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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公司基本状况 

 

投资要点 
 上周市场表现：商贸零售（中信）指数下降 1.10%，跑输沪深 300指数 3.08

个百分点。年初至今，商贸零售板块上涨 2.30%，跑输沪深 300 指数 5.56
个百分点。子板块方面，超市指数下降 1.31%，连锁指数下降 0.75%，百
货指数下降 1.46%，贸易指数下降 0.75%。相对于本周沪深 300 上涨 1.98%，
中小板指涨幅 1.20%而言，商贸零售板块整体表现较差。商贸零售子版块
公司涨跌幅前五名。涨幅排名前五名为武汉中商、ST成城、南极电商、跨
境通、兰州民百分别上涨 18.08%、17.73%、6.58%、5.25%、4.07%。跌幅
排名前五位分别为中央商场、爱施德、*ST商城、弘业股份、三联商社分
别下跌 19.16%、15.93%、15.46%、14.70%、11.93%。 

 本周重点推荐公司：苏宁易购：公司家电零售已形成宽阔护城河，全渠道
多业态精耕智慧零售生态圈，开启规模发展新篇章，维持“买入”评级。
苏宁经营基本面向好，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提升，当前处于历史估值底部，
存在较大的估值修复空间。苏宁全渠道多业态经营模式规模效应逐步凸显：
（1）线下围绕“两大、两小、多专”的产品业态推进网络布局，全方位把
握各层级市场的消费机会；线下盈利能力回升，为公司提供充足而稳定的
收入来源。（2）线上将强化传统带电产品优势，加大开放平台商家引进力
度，借助阿里资源优势，把握社交流量红利，预计线上仍将保持中高速增
长，未来服务收入将进一步提升。（3）持续输出供应链服务能力，丰富仓
储物流资源，推动社会化物流收入放量增长。苏宁金融持续聚焦核心业务，
精耕生态圈金融需求;战略募集资金已到位，为业务发展提供有力支持。预
计公司 2018-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2460.70/3123.27/3826.38 亿元，实现
归母净利润 129.37/19.72/31.91 亿元。 

新宝股份：四季度营收持续回升，公司盈利稳健增长，看好公司的业绩增
长和长期投资价值，维持“买入”评级。公司发展思路清晰：外销业务基
础深厚，随着品类的调整稳健增长；国内发展自有品牌，避免与海外客户
产生正面交锋的同时布局品牌和渠道，逐步实现代工厂转型升级。公司业
务主要分为外销和内销：1）外销以 ODM为主，公司在出口市场占比较高，
能够满足客户一站式采购需求。在维持厨房小家电订单较为稳定增长的同
时，公司推出家居/个人护理新产品，有望在未来三年有效提升外销产品结
构和溢价空间。2）内销业务多半为自有品牌，少部分为贴牌加工，目前东
菱销量已经平稳较快增长，预计 2018-20年同比增速 23%/21%/20%；摩飞
品牌 2017年在网络曝光度较高，2017年翻番式增长，预计在 18年仍将维
持中高速增长。2018 年公司开始尝试与其他渠道企业合资发展品牌，预计
2018-20年贡献收入约为 1/5/9 亿元。预计 2018-20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
为 84.43/95.67/107.62 亿元，同比增速为 2.68%/13.32%/12.49%。预计公
司 2018-20年分别实现净利润 5.06/6.35/8.16 亿元。 

