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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屋——电商“最后一公里”的整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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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平安零售指数下跌9.0个基点，跑输沪深300指数6.6个基点 

上周平安零售指数下跌 9.0 个基点，同期上证指数下跌 2.8 个基点，沪深
300 指数下跌 2.4 个基点。70 家样本公司中 8 家上涨，59 家下跌，3 家持
平。平安百货指数下跌 8.0 个基点，平安超市指数下跌 7.7 个基点，平安专
业市场指数下跌 3.8 个基点，平安专业专卖店指数下跌 12.3 个基点。 

 概念股深度回调，低估值龙头为避风港 

上周随着热点炒作见顶以及市场风格骤变，板块较大幅度向下调整。具体来
看，与腾讯展开合作的新世界、民营医院相关股开元投资以及三季报业绩较
好的大商股份、海宁皮城等涨幅居前；相反，前期累计涨幅较多的苏宁云商、
南京中商、友阿股份等以及重大资产重组搁浅的王府井较大幅度回调。总体
来看，在市场风险溢价上升、兑现前期收益动机较强的背景下，建议关注业
绩明确的低估值龙头百货。 

 本周随笔：猫屋——电商“最后一公里”的整合者 

终端订单需求密度是决定电商能否在一定区域降低物流成本、实现规模效应
的主要因素。整个天猫+淘宝系在一些省市已经达到非常高的订单密度，如
上海地区年销售规模达 1000 亿左右，若整合相同区域的所有订单，在无限
接近终端需求的区域设立配送点，将大幅降低拆单率、提高快递员配送效率、
降低物流成本。最近深圳低调启动的“猫屋”实际上就是整合天猫+淘宝的
终端订单需求、设置在社区一级的配送站，旗下网点已经和四通一达、顺丰
等主流电商快递完成对接，通过合并各大快递公司在该小区的所有订单，实
现单次大批量的配送，大幅降低配送成本，同时猫屋的仓储面积能够有效实
现订单分流，提升配送效率和客户体验。 

此外，终端订单密集的区域每天能累积大量真实交易数据，通过密切跟踪这
些数据，大淘宝可以较为准确地预测这个区域的消费需求，进一步提升库存
管理效率和配送速度。让我们设想下，当订单密度足够高、品类足够丰富、
且周转非常快时，每天通过猫屋配送的商品消费额或许已经超过了同一个社
区的百货及便利店，而线上对该区域需求的跟踪、预测能力，以及供应链管
理和物流配送效率要远高于线下门店，从这个角度来看，除了收发货之外，
猫屋未来完全可以承担面向社区的商品展示及零售功能。而且，通过线上的
精准营销和客户引流，猫屋还可能成为提供社区本地化生活服务 O2O 的线
下载体。 

 板块难有新的催化剂，继续关注低估值、优质个股 

上周资金大幅流出零售等消费类板块，显示板块轮动和风格转换依然是决定板

块强弱的主要因素。随着自贸区利好落地、O2O 等概念带来的炒作情绪回落且

短期难以见效，我们认为板块目前难有新的催化剂，投资机会仍在于避险资金

推动和个股基本面支持。我们继续建议关注具有相对估值优势、业绩稳定性强

的鄂武商、步步高、王府井、大商股份等。从中长期基本面角度出发，看好老

凤祥和海宁皮城，前者在黄金珠宝行业护城河最深、未来业务转型有望成功，

后者依托上游生产资源，对下游零售渠道的整合仍有很大空间。 

 风险提示:经济低迷，消费者信心较弱，网购等新业态冲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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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观点及公司推荐 

