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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变革期，关注转型探索和国企改

革 

——商业贸易 2015 年投资策略 

  

推荐  上调评级 

核心观点:   
 

 商贸零售发展遭遇困境，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年份跑输 A

股：传统线下在过去几年受到极大的冲击，商业连锁原来的成长
逻辑被打破，规模小竞争能力弱的传统线下收入和利润大幅下滑，
原来的成长逻辑被打破，商贸零售行业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年份

跑输 A 股。 

 传统优势线下企业依托 O2O 进行变革：拥抱互联网成为传

统线下企业的必由之路。特别是随着移动购物逐渐混淆线上线下
的边界，传统线下依托 O2O 进行变革创新。有实力的传统线下顺
应消费习惯迁移拥抱互联网，依托 O2O 进行变革创新，结合门店

搞闭环全渠道。 

 国企改革将成为 15 年行业最大看点：国内许多国有零售企

业坐拥核心地段物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有望激发管理层动力，不
断提升门店的集客能力和盈利水平，实现费用率的压缩和销售净
利率的提升；管理能力、招商能力、品牌和业态定位突出的国企

有望加速扩张，提升成长能力。 

 实力弱小的民企走上转型双主业或者买壳的道路：一些规模
较小的商贸零售企业，通常是民企，因为无力转型，走上了双主
业或者买壳的道路。 

 行业进入整合期，优势企业有望迎来估值提升：线下流通渠
道层级繁多，整合空间巨大。传统线下被倒逼进行转型，行业进

入整合期。随着一些线下企业探索 O2O 获得市场认可，有望迎来
估值修复。 

 2015 年投资策略：（一）国企改革标的：百联股份、新世界 、
重庆百货、首商股份、天虹商场、王府井、广百股份；（二）传统
优势线下企业依托 O2O 进行变革：步步高、苏宁云商、永辉超市、

小商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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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贸零售发展遭遇困境，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年份跑

输 A 股 

图 1：2005-2014 年商贸零售相对应 A 股涨跌幅(流通市值加权平均)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图 2：消费放缓和电商冲击下，百家零售企业负增长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图 3：  商业连锁原来的成长逻辑被打破 

 
数据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图 4：传统零售企业发展遭遇困境 

 
数据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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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商业连锁及各子行业收入同比增速不断下滑 

 
数据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图 6：商业连锁及各子行业 2008-2013ROE不断下降 

 
数据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我国商贸零售行业，由于管理体制、企业国企属性等各种原因，行业集中度很低，行业远未实

现整合，流通层级多，流通成本占据 GDP 的 20%。美国流通成本在 GDP 的占比为 10%左右。美

国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完成了由沃尔玛主导的供应链体系的重塑，形成了扁平的流通体

系。零售商成为供应链的主导，在全球范围内设计生产、物流仓储、营销，从物流、信息流、

资金流三方面使供应链的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 

线下的分散和层级冗长，给予了电商重塑中国商业的机会。以京东为首的自营 B2C依靠互联网

摆脱了地域的限制，学习沃尔玛基于物流配送中心保障的扩张模式，极大的提升了效率、重塑

中国商业。中国电商一方面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入仓效率；另一方面，价格因素和消费者行为迁

移带来的规模效应，不断提升出仓效率，消费体验优化带来客户粘性的不断提升，消费体验已

超越美国。 

传统线下在过去几年受到极大的冲击，商业连锁原来的成长逻辑被打破，规模小竞争能力弱的

传统线下收入和利润大幅下滑，原来的成长逻辑被打破，商贸零售行业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年

份跑输 A 股。 

二、传统优势线下企业依托 O2O 进行变革 

表 1：传统线下呈现区域分割 

北京  北京城乡、翠微股份、华联股份、华联综超、首商股份、王府井  

天津  津劝业  

上海  新世界、徐家汇、益民集团、友谊股份、豫园商城  

湖北  鄂武商 A、汉商集团、武汉中商、中百集团  

山东  银座股份  

福建  新华都  

江苏  南京新百、中央商场  

四川  重庆百货、红旗连锁、成商集团  

新疆  友好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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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中兴商业  

陕西  西安民生  

吉林  欧亚集团  

安徽  合肥百货  

广东  广百股份、广州友谊、天虹商场  

湖南  步步高、友阿股份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线下体验功能不可替代，技术创新带来的效率提升不可能完全弥补消费体验缺失的负面影响，