南极电商：我们认为，高性价比/高频消费品将成为大众消费的主流，南极
电商在品牌、品类、渠道三个方向持续拓展，品牌价值有望升华。公司盈
利能力稳健，未来成长性较好，维持“买入”评级。电商环境马太效应显
著，在现有品牌影响力和店铺、流量等资源优势下，南极电商市场份额有
望持续提升，购买转化率和复购率或将持续优化，销售规模和服务收入保
持稳健增长。当前新品类拓展让利供应商、收入确认差异等对服务变现率
造成的不利影响将随着品牌发展、规模提升而逐步弱化，恢复到稳定水平。
预计 2018-2020 年，南极电商授权产品 GMV 分别为 199.51/301.94/439.67
亿元，同比增长 60.86%/51.34%/45.62%；实现营业收入 29.91/42.87/59.
79 亿元，对应增速为 203.37%/43.35%/39.46%；实现归母净利润 8.55/12.
03/16.32 亿元，同比增长 60.07%/40.66%/35.66%。时间互联业务与核心业
务存在一定差异性，采用分部估值的方法更为合理。假设时间互联超额完
成业绩承诺，拆分 2019年南极电商净利润为核心业务 10.53 亿元、时间互
联业务 1.50 亿元。考虑公司历史估值情况，当前估值处于历史低位，给予
南极电商核心业务 25倍 PE，估值为 263.25 亿元，给予时间互联业务 10
倍 PE，估值为 15亿元，预计 2019年公司加总估值为 278.25 亿元，维持
“买入”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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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悦：供应链优势渐显，拓展西部区域步入加速扩张期，维持“买入”
评级。公司深耕生鲜行业多年，供应链优势逐渐凸显，目前公司外延拓展
鲁西区域，同时提升胶东地区渗透率，步入加速扩张期。作为山东省超市
龙头企业，受益于未来省内本土超市行业整合，有望率先跑出，市占率有
望进一步提高，业绩增长的确定性较高。参考国内外超市企业的历史估值，
给予公司 2018年 31XPE，预计 2018-2020年公司实现营收约 126.9/147.1
/168.8 亿元，同比增长 12%/15.9%/14.8%。实现净利润约 4.1/5.0/5.8 亿
元，同比增长 30.2%/22.8%/16.5%。摊薄每股收益 0.86/1.06/1.24 元。当
前市值对应 2018-2020 年 PE 约为 25/20/17 倍。考虑公司强劲的内生增长
动力以及外部市场空间，分别给予 2018 年 31XPE，维持“买入”评级。 

永辉超市：生态体系渐成，云创出表后以更清晰的业务布局发力新零售，
维持“增持”评级。公司是本土商超中率先具备跨区域扩张能力的龙头企
业，受益于国内超市行业整合提速，强者恒强。公司深耕超市行业多年，
供应链优势明显，合伙人+赛马制打造开放高效的企业管理，股权激励计划
进一步释放经营活力。组织架构变革，云创出表独立运作减少公司利润端
压力，全新业务布局聚力“新零售”。此前负责新业态孵化和 B2B模块的
云创和云商出表独立运作，减轻了公司的利润端的压力，同时主业重新聚
焦云超：两大集群合并后下设大供应链事业部和大科技事业部，整合原本
分散的业务模块，搭建供应链运营和大数据科技中心，更有效地发挥规模
效应。同时新零售也将在云超全面展开：试点 mini 店深入社区；推动永辉
生活 APP 的开发；“卫星仓”、“店仓合一”等模式推动到家业务发展。
此番组织架构的调整有望给永辉带来新一轮快速发展周期。预计 2018-202
0 年公司实现营收 695.94/793.98/903.86 亿元，同比增长 18.78%/14.09%
/13.84%。实现净利润约 18.13/20.68/27.96 亿元，同比增长-0.21%/14.0
5%/35.25%。摊薄每股收益 0.19/0.22/0.29 元。当前市值对应 2018-2020
年 PE 约为 42/36/27 倍。维持“增持”评级。 

 周度核心观点：年货消费升级趋势明显，春节零售与餐饮消费预计超万亿
元。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1-2018 年我国春节黄金周（除夕-正月初六）
消费总额增速从峰值的 19%下滑至 10.2%，2018年已实现 9,260 亿元，2019
年春节零售与餐饮消费总额预计超过 1 万亿元。消费总量扩张的原因主要
为：（1）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2）消费升级趋势下，年货结构发生改
变，水产海鲜、水果、乳制品、坚果等单价更高的产品有力拉升消费；（3）
年夜饭外包、外卖等服务性消费支出增加。根据《联商网》获取的各家线
上企业年货节数据，2019年货消费呈现出以下四个特征： 