上周平安零售指数下跌 9.0 个基点，同期上证指数下跌 2.8 个基点，沪深 300 指数下跌 2.4 个基点。

70 家样本公司中 8 家上涨，59 家下跌，3 家持平。细分行业中，平安百货指数下跌 8.0 个基点，平

安超市指数下跌 7.7 个基点，平安专业市场指数下跌 3.8 个基点，平安专业专卖店指数下跌 12.3 个

基点。 

上周随着热点炒作见顶以及市场风格骤变，板块较大幅度向下调整。具体来看，与腾讯展开合作的

新世界、民营医院相关股开元投资以及三季报业绩较好的大商股份、海宁皮城等涨幅居前；相反，

前期累计涨幅较多的苏宁云商、南京中商、友阿股份等以及重大资产重组搁浅的王府井较大幅度回

调。总体来看，在市场风险溢价上升、兑现前期收益动机较强的背景下，建议关注业绩明确的低估

值龙头百货。 

上周资金大幅流出零售等消费类板块，显示板块轮动和风格转换依然是决定板块强弱的主要因素。随着自

贸区利好落地、O2O 等概念带来的炒作情绪回落且短期难以见效，我们认为板块目前难有新的催化剂，

投资机会仍在于避险资金推动和基本面支持。我们继续建议重点关注具有相对估值优势、业绩稳定性强的

鄂武商、步步高、王府井、大商股份等龙。中长期从基本面角度出发，我们仍然看好老凤祥和海宁皮城。，

前者在黄金珠宝行业护城河最深、未来业务转型有望成功；后者依托上游生产资源，对下游零售渠

道的整合仍有很大空间。 

 

二、一周行情回顾（1021-1025） 

2.1 板块行情 

上周（1021-1025）我们构建的平安零售指数（含 70 个样本）下跌 9.0 个基点，同期上证指数下跌

2.8 个基点，沪深 300 指数下跌 2.4 个基点。70 家样本公司中 20 家上涨，48 家下跌，2 家持平。 

图表1 平安零售指数走势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从细分行业走势来看，上周平安百货指数（含 43 个样本公司）下跌 8.0 个基点，平安超市指数（含

8 个样本公司）下跌 7.7 个基点，平安专业市场指数（含 6 个样本公司）下跌 3.8 个基点，平安专业

专卖店指数（含 13 个样本公司）下跌 12.3 个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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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 平安百货指数走势 图表3 平安超市指数走势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4 平安专业专卖店指数走势 图表5 平安专业市场指数走势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2.2 板块估值 

截至 2013 年 10 月 26 日，平安零售板块动态估值 23.8X，相对沪深 300 估值溢价率为 178.0%，较

上周末下降 4.1 个百分点，其中：1）平安百货板块动态估值 15.3X，相对沪深 300 估值溢价率为

79.2%，较上周末下降 2.1 个百分点；2）平安超市板块动态估值 30.6X，相对沪深 300 估值溢价率

为 258.4%，较上周末上升 17.8 个百分点；3）平安专业专卖店板块动态估值 42.5X，相对沪深 300

估值溢价率为 397.3%，较上周末下降 25.3 个百分点；4）平安专业市场板块动态估值 23.9X，相对

沪深 300 估值溢价率为 178.9%，较上周末下降 0.4 个百分点。 

按比较保守的业绩测算，我们重点跟踪的 21 家百货类公司 2013 年中位值 PE=13X，对应 2013 年

行业净利润增速为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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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 平安零售板块动态估值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7 平安百货板块动态估值 图表8 平安超市板块动态估值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9 平安专业专卖店板块动态估值 图表10 平安专业市场板块动态估值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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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个股行情 