品牌商仍需要大量实体店面展示其形象和功能。一些线下零售在过去的几年里不断调整体验性

的商品、业态组合，提升门店的集客能力。 

传统线下在过去几年受到极大的冲击，商业连锁原来的成长逻辑被打破，规模小竞争能力弱的

传统线下收入和利润大幅下滑。具备实力的线下企业可以利用行业低谷，进行线下企业整合，

扩大规模提升行业集中度，特别是线下传统商业流动层级多、整合空间巨大。 

线上线下供应链模式和成本效率差异巨大导致定价不同，价格因素和消费者行为迁移导致网购

渗透率不断提升。拥抱互联网成为传统线下企业的必由之路。如何顺应消费者行为迁移，利用

互联网优化传统行业，在行业低谷加快整合重塑线下形成扁平高效的供应链，依靠规模和效率

制胜，成为传统线下有实力企业面对的问题。 

特别是随着移动购物逐渐混淆线上线下的边界，传统线下依托 O2O进行变革创新。有实力的传

统线下，逐步推进线上线下移动端全渠道网络，最终形成在任何渠道（线上、门店、移动端）

任何支付方式（门店、线上支付、货到付款）购买任何商品（超市商品、百货商品、电器商品），

并且可选择门店提货或者送货上门，用矩阵网络粘住消费者。我们相信，具备实力的传统线下，

最终能够通过自建电商网站，结合门店搞闭环全渠道，实现成功转型。 

过去几年行业低估值抑制了有实力的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加速扩张提升线下集中度的进程。随着

一些线下优势企业探索 O2O 模式进行转型得到市场认可，其估值也有望得到提升。 

图 7：线上线下供应链模式和成本效率差异巨大导致定价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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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图 8：价格因素和消费者行为迁移导致网购渗透率不断提升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图 9：价格因素和消费者行为迁移导致电商规模快速增长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图 10：  我国移动购物增速 

 
数据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图 11：移动购物在网络购物中比例 

 
数据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三、国企改革将成为 15 年行业最大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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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线下零售业态由于经营模式所限导致 ROE 持续下降，但核心地段商业物业的价值不

会被削弱。许多服务型的消费必须依托于实体店面，如餐饮、娱乐、美容美发等；品牌商仍需

要大量实体店面展示其形象和功能。这些业态和品牌未来通过 O2O 模式客户实现覆盖规模和

经营效率提高后，对核心地段物业的需求将提升，也将给租金上涨提供空间。 

国内许多国有零售企业坐拥核心地段物业，享受旺盛的人流，且普遍存在费用率高于可比

民营企业、销售净利率偏低的现象。 

混合所有制改革有望激发管理层动力，不断提升门店的集客能力和盈利水平，实现费用率

的压缩和销售净利率的提升。 

表 2：国资背景商贸企业一览表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大股东名称  大股东持股比例  实际控制人名称  

000151.SZ 中成股份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 (集团)总公司  47.72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000417.SZ 合肥百货  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22.14  合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000419.SZ 通程控股  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5.11  长沙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000501.SZ 鄂武商 A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4.08  武汉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000715.SZ 中兴商业  沈阳中兴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33.86  沈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000759.SZ 中百集团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07  武汉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000785.SZ 武汉中商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1.99  武汉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000987.SZ 广州友谊  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51.89  广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002187.SZ 广百股份  广州百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54.18  广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002344.SZ 海宁皮城  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  37.94  海宁市财政局  

002419.SZ 天虹商场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43.04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002561.SZ 徐家汇  上海徐家汇商城(集团)有限公司  30.37  徐汇区国资委  

600120.SH 浙江东方  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45.16  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600278.SH 东方创业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70.16  上海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600287.SH 江苏舜天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50.32  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600415.SH 小商品城  义乌市市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55.82  义乌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600612.SH 老凤祥  上海市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42.09  上海市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600628.SH 新世界  上海市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5.21  上海市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600697.SH 欧亚集团  长春市汽车城商业总公司  22.83  长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600712.SH 南宁百货  南宁沛宁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18.23  南宁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600723.SH 首商股份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7.79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600729.SH 重庆百货  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  49.94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600739.SH 辽宁成大  辽宁成大集团有限公司  11.88  辽宁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600774.SH 汉商集团  武汉市汉阳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28.05  武汉市汉阳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600778.SH 友好集团  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1.57  乌鲁木齐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600821.SH 津劝业  天津劝业华联集团有限公司  15.10  天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600822.SH 上海物贸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48.10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600824.SH 益民集团  上海市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9.04  上海市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600826.SH 兰生股份  上海兰生(集团)有限公司  51.42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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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827.SH 百联股份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43.50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600838.SH 上海九百  上海九百(集团)有限公司  19.59  上海市静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600858.SH 银座股份  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24.49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600859.SH 王府井  北京王府井国际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49.27  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600861.SH 北京城乡  北京市郊区旅游实业开发公司  33.49  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603123.SH 翠微股份  北京翠微集团  32.35  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四、实力弱小的民企走上转型双主业或者买壳的道路 