女装等服饰品类仍是销量冠军。年货节期间，拼多多女装成为品类销量冠
军，在新疆、西藏、青海、云南、甘肃、贵州等西部地区，女装、男装、
童装消费名列销量前三。唯品会年货节期间销量前五为面膜、护肤套装、
女士羽绒服、女靴和女士大衣，美妆和服饰消费成为主流。 

坚果为代表的休闲零食销量领先。京东公布的数据显示，休闲食品类目连
续两年成为年货销量冠军；京东到家的年货销售榜单中，零食销量也位列
第三。拼多多的数据显示，零食坚果、蔬果海鲜等类目成为仅次于女装的
消费主力。唯品会年货节期间，坚果销量较平时上涨近 300%，大受欢迎。 

90 后消费能力提升。唯品会公布的数据显示，90 后在年货节中的消费量增
幅近 20%，在家居家具、休闲食品等类目增幅均超过 70、80后，年轻人的
年货消费逐渐向家庭倾斜。京东到家的数据显示，90 后消费占比约 10%，
消费金额年同比增长 37%，其中 90后女性购买年货的需求显著增加。 

宠物经济高速增长。2019 年 1 月 1 日至 15 日，天猫宠物粮食销售同比增
长 106%，动物药品增长 66%，宠物服饰增长 38%。京东数据显示，2019 年
货销量同比增长最快的三个品类为海鲜水产、营养健康和宠物零食，其中
宠物零食涨幅达 93%。在宠物数量日渐庞大的驱使下，宠物经济有望保持
高速增长。 

 

苏宁成立家电集团，市场影响力有望进一步提升。家电消费新政策出台后，
苏宁整合成立家电集团，集团融合商品规划、供应链管理、双线运营、市
场、服务等统一职能，旗下各家电品类独立公司重点负责商品采贩、招商
运营、促销策划等基础商品经营工作，实现精细化运营，提升商品经营专
业度。同时，苏宁以大润发联营店和零售云加盟店开拓 KA 渠道和县镇级市
场，多维度进行市场扩张，已实现家电销售渠道全覆盖。近一个月来，苏
宁与海尔（200 亿）、海信（128亿）、美的（300 亿+）、TCL、康佳、三
星、小米、创维、长虹等各大家电头部品牌签订 2019年战略大单，市场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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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有望进一步增加。 

 数据更新：永辉超市门店更新，永辉超市 2018Q3 财报数据显示：截止 2018
年 9 月已开业门店 1124 家，已签约门店 191 家，2018Q3 永辉新开绿标店
25 家、永辉生活店 137 家、超级物种 10 家。 家家悦门店更新，截止 2018
年 9 月，家家悦已开业门店 719 家，已签约门店 20 家。2018Q3 家家悦新
开门店 26家。 

 本周投资组合：苏宁易购、新宝股份、家家悦、永辉超市、南极电商。建
议重点关注步步高、中百集团等；产品型零售企业关注开润股份、飞科电
器；百货重点关注王府井、重庆百货、天虹股份、银座股份等；海外建议
关注唯品会、阿里巴巴等。 

 风险提示：1）板块高弹性下市场系统性风险；2）全渠道融合不及预期；3）
管理层对转型未达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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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板块一周行情回顾 

周度市场以及子板块表现比较 

 上周商贸零售子板块表现情况：商贸零售（中信）指数下降 1.10%，跑输沪

深 300指数 3.08个百分点。年初至今，商贸零售板块上涨 2.30%，跑输沪

深 300指数 5.56个百分点。子板块方面，超市指数下降 1.31%，连锁指数

下降 0.75%，百货指数下降 1.46%，贸易指数下降 0.75%。相对于本周沪深

300上涨 1.98%，中小板指涨幅 1.20%而言，商贸零售板块整体表现较差。 

图表 1：零售行业涨跌幅情况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2：行业各子板块涨跌幅情况表现 

 
来源：WIND 中泰证券研究所 

 

 子板块相对收益及 PE 表现：板块估值方面，截至周五（2月 1日）收盘，

贸易、百货、连锁、超市四大子板块 PE（TTM）分别为 14 倍、16 倍、13倍

和 39 倍，较上周略有下降。 

图表 3：贸易板块相对收益及 PE（TTM）情况  图表 4：百货板块相对收益及 PE（TTM）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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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 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 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5：连锁板块相对收益及 PE（TTM）情况  图表 6：超市板块相对收益及 PE（TTM）情况 

 

 

 

来源：WIND 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 中泰证券研究所 

 

零售行业重点公司市场表现 

 商贸零售子版块公司涨跌幅前五名。涨幅排名前五名为武汉中商、ST成城、

南极电商、跨境通、兰州民百分别上涨 18.08%、17.73%、6.58%、5.25%、4.

