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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进入历史低估值区间，关注中报优异企业 

商业贸易行业周报 

投资要点： 

 投资机会推荐： 

从行业维度来看，目前零售行业已进入历史低估值区间，目前中信零售行

业指数市盈率为22.99，已进入2012年、2013年低估值区间，市净率更是

仅有1.62突破行业新低。目前零售行业已出现两份行业中报预告修正公告，

苏宁易购修正H1归母净利润为59.62亿元至60.62亿元，同比增长

1945.39%至1979.70%，若扣除出售阿里股票带来的56.01亿元净利润则归

母净利润在3.61至4.61之间，同比增长24.05%至58.42%；红旗连锁上半年

归母净利1.33至1.56亿元，同比增长35-58%。从已披露公司情况来看，零

售行业优质公司或将凭借其稳定的开店布局维持较高增长。本周我们建议

继续长期关注零售龙头苏宁易购（002024.SZ）、永辉超市（601933.SH）

以及茂业商业（600828.SH）等。 

 行业重要新闻回顾： 

经营便利店需要慢功夫主要靠这四点取胜；再谈便利店的“慢功夫”：我

们还有五大改进空间；郑州郑东商业中心继续东移多个商业项目落户东站；

为什么京东和无印良品的合作如此重要；中商罗森首进合肥截止8时五店累

计销售突破40万等 

 行情跟踪： 

中信零售指数从七月初以来持续震荡下跌，跌幅5.23%至4338.12，本月振

幅达到7.10%。分行业来看，超市跌幅5.23%，黑电跌幅4.81%。 

 风险提示： 

消费不及预期的风险，行业增速不及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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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行业进入历史低估值区间，关注中报优异企业 

从行业维度来看，目前零售行业已进入历史低估值区间，目前中信零售行业指数

市盈率为 22.99，已进入 2012 年、2013 年低估值区间，市净率更是仅有 1.62 突破

行业新低。目前零售行业已出现两份行业中报预告修正公告，苏宁易购修正 H1 归母

净利润为 59.62 亿元至 60.62 亿元，同比增长 1945.39%至 1979.70%，若扣除出售

阿里股票带来的 56.01亿元净利润则归母净利润在3.61至4.61之间，同比增长 24.05%

至 58.42%；红旗连锁上半年归母净利 1.33 至 1.56 亿元，同比增长 35-58%。从已

披露公司情况来看，零售行业优质公司或将凭借其稳定的开店布局维持较高增长。 

图表 1：行业市盈率已回归 2012/13 年水平  图表 2：行业市净率已破新低 

 

 

 

来源：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国联证券研究所 

 

本周我们建议继续长期关注零售龙头苏宁易购（002024.SZ）、永辉超市

（601933.SH）以及茂业商业（600828.SH）等。 

1） 苏宁易购（002024.SZ）：2018 年一季度公司互联网平台商品丰富度增加，

用户活跃度、复购率稳步提升，预计商品销售规模同比增长超过 40%，一季度预计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为10,000万元-15,000万元，同比增长27.79%-91.69%。

苏宁易购正以整合了娱乐与售后的会员服务来确立自己的独特定位，在国内大型电商

平台的激烈竞争中寻找到自己的竞争优势，我们因此预期公司正走向正常盈利，基于

境外市场对成长性电商巨头的市销率估值体系及公司多项股权投资的潜在价值，我们

预测公司的目标市值较当前市值有 30%左右的上升空间，予以推荐评级。 

2）永辉超市（601933.SH）：由于目前公司已形成规模优势和品牌优势，公司

租金收入以及对供应商提供的服务高速增长，导致公司服务业分项收入同比增长

47.15%，而服务业的高毛利率（86.48%）带动了公司整体毛利率提升 0.65pct 至

20.84%。从期间费用来看，由于房租增长低于营收增长以及赛马制对薪酬产生的正

向影响，公司销售费用率减少 0.13pct 至 14.42%，而管理费用率由于公司为吸引高

端人才将职能部门整体搬迁至上海增长 0.42pct 至 3.04%。 

红转绿在提高公司经营效率的同时，也使得单店坪效提高。2017 年红标店店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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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效 1038 元/㎡，而绿标店则为 1157 元/㎡。从坪效增速来看，绿标店坪效同比增长