一些规模较小的商贸零售企业，通常是民企，因为无力转型，走上了双主业或者买壳的道路。 

表 3：民营背景商贸企业一览表 

证券简称  大股东名称  
大股东持股

比例  
实际控制人名称  2013 年营业收入  2013 年净利润  

民生控股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2.5600 卢志强  4.82  0.21  

开元投资  陕西世纪新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8600 刘建申  35.66  1.22  

海印股份  广州海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62.8000 邵建明;邵建聪 ;邵建佳  21.19  4.03  

茂业物流  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6.7000 黄茂如  21.06  0.93  

*ST 商城  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9.2200 黄茂如  18.60  (2.86) 

长百集团  上海合涌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11.0700 李美珍  4.06  0.17  

工大首创  上海泽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5.6900   14.76  0.36  

百大集团  西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29.9800 陈夏鑫  12.34  1.14  

秋林集团  黑龙江奔马投资有限公司  19.6600 平贵杰  3.81  0.37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五、行业进入整合期，优势企业有望迎来估值提升 

图 12：2005-2014 年商贸零售相对应 A 股涨跌幅(流通市值加权平均)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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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线下，受到线上的冲击，在过去几年中，估值中枢不断下移。商业连锁在 08年次贷危机

的冲击下，行业估值在 2008年底一度跌至 18倍，后反弹至 50倍以上。2011年受到电商冲击

估值中枢不断下滑，并于 2012 年 11月探至 15.8倍。商贸零售按照上年净利润整体法计算的

市盈率为 32.5 倍，处于历史较低位置，相对于 A 股的估值倍数为 1.86，目前略低于 2004 年

以来的历史平均值 1.91。行业内一些具备良好成长性和并购能力的企业估值水平也受到行业

拖累而一路下行。  

线下的优势企业也在拥抱互联网努力探索 O2O 模式，加速行业整合。如步步高通过并购南城

百货进入广西，开发云猴平台和发展 B2R；小商品城注册“义乌购”发展 B2R；苏宁云商探

索线上线下同价发展苏宁易购等。 

线下流通渠道层级繁多，整合空间巨大。传统线下被倒逼进行转型，行业进入整合期。随着一

些线下企业探索 O2O 获得市场认可，有望迎来估值修复。 

六、2015 年投资策略 

2015 年商业连锁投资策略主要从传统优势线下企业依托 O2O 进行变革和国企改革两条主线去

寻找投资标的。 

国内许多国有零售企业坐拥核心地段物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有望激发管理层动力，不断提升门

店的集客能力和盈利水平，实现费用率的压缩和销售净利率的提升；管理能力、招商能力、品

牌和业态定位突出的国企有望加速扩张，提升成长能力。 

传统线下被倒逼进行转型，行业进入整合期。有实力的传统线下顺应消费习惯迁移拥抱互联网，

依托 O2O 进行变革创新，结合门店搞闭环全渠道。优势企业在整合期，估值有望得到提升，从

而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加速整合。 

（一）国企改革标的 

百联股份、新世界 、重庆百货、首商股份、天虹商场、王府井、广百股份 

（二）传统优势线下企业依托 O2O 进行变革 

步步高、苏宁云商、永辉超市、小商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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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重点关注公司盈利预测与估值 

    EPS PE 

  12.21 收盘价  2013A 2014E 2015E 2016E 2013A 2014E 2015E 2016E 

步步高  14.72 0.7 0.90 1.11 1.41 21.03  16.36  13.26  10.44  

苏宁云商  9.03 0.05 -0.10 0.02 0.07 180.60  -90.30  451.50  129.00  

华联股份  4 0.03 0.21 0.27 0.33 133.33  19.05  14.81  12.12  

红旗连锁  8.36 0.39 0.21  0.22  0.24  21.44  40.78  38.00  35.57  

永辉超市  9.36 0.44 0.27 0.31 0.39 21.27  34.67  30.19  24.00  

百联股份  18.28 0.6 0.63 0.71 0.79 30.47  29.02  25.75  23.14  

重庆百货  24.5 1.98 1.75 1.91 2.04 12.37  14.00  12.83  12.01  

广百股份  12.95 0.65 0.7 0.74 0.8 19.92  18.50  17.50  16.19  

王府井  20.37 1.5 1.39 1.42 1.47 13.58  14.65  14.35  13.86  

首商股份  7.78 0.5 0.33 0.36 0.38 15.56  23.58  21.61  20.47  

天虹商场  12.5 0.77 0.66 0.69 0.75 16.23  18.94  18.12  16.67  

小商品城  12.28 0.26 0.14 0.26 0.36 47.23  87.71  47.23  34.11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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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标准 

银河证券行业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

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交易所指数（或市

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与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

要的指数）平均回报相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低于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

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银河证券公司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

回报 10%－20%。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相

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低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郭怡娴，商业零售证券分析师。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

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本人承诺，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

准确地反映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

而直接或间接受到任何形式的补偿。本人承诺不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执业过程中所掌握的

信息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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