07%。跌幅排名前五位分别为中央商场、爱施德、*ST商城、弘业股份、三

联商社分别下跌 19.16%、15.93%、15.46%、14.70%、11.93%。 

图表 7：本周板块上市公司涨幅前五名表现  图表 8：本周板块上市公司跌幅前五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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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重点公司公告及下周大事提醒： 

 【潮宏基】关于回购期满暨回购方案实施完毕的公告：回购股份实施情况：

公司自 2018年 8月 9 日首次实施股份回购至 2019年 1月 26日股份回购

完毕期间，累计通过公司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

回购股份数量 16,9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7%，最高成交价为 6.95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4.42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100,553,617元（不

含交易费用）。 

 

 【新宝股份】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公告：广东新宝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菱集团”）通知，东菱集团前次质押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到期前办理

了质押延期购回手续，具体事项如下：2018年 2月 9日，东菱集团将其

所持有的新宝股份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6,000,000股,以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的方式质押给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初

始交易日为 2018年 2 月 9日，购回交易日为 2019 年 2月 7日。（详见公

司于 2018年 2月 12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13）。东菱

集团因融资需要，于 2019年 1月 25日与东莞证券办理了上述股份质押的

延期购回相关手续，将购回交易日延至 2020年 2月 7日。东菱集团本次

办理的股份质押延期购回，不会改变其持有、质押本公司股份 的数量。

东菱集团质押的股份目前无平仓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上述股份

质押延期购回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东菱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 345,139,8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3.06%，其

中累计被质押的股份数量为 92,500,000股, 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6.80%，占公司总股本的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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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极电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南极

电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近日接到公司实际

控制人张玉祥先生的通知，获悉张玉祥先生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的部分股

份解除质押、质押，具体情况如下：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

张玉祥先生将其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的部分本公司股份 17,400,000股（占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66%，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71%）解除了质押，并已于 2019 年 1月 30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解除质押登记手续。2、

张玉祥先生将其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的部分本公司股份 80,550,000 股（占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12.30%，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28%）解除了质押，并已于 2019 年 1月 30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解除质押登记手续。3、

张玉祥先生将其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的部分本公司股份 22,125,000股（占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3.38%，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90%）解除了质押，并已于 2019 年 1月 30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图表 9：下周公司大事提醒 

 

来源：WIND  中泰证券研究所 

 

行业前瞻及投资组合： 

月度配置观点以及标的公司： 

 从市场调研情况来看，消费整体呈现区域结构化的弱复苏，或将推动零售

板块结构性配置机会；零售板块经过近 5年的调整，预计未来板块将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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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分化态势，部分具备供应链优势及激励机制充分的标的或将脱颖而

出。新零售蓬勃发展，电商巨头抢占线下资源加速，主要集中在超市板块

格局已初步成型。建议重点配置龙头标的苏宁易购、新宝股份和家家悦。 

投资组合： 

图表 10：本周重点推荐股票及看点 

 

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 

 

 苏宁易购：公司家电零售已形成宽阔护城河，全渠道多业态精耕智慧零售

生态圈，开启规模发展新篇章，维持“买入”评级。苏宁经营基本面向好，

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提升，当前处于历史估值底部，存在较大的估值修复

空间。苏宁全渠道多业态经营模式规模效应逐步凸显：（1）线下围绕“两

大、两小、多专”的产品业态推进网络布局，全方位把握各层级市场的消

费机会；线下盈利能力回升，为公司提供充足而稳定的收入来源。（2）

线上将强化传统带电产品优势，加大开放平台商家引进力度，借助阿里资

源优势，把握社交流量红利，预计线上仍将保持中高速增长，未来服务收

入将进一步提升。（3）持续输出供应链服务能力，丰富仓储物流资源，

推动社会化物流收入放量增长。苏宁金融持续聚焦核心业务，精耕生态圈

金融需求;战略募集资金已到位，为业务发展提供有力支持。预计公司

2018-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2460.70/3123.27/3826.38 亿元，实现归母净

