家在大众看来“濒临

破产”的企业，在灾难面前捐出了 “半

条命”， 完美地契合了上述三大元素。

灾难是突发事件， 小企业大捐款造成

反差更有话题性， 同时也引起了消费

者的爱国情怀的共鸣。 这种事件是难

以复制的， 三大关键点缺一不可。 此

外，这也考验了一家企业的反

应力和决断力。

不过 ，刘祥林也指出 ，“各

位企业家应冷静看待这次事

件，不要盲目模仿，更不要把品牌的生

存寄托于事件营销之上。 ”没有一家企

业会因为一次成功的事件营销而能永

远被消费者选择。当热度不再之后，企

业依然要面临着一个问题： 对消费者

来说，你有啥不同。

浙商证券研报则称， 鸿星尔克事

件再次验证国潮崛起的长期趋势 ，短

期调整不改国货崛起的大趋势。 国货

崛起的大方向已经不可逆， 任何突发

事件都有可能成为国

产品牌的营销爆点，属

于中国品牌的时代正

在到来。

国产运动品牌李宁的门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