3.5%，而红标仅为 1.5%。我们认为随着红转绿的持续进行，公司平均坪效或将继续

提升，经营效率也将进一步提高。 

云创不仅为公司拓宽了门店网络（永辉生活、超级物种），同时也通过 APP、微

信等多种方式增加了客户粘性。我们认为，随着云创项目持续发力，公司将在建立完

善供应链网络的基础上，以红绿标店为中心，形成层次化、广覆盖的超市零售网络，

这或将成为公司增长的新动能。 

我们预计公司 2018-2020 年 EPS 为 0.23、0.29、0.36 元，维持推荐评级。 

3）茂业商业（600828.SH）：2017 年公司营收 117.61 亿元，同比增长 24.92%；

扣非净利润 7.81 亿元，同比增长 72.97%。由于公司积极进行购物中心化改造，使得

公司在直营以及租赁上的比例提高，导致公司毛利率提高近 2%至 28.10%。同时由

于公司较好的控制期间费用率（期间费用率 15.70%同比降低 0.66%），导致净利率

增加 3.17%至 9.24%。公司仍将通过并购集团下属优质商贸资产以及地方优质资产

来驱动公司增长。2018 年公司已经通过并购旗下重庆茂业将经营区域扩张至重庆。

公司将继续坚持外延式拓展，通过吸收合并地域龙头实现品牌优势与地域优势的互补，

提升占有率。我们预测公司 2018-2020 年 EPS 为 0.65、0.70、0.73 元，首次覆盖

给予推荐评级。 

 

图表 3：本周零售组合 

代码 名称 P/E 月涨幅 年涨幅 

002024 苏宁易购 27.9 -8.95% 4.31% 

601933 永辉超市 37.4 -20.66% -28.35% 

600828 茂业商业 7.6 -15.56% -18.55%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二、本周行业重要新闻回顾 

 

1.经营便利店需要慢功夫主要靠这四点取胜 

便利店主要是满足即食消费需求的商店，早餐、中餐、宵夜，都可以到便利店。

在便利店出现以前，人们把饮食分为家里吃（内食）与饭店吃（外食）。便利店是一

次“饮食革命”，诞生了“中食”，界于外食与内食之间，便捷、卫生、营养的饮食。

如中国台湾，便利店起步时期与传统的饮食店竞争，后来则与洋快餐竞争，都具有划

时代的意义。 

在科技发达、资本充裕、心气高涨的今天，包括便利店、生鲜超市在内的很多新

零售项目的发展，其实并没有比过去发展得更快。但从前的零售人更注重零售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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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包括门店绩效与总部绩效。 

 

2.再谈便利店的“慢功夫”：我们还有五大改进空间 

便利店的远见力包括：展店能力、营运营销能力、组织供应链能力（同盟能力）、

快速移动能力（物流配送中心不能太大，关键是要快，因为快才会鲜，而鲜是便利店

的特点）、新事业发展能力（如开发处女市场）、加盟推广能力、危机管理能力、运用

信息的能力。 

便利店的执行力包括：迅速开店的能力、门店卡式管理能力（简单标准化的复制

能力）、物流配送的复合能力（便利店没有必要什么都做，关键看你是不是能够有效

地利用社会资源）、操作 POS 设备的系统化工作能力等。 

培育便利店的慢功夫，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企业必须辨别现有的竞争

能力。第一，是否稳定？第二，能否给顾客创造利益？第三，能不能商业化？第四，

是否具有延伸性？第五，有没有差异化吗？（2）要拟订取得相应的计划，培养核心

竞争力，布置核心竞争力，保卫核心竞争力的领先地位；（3）要保持核心竞争力与权

力结构一致，否则，核心竞争力会被个别部门的强势淹没，所以要防止整体组织被局

部单位改变；（4）总经理必须选出核心竞争力；（5）要防止核心人才的流失导致核

心技术的流失；（6）培养核心竞争力的办法有自然演化、有组织地孵化、联合购并等，

公司可以通过购并买另一个拥有它想要的技术能力的公司。便利店的核心竞争力的形

成是需要培育的，总经理要有这样的意识，并且要有无限的坚持力、忍耐力和承受力。 

 