利润 129.37/19.72/31.91亿元。 

 新宝股份：四季度营收持续回升，公司盈利稳健增长，看好公司的业绩增

长和长期投资价值，维持“买入”评级。公司发展思路清晰：外销业务基

础深厚，随着品类的调整稳健增长；国内发展自有品牌，避免与海外客户

产生正面交锋的同时布局品牌和渠道，逐步实现代工厂转型升级。公司业

务主要分为外销和内销：1）外销以 ODM为主，公司在出口市场占比较高，

能够满足客户一站式采购需求。在维持厨房小家电订单较为稳定增长的同

时，公司推出家居/个人护理新产品，有望在未来三年有效提升外销产品

结构和溢价空间。2）内销业务多半为自有品牌，少部分为贴牌加工，目

前东菱销量已经平稳较快增长，预计 2018-20年同比增速 23%/21%/20%；

摩飞品牌 2017年在网络曝光度较高，2017年翻番式增长，预计在 18年

仍将维持中高速增长。2018年公司开始尝试与其他渠道企业合资发展品

牌，预计 2018-20年贡献收入约为 1/5/9亿元。预计 2018-20年公司营业

收入分别为 84.43/95.67/107.62 亿元，同比增速为 2.68%/13.32%/12.49%。

预计公司 2018-20年分别实现净利润 5.06/6.35/8.16亿元。 

 南极电商：我们认为，高性价比/高频消费品将成为大众消费的主流，南

极电商在品牌、品类、渠道三个方向持续拓展，品牌价值有望升华。公司

盈利能力稳健，未来成长性较好，维持“买入”评级。电商环境马太效应

显著，在现有品牌影响力和店铺、流量等资源优势下，南极电商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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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持续提升，购买转化率和复购率或将持续优化，销售规模和服务收入

保持稳健增长。当前新品类拓展让利供应商、收入确认差异等对服务变现

率造成的不利影响将随着品牌发展、规模提升而逐步弱化，恢复到稳定水

平。预计 2018-2020年，南极电商授权产品 GMV分别为

199.51/301.94/439.67亿元，同比增长 60.86%/51.34%/45.62%；实现营

业收入 29.91/42.87/59.79 亿元，对应增速为 203.37%/43.35%/39.46%；

实现归母净利润 8.55/12.03/16.32亿元，同比增长

60.07%/40.66%/35.66%。时间互联业务与核心业务存在一定差异性，采用

分部估值的方法更为合理。假设时间互联超额完成业绩承诺，拆分 2019

年南极电商净利润为核心业务 10.53亿元、时间互联业务 1.50亿元。考

虑公司历史估值情况，当前估值处于历史低位，给予南极电商核心业务

25倍 PE，估值为 263.25亿元，给予时间互联业务 10倍 PE，估值为 15

亿元，预计 2019年公司加总估值为 278.25亿元，维持“买入”评级。 

 家家悦：供应链优势渐显，拓展西部区域步入加速扩张期，维持“买入”