上周随着热点炒作见顶以及市场风格骤变，板块较大幅度向下调整。具体来看，与腾讯展开合作的

新世界、民营医院相关股开元投资以及三季报业绩较好的大商股份、海宁皮城等涨幅居前；相反，

前期累计涨幅较多的苏宁云商、南京中商、友阿股份等以及重大资产重组搁浅的王府井较大幅度回

调。总体来看，在市场风险溢价上升、兑现前期收益动机较强的背景下，建议关注业绩明确的低估

值龙头百货。 

图表11 个股涨跌幅排行榜（1021-1025） 

涨幅前十名 上周收盘价 本周收盘价 周涨幅% 跌幅前十名 上周收盘价 本周收盘价 周涨幅%

新世界 8.31 9.08 9.27  苏宁云商 12.77 10.49 -17.85 

开元投资 6.32 6.5 2.85  王府井 25.16 20.67 -17.85 

东方金钰 21.09 21.49 1.90  南京中商 17.97 14.94 -16.86 

大商股份 29.52 29.92 1.36  友阿股份 14.81 12.36 -16.54 

海宁皮城 20.59 20.79 0.97  天音控股 10.54 9.03 -14.33 

老凤祥 27.81 28.02 0.76  重庆百货 25.85 22.22 -14.04 

明牌珠宝 15.56 15.67 0.71  爱施德 24.9 21.42 -13.98 

中兴商业 11.75 11.82 0.60  通程控股 7 6.06 -13.43 

新华百货 12.95 12.95 0.00  永辉超市 15.02 13.18 -12.25 

翠微股份 8.02 8.02 0.00 徐家汇 11.93 10.51 -11.90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12 个股换手率排行榜（1021-1025） 

排序 公司 周换手率% 排序 公司 周换手率% 

1 红旗连锁 146.08  6 津劝业 24.04  

2 开元投资 58.88  7 徐家汇 23.67  

3 新世界 41.76  8 苏宁云商 23.32  

4 上海九百 32.50  9 友阿股份 23.08  

5 海岛建设 26.17  10 飞亚达 A 19.06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三、行业新闻回顾 

 SOHO 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否认“转型”失败  

自从 SOHO 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宣布转型后，这个曾被罩上神话光环的企业，也陷入了种种转型失败

的质疑。日前潘石屹亲身回应，表示 SOHO 中国转型很成功。不过，虽然潘石屹对企业发展表现出

了信心，但他不得不面临的现实是，北京甲级写字楼租金狂飙的时代已经过去，曾认为“不愁租”

的老房东，也开始理性报价。SOHO 中国则开始在建筑节能上做文章。在望京的节能中心，潘石屹

介绍，银河 SOHO 和望京 SOHO 已开始应用新一代智能楼宇节能管理系统，预计可节能 30%以上，

且暂时无意将成本转嫁到租客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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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Z 戴德梁行发布的 3 季度数据同时显示，北京甲级写字楼租金环比出现微跌，季度环比下降不足

1%。除金融街商圈外，其余 4 个核心商圈有效净租金分别有不同程度下滑，其中 CBD 商圈租金下

滑幅度较为明显，降幅约 2%。 

http://www.linkshop.com.cn/web/archives/2013/269096.shtml 

 

 物美跨界进军商业地产，出 3 亿在京拿地 

10 月 21 日，根据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的公告，北京物美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3.22 亿元，摘

得北京国际雕塑园地下文化娱乐中心地块，溢价率达 101％，折合楼面价 4025 元/平方米。而根据

网上公开信息，物美置地属物美集团旗下企业。物美拿地的举动，也被业界解读为依托其零售背景

打造“地下购物中心”，正式涉足商业地产。 

然而对于零售企业纷纷跨界商业地产的举动，有市场人士质疑，从零售业到商业地产领域，毕竟是

转型到一个复杂的行业，诸如招商资源的积淀、中国购物中心面临过剩的风险、商业地产项目投入

资金大、培养期长等都考验其掌控和平衡决策。商业地产是否能成为零售企业扭转局面的胜负手，

尚需时间的检验。 

http://www.linkshop.com.cn/web/archives/2013/268843.shtml 

 

 百佳超市试探后停售业内称或因推动屈臣氏上市 

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宣布，停售百佳超市。原因是，此时通过私人市场交易出售百佳，不会为和

记黄埔股东带来最高价值，并称“将继续加速落实百佳超市的增长策略，特别专注于中国内地市场，

并扩大策略性评估范围至屈臣氏旗下所有零售业务。”百佳超市位于高度繁荣的国际大都会和世界

级的自由港——香港，是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而李嘉诚旗下的百佳超市有 270

家门店在香港，是香港第二大连锁超市，市场占有率达 33.1%。 

和黄披露，该公司决定扩大其策略性评估范围至屈臣氏所有零售业务，务求涵盖可为公司带来最高

价值及未来增长潜力的所有选择，“包括于适当市场就所有或部分业务公开招股的可能性。”相关

资料显示，屈臣氏在全球 33 个市场经营 20 个零售品牌，零售店铺突破 1.1 万间，提供保健及美容、

高档香水及化妆品、电器及酒品等。作为和黄投资组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屈臣氏在其整个资产净