3.郑州郑东商业中心继续东移多个商业项目落户东站 

近日，就在宝能投资千亿打造郑州新地标、华润计划自带商业进驻东站东广场后，

新田 360 位于绿地新都会的郑州第二家店面也宣布于 8 月底面世，从商务聚集到商

业迸发，郑州高铁片区的发展有了大跨步，这似乎也预示着郑东商业中心继续东移，

高铁商圈呼之欲出。 

此次新田 360 与绿地集团的合作，被业界看作一次“强强联姻”。 

从交通位置来说，该项目位于中央商务区和高铁商务区交会处，距郑州东站不到

一公里，位于金水东路主干道北侧，附近有地铁 1 号线、5 号线和 8 号线，交通十分

畅达。 

以其所在区域附近来看，省市 60 多家企事业单位分布在金水东路上，多家商务

地标建筑环绕，与之相邻的高端住宅或酒店也为该项目圈定了一大批中高端客层。 

年轻的招商团队也为绿地新都会·新田 360 广场注入新鲜血液。目前，该项目

一期引进了河南首家拥有 51 个包厢的台北纯 K、世嘉美式健身金标店，以及全球知

名品牌主力店；热风、尚品宅配等国内外热捧潮流品牌；眷茶、许留山等休闲餐饮；

柴门饭儿、豆捞坊等多种美食名店；美吉姆、乐米乐园等儿童游乐、教育品牌。 

多品类、多业态的商业综合体入驻高铁片区，对于该区域的商业发展是一次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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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尝试。而量变最终能否引起质变，打破高铁片区的商业桎梏，有待消费者的检验。 

 

4.坪效 40 万，新华百货如何将化妆品打造成第一品类？ 

对于新华百货来说，在化妆品尖刀品类的打造上，主观能动性已得到了最大化发

挥，但依然面临经营面积受限的掣肘。不过这一痛点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治愈”。据

悉，新华百货（总店）已提出扩建计划。待扩建完成之后，该店一层的经营面积将扩

大至少 50%，化妆品品牌丰富度还将进一步提升。 

 

5.王府井多元化发展首家王府井首航超市将落地河北燕郊 

王府井首航超市首店将落户河北燕郊，在扎根北京市场的基础上，意在抢占津冀

市场。王府井首航超市有限公司日前宣布，已正式与河北三河燕郊泰达广场签订入驻

合约。 

这是王府井百货和首航超市战略合作后在河北开出的第一家门店，也是“王府井

首航”这个超市品牌在全国开出的第一家独立门店。 

近年来，通过不断调整发展战略，王府井集团多次尝试走出北京市场，但仅就津

冀市场来说仍是影响有限。在业内人士看来，加强超市业务的发展，丰富企业产品线，

是王府井集团做大做强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6.为什么京东和无印良品的合作如此重要？ 

MUJI 在全球有 800 家门店，所以与京东的无界零售合作，肯定不会局限于中国

市场。 

MUJI 选定京东，恰恰是看上了京东无界零售的前期经验，京东对平台与技术的

整合能力以及对传统零售企业的改造经验可以借鉴到与京东的无界零售全球化合作

中。比如京东的 7FRESH，作为“超市+餐饮复合商业体模式”，在选址、目标用户

群等方面与 MUJI 无印良品较为契合，而且 7FRESH 得益于京东在供应链、无人技

术等领域的优势，有着更好的店铺运营效率。 

因此，MUJI 无印良品希望能够借助京东大数据，AR／VR 技术、无人超市、智

慧物流、线上线下融合能力对其在全球的线下店铺进行无界零售改造，加速线上线下

的融合，进而扩展在中国以及国际的市场。 

 