评级。公司深耕生鲜行业多年，供应链优势逐渐凸显，目前公司外延拓展

鲁西区域，同时提升胶东地区渗透率，步入加速扩张期。作为山东省超市

龙头企业，受益于未来省内本土超市行业整合，有望率先跑出，市占率有

望进一步提高，业绩增长的确定性较高。参考国内外超市企业的历史估值，

给予公司 2018年 31XPE，预计 2018-2020年公司实现营收约

126.9/147.1/168.8亿元，同比增长 12%/15.9%/14.8%。实现净利润约

4.1/5.0/5.8亿元，同比增长 30.2%/22.8%/16.5%。摊薄每股收益

0.86/1.06/1.24元。当前市值对应 2018-2020年 PE约为 25/20/17倍。

考虑公司强劲的内生增长动力以及外部市场空间，分别给予 2018年 31XPE，

维持“买入”评级。 

 永辉超市：生态体系渐成，云创出表后以更清晰的业务布局发力新零售，

维持“增持”评级。公司是本土商超中率先具备跨区域扩张能力的龙头企

业，受益于国内超市行业整合提速，强者恒强。公司深耕超市行业多年，

供应链优势明显，合伙人+赛马制打造开放高效的企业管理，股权激励计

划进一步释放经营活力。组织架构变革，云创出表独立运作减少公司利润

端压力，全新业务布局聚力“新零售”。此前负责新业态孵化和 B2B模块

的云创和云商出表独立运作，减轻了公司的利润端的压力，同时主业重新

聚焦云超：两大集群合并后下设大供应链事业部和大科技事业部，整合原

本分散的业务模块，搭建供应链运营和大数据科技中心，更有效地发挥规

模效应。同时新零售也将在云超全面展开：试点 mini店深入社区；推动

永辉生活 APP的开发；“卫星仓”、“店仓合一”等模式推动到家业务发

展。此番组织架构的调整有望给永辉带来新一轮快速发展周期。预计

2018-2020年公司实现营收 695.94/793.98/903.86亿元，同比增长 

18.78%/14.09%/13.84%。实现净利润约 18.13/20.68/27.96 亿元，同比增

长-0.21%/14.05%/35.25%。摊薄每股收益 0.19/0.22/0.29 元。当前市值

对应 2018-2020年 PE 约为 42/36/27倍。维持“增持”评级。 

 

公司及行业资讯 

新零售动态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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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多多启动超 10 亿美元新融资 2018年 GMV达 4716亿】北京时间 2

月 6日早间，中国新电商平台拼多多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网站

更新招股书，披露 2018财年部分运营数据以及后续发行（Follow-On 

Offering）计划。此次后续发行股票由两部分组成，其中拼多多拟公开

发售 37,038,000股美国存托凭证（“ADS”），此外以公司早期投资人

为主的原持股股东拟发售 14,815,000股 ADS。同时，承销商有权在 30

天内向公司及限售股东额外购买最高累计 7,777,950 股 ADS。拼多多创

始团队、管理层及员工将继续履行此前“三年锁定”承诺，不在此次售

股名单。拼多多招股书预计，扣除发行费用，本次新股发行所得款项净

额超过 10亿美元。募资所得将主要投入涉及“农产品上行”与“新品牌

计划”等新商业基础设施，部分技术研发项目，以及潜在的战略投资和

收购。本次后续发行的新股拟于 2月 8日完成最终定价并上市交易，发

行完成后预计将会有效增加公众持股量，利于更多投资者参与。高盛，

摩根士丹利，美银美林，中金，华兴将担任此次后续发行的主要承销商

和联席账簿管理人。北京时间 2月 5日，拼多多盘中创下 31.18元的历

史新高，最终次日收于 30.33元，市值 336亿美金。IPO至今，拼多多

股价上涨超过 60%。后续发行计划宣布后，拼多多盘后股价已开始有所

反应。一位接近此次发行承销团队的人士告诉记者，这是常规后续发行

（FPO）后的波动，与市场情绪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发行新股稀释了股数，

所以价格将在短期内出现反复波动。上述人士同时透露，由于特朗普政

府停摆了 35天，原本预计在 1月份完成的项目被拖过了中国农历春节。

同日披露的文件则显示，2018年，拼多多 GMV达 4716亿元，全年订单

总量超 111亿笔，各项重要运营数据依旧维持着指数级增长。（联商网） 

 

 【美国版拼多多强势崛起 亚马逊愁了】一直以来，多数人都认为亚马

逊零售业务的最有力的竞争者是沃尔玛。然而现实呈现了另一种答案

——“美版拼多多”强势崛起，亚马逊竟然难以突破其护城河。亚马逊

创造了美国电商奇迹，成为零售业的实际变革力量。不过，最新一期财

报显示，亚马逊电商业务和实体零售业务的利润率却在下降。亚马逊 CFO 

Brian Olsavsky 近日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由于节日季营收主力是零