值中占比高达 30％，是和黄系内收入占比最高、盈利占比第三的板块。 

http://www.linkshop.com.cn/web/archives/2013/269034.shtml 

 

 武汉鲁巷广场购物中心开业，面积 12 万㎡  

地铁 2 号线串起的三镇 5 大商圈，各大商业集团旗下门店纷纷“整柜台修门脸”提档升级，歇业改

造 17 个月的鲁巷广场购物中心正式开门揖客，告别传统百货，迎来“摩尔城”时代。据了解，2012

年 5 月，鲁巷广场购物中心闭店歇业扩建改造，由关山经贸集团投资 6 亿元倾力打造的新鲁广，坐

拥地铁二号线最大客流车站，于昨天正式开业。 

由 3.8 万方的传统百货商场蝶变为 13 万方的大型综合性购物中心，外立面金色主题被网友笑称“土

豪金”，同时以 9 部“土豪金”为消费礼可谓大手笔。据介绍，新鲁广总经营面积逾 12 万方，是武

汉市单体面积最大的商场，定位于光谷新家庭消费为主。经营品牌档次由低档廉价转向中高端时尚

品牌，仅时尚品牌就多达 500 个，停车位 500 个。新鲁广负一楼是超市和商业街，设有美食广场、

特色轻食店铺，小吃店及移动联通营业厅。1-4 楼为流行百货，5-7 楼为多功能配套区，包括中西主

题餐厅、电玩及多功能电影文化公园，实现成为“一站式”购物中心的转变。 

http://www.linkshop.com.cn/web/archives/2013/26904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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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电子商务专题 

4.1 电商新闻 

 阿里巴巴：上市地之争“乱花渐愈迷人眼 

在遭到港交所的上市拒绝后，阿里巴巴却成为其他全球性证券交易所争抢的“香饽饽”：除了纽交所

和纳斯达克，连伦敦证交所也加入了进来，难怪阿里巴巴集团谋求上市的过程已被有些人称为“全

球最瞩目的 IPO 事件之一”。 

事实上，无论是在马云还是阿里的其他高管心目中，赴港上市一直是阿里巴巴的最佳选择。10 月 14

日，阿里巴巴副董事长蔡崇信出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活动现场，在对媒体谈及阿里如何选择上市地

的想法时，表示若香港“反悔”，阿里巴巴仍考虑赴港上市。阿里巴巴高层在杭州接受媒体采访时更

是表示目前仍以香港为上市首选，并承认双方存在沟通不足的问题，包括低估与香港证监会沟通的

复杂程度，在谈判初期未有清晰说明对香港的贡献等。 

http://www.linkshop.com.cn/web/archives/2013/269061.shtml 

 

 亚马逊被指为扩张忍亏损，大举扩招 10 万职员  

亚马逊公司宣布当前财年连续第三个财季出现亏损。然而与之相对的是，该公司在过去三个月中招

聘了 12,800 名员工，亚马逊在全球范围的员工数量已经超过微软。长期以来，电商巨头亚马逊坚持

斥巨资投资扩张，即使公司亏损也“在所不惜”。该公司三季度的财务仍然处于亏损之中，亏损的原

因包括运营中心和仓库的扩建、新 Kindle 阅读器的开发等。此外，亚马逊正在展开一系列扩张活动。 

与以往一样，亚马逊首席财务官 TomSzkutak 称，导致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对扩张的大力投资，其他

原因包括：亚马逊网络服务基础设施的扩建以及新 Kindle 硬件的开发。据国外媒体报道，，亚马逊

今天发布 2013 财年第三财季财报显示，该公司在过去三个月中招聘了 12,800 名员工，员工总数已

经达到 109,800 人。 

http://www.linkshop.com.cn/web/archives/2013/269058.shtml 

 