7.京东物流联手联合利华下乡开放仓储网络 

目前，联合利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一二线城市已形成稳定市场，但受限

于乡镇市场的物流短板，难以在三四五六线城市及偏远地区树立品牌影响力。相关数

据显示，2018 年，中国化妆品市场预计将达到 8000 亿元，伴随着乡镇消费者购买

力的提升，“90 后”习惯于线上购买日化商品。为迎合市场需求的走向，联合利华将

借助已经覆盖乡镇市场和偏远地区的京东仓储物流网络，布局新兴市场进行渠道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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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京东物流大件网络和中小件网络实现了内地行政区县 100%覆盖。京东

在线上渠道的优势和日化行业大数据、营销、供应链管理的资源需求吻合。双方合作

后，京东物流对联合利华在除一二线城市之外的新兴市场将起到拉动作用。 

  

8.中商罗森首进合肥截止 8 时五店累计销售突破 40 万 

7 月 5 日，中商罗森便利首批五家门店正式亮相合肥。 

作为安徽首家外资品牌便利店，自首次宣布入皖以来便一直备受关注。经过两月

紧锣密鼓的筹备，首批高标准严要求的五家门店如约而至。虽然天降大雨，但顾客们

早早的在店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等待开业，现场人潮鼎沸，甚是火爆。 

截止晚上 8 时，新开业的五家门店销售额突破 40 万元，其中甜品在中午前全部

售罄，明日将会加量。 

据悉，中商罗森第二批门店预计于两个月后开业，其中两家门店选址已然确定，

分别是：位于合肥市庐阳区花园街的市府广场店和位于合肥市政务区潜山路保利 mall

购物中心的新地中心店。 

与此同时，二批拟开业的店铺中，还将推出备受年轻人喜爱的 IP 主题店。 

 

三、行情跟踪 

3.1 行情判断 

中信零售指数从七月初以来持续震荡下跌，跌幅 5.23%至 4338.12，本月振幅达

到 7.10%。分行业来看，超市跌幅 5.23%，黑电跌幅 4.81%。 

图表 4：零售指数与沪深 300 对比  图表 5：零售指数与上证 50 对比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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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本周零售行业涨跌幅 

涨幅前十名 跌幅前十名 

代码 简称 涨幅（%） 代码 简称 涨幅（%） 

600241 时代万恒 5.64% 000587 金洲慈航 -25.60% 

002697 红旗连锁 3.72% 600682 南京新百 -17.38% 

600280 中央商场 2.41% 002419 天虹股份 -14.38% 

600826 兰生股份 1.69% 600785 新华百货 -13.97% 

600735 新华锦 1.05% 600250 南纺股份 -12.38% 

000560 我爱我家 0.88% 002127 南极电商 -11.50% 

002731 萃华珠宝 0.48% 000632 三木集团 -11.40% 

000626 远大控股 0.14% 000501 鄂武商 A -11.23% 

600811 东方集团 0.00% 002336 人人乐 -9.78% 

600086 东方金钰 0.00% 600859 王府井 -9.17%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3.2 本周覆盖股票涨跌幅 

 

图表 7：本周覆盖股票涨跌幅 

代码 名称 P/E 月涨幅 年涨幅 

002024 苏宁易购 27.9 -8.95% 4.31% 

601933 永辉超市 37.4 -20.66% -28.35% 

600828 茂业商业 7.6 -15.56% -18.55% 

600280 中央商场 44.2 2.41% 13.47% 

600859 王府井 12.8 -13.61% -3.88% 

002419 天虹股份 18.9 -11.57% 25.77%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四、风险提示 

1）消费不及预期的风险； 

2）行业增速不及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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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建议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联系。 

 

投资评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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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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