售业务，而零售业务利润率低的性质决定了整体利润率增长不快。亚马

逊 CFO没有提到的是，在美国，零售业务领域已经迎来了一个重量级的

选手。这个对手便是美国版“拼多多”。说起来，“美版拼多多”与拼

多多的共同点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便宜。据 Institute of Local 

Self-Reliance 数据，Dollar Store 尽管不卖生鲜。品类也不如全食繁

多，但是市场份额却超过全食。Dollar Store 旗下总共有三个子品牌：

Dollar General 、Dollar Tree 和 Family Dollar。其中， Dollar 

General 专注偏远地区零售业务，Dollar Tree 和 Family Dollar相对

高端，主要集中在市区和城市周边零售。但这三个子品牌连锁店也有一

个共同的特点，都瞄准美国人均收入不太高的南方小城镇。过去十年，

是电商的十年，也是 Dollar Store的持续增长的十年。2007年至 2017

年期间，新开张的美元商店超过 11000家，约每月 93家，即每天 3 家。

特别是，Dollar General正在收获回报：该公司的市值超过 300亿美元。

（联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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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试水“拼多多”：在印度推出电商平台 ShareSav】在 2018年印

度社交电商掀起热潮之时，“拼多多模式”是否可行成了最火热的话题。

答案通常是否定的。原因很多：印度电商市场仍然由货到付款（COD）主

导，先付款再成团的模式不容易被接受；货到付款拒收率高，退货成本

难处理；没有类似微信的第三方平台支持，购物流程要跳转多次、太复

杂……本地玩家也用脚投了否定票。2018年，印度社交电商的两大主要

玩家 Meesho和 Shop101相继获得新一轮融资，二者都是由分销商扮演推

广角色的“云集模式”。但仍有人不死心。新入局者不是别人，正是在

印度拥有近 3000万米粉的小米。1月 23日，小米在其英文博客上发文

宣布，将推出全新的跨境电商平台 ShareSave。印度是 ShareSave目前

唯一一个上线的地区，用户可以在 ShareSave上买到小米生态链的产品，

之前这些产品仅在中国大陆有售。小米在博文中称，ShareSave是一项

全球计划，将在未来扩展到其他市场。志象网（The Passage）在谷歌应

用商店看到，上线一周的时间，目前 ShareSave 已经有了 5万多的下载

量。（联商网） 

 

 【阿里再度夺回中国市值最高公司桂冠 超过腾讯】1月 30日晚间，阿

里巴巴发布 2019财年第三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集团 2019财

年第三季度收入 1172.78亿元，同比增长 41%，淘宝移动月度活跃用户

达到 6.99亿。净利润为 330.52亿元，同比增长 37%，超出分析师预期。

这一成绩引发外界认为其已走出谷底的乐观态度。（联商网） 

 

 

传统零售动态跟踪 

 【苏宁组建家电集团 苏宁易购总裁侯恩龙亲自挂帅】2月 2日，记者从

苏宁易购获悉，公司大的组织结构调整已完成，苏宁家电各品类公司整合

成立为苏宁家电集团，以更好地推进精细化业态运营。新的家电集团由苏

宁易购总裁侯恩龙亲自挂帅。家电集团融合商品规划、供应链管理、双线

运营、市场、服务等统一职能，品类独立公司重点负责商品采贩、招商运

营、促销策划等基础商品经营工作，以提升整体商品经营的专业度。在商

品供应链建设上，除传统的空冰洗黑等优势家电品类布局，苏宁将在线下

推进 500家门店中央集成专区的建设，线上推进中央集成类目的专业化内

容运营。与此同时，苏宁凭借在家电领域的规模与经营优势，多维发力加

速整合市场。一方面，苏宁与大润发等大型超市达成战略合作，以联营方

式接管大润发等企业家电经营区域；另一方面，苏宁在四六级市场以零售

云模式扩展加盟店，实现销售突破。多维度的市场扩张与整合将助力苏宁

家电市场份额加速提升。（联商网） 

 

