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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Profit] 基本状况 
上市公司数 97 

行业总市值(百万元) 859,323 

行业流通市值(百万元) 335,136 
 
[Table_QuotePic] 行业-市场走势对比 

 
公司持有该股票比例 

 

相关报告 

1 亚马逊2018Q4财报解读——电商增

速放缓，云计算稳健增长，看好印度市

场发展 

2 阿里巴巴 FY2019Q3 财报解读——

单季营收首破千亿，战略投资布局未来 

3 电商行业标杆企业研究之唯品会—

—网络零售特卖龙头的兴、衰、转之路 

4 电商标杆企业研究之从战略推进和

估值思路变化看越来越像亚马逊的阿

里巴巴 

 

 
 

[Table_Finance]  重点公司基本状况 
简称 股价 

(元) 

EPS PE 评级 

2017 2018E 2019E 2020E 2017 2018E 2019E 2020E 

苏宁易购 11.16 0.45 1.39 0.21 0.34 27.16 8.03 53.14 32.82 买入 

新宝股份 10.55 0.50 0.62 0.79 1.01 24.50 17.02 13.35 10.45 买入 

永辉超市 8.52 0.19 0.21 0.29 0.38 53.20 40.57 29.38 22.42 增持 

家家悦 22.74 0.66 0.86 1.06 1.24 30.15 26.44 21.45 18.34 买入 

南极电商 9.32 0.33 0.35 0.49 0.66 37.34 26.63 19.02 14.12 买入 

备注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事件：唯品会 2 月 21 日发布新一季度财报，2018Q4 实现营业收入 260.8

3 亿元，同比增长 8.1%；Non-GAAP 净利润为 9.13 亿元，连续 25 个季

度实现盈利，Non-GAAP 净利率也回升至 3.5%。2018Q4 年活跃买家数

达 3,240 万人，同比增长 13%，订单量达 1.4 亿，同比增长 35%，回归服

饰特卖和品类调整的战略成效初显。唯品会公布 2019Q1 业绩指引，考虑

当前的市场环境和经营情况，预计 2019Q1 实现净销售收入 199-209 亿元，

同比增长 0%-5%。 

 深度运营存量用户，低价大促唤醒活跃买家，用户粘性持续增加。2018Q
4 唯品会活跃买家数达 3,240 万人，同比增长 13.3%，增速持续回升，京
东和腾讯的引流趋于稳定。在专注特卖模式、回归服饰等传统优势品类的
战略推进下，唯品会深度运营存量用户，活跃用户留存率也持续提升至 20
18Q4 的 85.2%。尽管唯品会人均创收同比增速持续下滑，但订单量保持
稳健增长，复购订单比例进一步提升至 97%，显示在低价策略和大型促销
活动下，唯品会通过品质好货唤醒用户、增强粘性，高复购率、高留存率
的优势得到持续确认。 

 回归服饰优势品类，调整第三方平台，盈利能力回升。唯品会业务重心回
归到复购率高的服饰品类，将部分标品转移到第三方平台销售，以此提升
整体盈利能力。由于部分商品销售收入转变为平台 GMV，唯品会开始公布
GMV 数据，为投资者提供衡量业务规模的更合理的指标，2018Q4 唯品会
GMV 达 418 亿元，较去年同期 363 亿元同比增长 15%。2018 年 GMV 达
1,310 亿元，较 2017 年的 1,084 亿元同比增长 21%。2018Q4 唯品会实现
营业收入 260.83 亿元，同比增长 8.1%，营收增速持续回落，一是受宏观
和电商消费增速放缓的影响，二是由于部分品类的自营销售收入转为第三
方服务收入和 GMV，造成产品销售收入下滑的影响。同时期其他收入达 1
0.72 亿元，同比增长 66.93%。回归服饰优势品类和精耕特卖的战略成效
持续凸显，本季度唯品会毛利率小幅回升至 20.6%。 

 物流基础设施持续完善，经营效率提升，盈利保持稳健。截至 2018 年底，
唯品会仓储面积共计达 300 万平方米，自有仓储面积达 190 万平方米，物
流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另一方面，回归高复购率、高周转率的服饰品类，
将部分标品转移至第三方平台运营的战略强化了物流管理的集中度，唯品
会物流效率得到稳健提升。本季度经营费用率为 17.4%，相较于去年同期
18.4%有所下滑，主要受到履单费用率同比下滑 0.9%的影响。盈利方面，
唯品会已经连续 25 个季度实现盈利，2018Q4 实现归母净利润 6.89 亿元，
同比增长 2.3%；Non-GAAP 净利润达 9.14 亿元，Non-GAAP 净利率回升
至 3.5%。 