 【欧尚将在欧洲开设首家无人超市 计划 3月开业】近期，据法媒报道，

欧尚在欧洲开设的首家无人超市将亮相法国，预计今年 3月份开业。在中

国，欧尚已经开设出 700多家这样的超市。法国首家无人超市名为“欧尚

MINUTE”，面积约 18㎡，24小时对外开放。用户可通过手机 APP验证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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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并进行购物，在手机购物篮中选购商品结账之后，会自动扣去银行账户

内相应消费额。这将是法国第一家虚拟实体店，即通过手机 APP网上付款

的实体店。如果无人超市遇到问题，客服可以通过电脑远程指导，帮助解

决问题。同时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提出可能遇到的问题。欧尚希望通过

这家超市来占据物流市场，欧尚 MINUTE的消费群体，主要是面向城市中

心的消费群体。（联商网） 

 

 【联合利华去年营收 509亿欧元 净利大涨 51.2％】1月 31日，消费品巨

头联合利华发布 2018 财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2018财年该公司实现销

售额 509.82亿欧元（约合人民币 3980.16亿元），同比下降 5.1%，如剔

除不利的货币影响和差价业务的影响，联合利华销售同比增长为 3.1%，

净利润则达到了 98亿欧元，同比大涨 51.2%。第四季度销售额为 122亿

欧元（约合人民币 952.45 亿元），同比下降 5.3%。由于业绩未达预期，

联合利华在昨日股市开盘后价下跌 2.5％以上。以各地市场而言，拉美地

区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对业绩影响明显，特别是阿根廷，对全年销售数量

造成了减产 10%的恶性影响，如剔除这一部分，联合利华的增长将为 3.4％。

而一贯成长良好的亚洲地区再次实现了强劲增长，市场销售额同比增长

6%，销量同比增长对 2.8%。其中，在中国市场，联合利华依托高端产品

线的创新和电子商务增长，一定程度上抵销了净化器 blueair业务对整个

市场业绩的负面影响。（联商网） 

 

零售行业资本动态跟踪 融资动态 

 【双 11 国产咖啡类目第一 咖啡品牌“三顿半”完成千万级融资】精品咖啡

品牌「三顿半」近日完成千万级 Pre-A轮融资，投资方为峰瑞资本。本轮

融资将用于电商渠道拓展和内容运营。36氪曾在去年 7月报道过三顿半，

它们的思路是延伸精品咖啡的饮用场景，通过器具改良，让咖啡小白也能

冲泡出味道稳定的挂耳咖啡。不仅如此，公司还进一步参与研发 LABS(无损

风味萃炼系统)，让精品咖啡能被萃炼成结晶状的粉末，从而既能轻易在冷

热水或牛奶中速溶，又能保留咖啡的香气与风味。具备便携性后，精品咖

啡得以走进家庭，走进办公空间，甚至走到差旅、户外等场景。一开始，

三顿半主要在淘宝、小红书、下厨房等电商平台分销，积累起一批稳定的

用户，去年夏天“冷萃即溶咖啡”系列一上线即成为爆款，单月销售即超

过 2 万多盒近 20万杯。产品线逐渐丰富后，去年 8月，三顿半的天猫店上

线，首日交易额即破百万，双十一即取得国产咖啡品牌类目的第一名，双

十二成为全咖啡品类的第二名（第一名是雀巢）。目前月 GMV在 500万左

右，相比上次报道增长一倍。（联商网） 

 

风险提示 

 互联网零售行业具备较高弹性，若市场下行风险较大，则板块的高弹性将

带来较大下行压力； 

 传统线下零售企业转型线上需大量资本及费用开支，线上业绩低于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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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股票评级 

买入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5%以上 

增持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5%~15%之间 

持有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5%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行业评级 

增持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10%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备注：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 6~12个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基准指数的相对

市场表现。其中 A股市场以沪深 300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

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转让标的）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指数为基准，美股市场以

标普 500指数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基准（另有说明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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