 我们认为，唯品会在特卖领域积累了充足经验和供应链优势，回归优势品
类、低价好货的战略有效提升复购率和用户粘性，品类调整下物流的规模
效应有望进一步凸显。 

 风险提示事件：（1）京东腾讯引流不及预期，流量成本大幅上升；（2）服
饰品类优势减弱，品类拓张受阻；（3）物流布局费用超预期，供应链能力
减弱；（4）升级特卖业务不理想，造成公司毛利率持续下滑；（5）金融业
务风控能力不足，逾期风险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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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数据分析    

深度运营存量用户，低价大促唤醒活跃买家，用户粘性持续增加 

 2018Q4 唯品会活跃买家数达 3,240 万人，同比增长 13.3%，增速持续

回升。其中，23%的季度新增用户来自于京东和腾讯，战略合作伙伴的

引流效果显著。在专注特卖模式，回归服饰等传统优势品类的战略推进

下，唯品会深度运营存量用户，截至 2018 年 Super VIP 付费会员数已

突破 320 万人，较三季度末环比增长 38%，老会员的续费率超过 70%，

活跃买家的用户留存率也持续提升至 2018Q4 的 85.2%。 

 2018Q4 唯品会 ARPU 为 805 元/人，人均创收同比增速持续下滑，但

2018Q4 订单量达 1.4 亿单，同比增长 35%，同时复购订单比例进一步

提升至 97%，显示出在低价策略和大型促销活动下，唯品会通过品质好

货唤醒用户、增强粘性，高复购率、高留存率的优势得到持续确认。 

图表 1：活跃买家数恢复稳健增长  图表 2：用户留存率持续提升 

 

 

 

来源：公司公告 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公司公告 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3：活跃买家用户复购比例高、粘性强  图表 4：ARPU 同比增速持续下滑 

 

 

 

来源：公司公告 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公司公告 中泰证券研究所 

财务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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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收增速回落，开始披露 GMV 数据，毛利率小幅回升 

 由于高复购率的服饰品类对 GMV 的贡献持续增加，2018Q4 起唯品会

将一些标准化品类从自营转移到第三方平台进行销售，以此提升整体盈

利能力，来自第三方平台的收入计入其他收入项，不再归入产品销售收

入项。在此收入调整下，唯品会开始公布季度 GMV 数据，为投资者提

供衡量其业务规模更合理的指标，2018Q4 唯品会 GMV 达 418 亿元，

较去年同期 363 亿元同比增长 15%。2018 年 GMV 达 1,310 亿元，较

2017 年的 1,084 亿元同比增长 21%。 

 2018Q4 唯品会实现营业收入 260.83 亿元，同比增长 8.1%，营收增速

持续回落，一部分受到宏观环境和电商行业消费增速放缓的影响，同时

期其他收入达 10.72 亿元，同比增长 66.93%，也是因为部分品类由自

营产品销售收入转为第三方平台服务收入和 GMV 指标，造成产品销售

收入下滑的影响。回归服饰优势品类和精耕特卖的战略成效持续凸显，

2018Q4 毛利率小幅回升至 20.6%。 

 考虑当前的市场环境和经营情况，唯品会预计 2019Q1 实现净销售收入

199-209 亿元，同比增长 0%-5%。 

图表 5：营业收入增速持续回落  图表 6：第三方平台服务收入延续高速增长 

 

 

 

来源：公司公告 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公司公告 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7：毛利率小幅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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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公司公告 中泰证券研究所 

 

经营效率提升，盈利能力稳健 

 本季度经营费用率为 17.4%，相较于去年同期 18.4%有所下滑，主要受

到履单费用率同比下滑 0.9%的影响。2018Q4 唯品会新增 86,000 平方

米仓储面积，截至 2018 年底，唯品会仓储面积共计达 300 万平方米，

其中自有仓储面积达 190万平方米，物流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另一方面，

回归高复购率、高周转率的服饰品类，将部分标品转移至第三方平台运

营的战略强化了物流管理的集中度，原有的部分履单费用现在转变为第

三方卖家的物流成本，唯品会自身物流效率得到了稳健提升。 

 唯品会已经连续 25 个季度实现盈利，2018Q4 实现归母净利润 6.89 亿

元，同比增长 2.3%；Non-GAAP 净利润达 9.14 亿元，Non-GAAP 净利

率回升至 3.5%。 

图表 8：经营费用率持续优化，物流效率提升 

 
来源：公司公告 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9：四季度盈利能力回升  图表 10：Non-GAAP 净利率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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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公司公告 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公司公告 中泰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    

 （1）京东腾讯引流不及预期，流量成本大幅上升； 

 （2）服饰品类优势减弱，品类拓张受阻； 

 （3）物流布局费用超预期，供应链能力减弱； 

 （4）升级特卖业务不理想，造成公司毛利率持续下滑； 

 （5）金融业务风控能力不足，逾期风险大幅增加。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 7 - 

  行业点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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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