 网购狂欢“双 11”将到来，快递企业纷纷厉兵秣马  

被视为网购狂欢的“双 11”即将到来，预计今年交易额、快递量将远超去年。为避免再现快递变慢

递，广东省邮政管理局要求快递企业加强旺季应急管理，有序安排员工休假，保证业务旺季高峰时

有足够的人力支撑。预计今年“双 11”当天至 11 月 21 日，全国将产生 4 亿票快件，交易额有望超

过 300 亿元，远远超过去年的 191 亿元。今年“双 11”业务增长态势仍然严峻，今年年底和明年春

节前夕由于传统商务快递和网购促销将叠加出现，业务量还会继续增加。 

据了解，目前广东各快递企业也在厉兵秣马，通过加大投入、扩建场地、新增设备、增加人员等方

式应对快递业务旺季。经不完全统计，全省共扩建、新建分拨中心 20 多个，新增处理场地近 30 万

平方米；新增各型货运车辆约 1300 多台，6 架全货机的运能；增加或应急储备人员超 5000 人。同

时，各主要快递企业采取加大直运力度、减少中转环节、增加作业频次等措施加快快件的处理速度。 

http://www.linkshop.com.cn/web/archives/2013/269078.shtml 

 

 京东等电商大佬“双 11”争推免费配送  

天猫宣布十城“当日达”，京东、易迅见招拆招，两家自建物流配送的 B2C 都在前日发布了“双 11”

物流战略。昨日，不常露面的京东集团首席运营官沈皓瑜宣布，除了提供“211”、“极速达”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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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京东“双 11”期间还向开放平台卖家提供配送补助，免除配送费用，提供上门取件、运力提速、

资源储备、开放物流五个举措。 

实际上，作为此次京东“双 11”期间物流的重头戏，向开放平台卖家免配送费的活动早在一个月前

就已悄然启动。京东承诺未来一年使用京东配送的商家，在 10 月 26 日-11 月 30 日的订单，配送费

用由京东承担。易迅网则通过进一步开放“一日三送”回敬天猫。易迅网负责物流配送的副总裁林

捷表示，易迅网已通过增加自动化设备的覆盖和增加人力物力等多种方式，“当日达”城市达到 19

个，其中“一日三送”覆盖城市进一步扩张达到 12 个。 

http://www.linkshop.com.cn/web/archives/2013/269030.shtml 

 

 

4.2 电商数据跟踪 

根据 Alexa 监测，本周我们跟踪的主要平台式 B2C 在国内网站中的流量排名依次为天猫（排名 8，

持平）、京东商城（排名 25，上升 2 位）、亚马逊中国（排名 65，下降 1 位）、一号店（排名 208，

下降 55 位）、当当网（排名 128，上升 4 位）。 

图表13 淘宝商城流量趋势变化 图表14 京东商城流量趋势变化 

资料来源：Alexa，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Alexa，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15 亚马逊中国流量趋势变化 图表16 当当网流量趋势变化 

资料来源：Alexa，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Alexa，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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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7 苏宁易购流量趋势变化 图表18 一号店流量趋势变化 

资料来源：Alexa，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Alexa，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19 淘宝商城跳转率趋势变化 图表20 京东商城跳转率趋势变化 

资料来源：Alexa，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Alexa，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21 亚马逊中国跳转率趋势变化 图表22 当当网跳转率趋势变化 

资料来源：Alexa，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Alexa，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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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3 苏宁易购跳转率趋势变化 图表24 一号店跳转率趋势变化 

资料来源：Alexa，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Alexa，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25 淘宝商城人均单日浏览页面数 图表26 京东商城人均单日浏览页面数 

资料来源：Alexa，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Alexa，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27 亚马逊中国人均单日浏览页面数 图表28 当当网人均单日浏览页面数 

资料来源：Alexa，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Alexa，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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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9 苏宁易购人均单日浏览页面数 图表30 一号店人均单日浏览页面数 

资料来源：Alexa，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Alexa，平安证券研究所 

 

 

五、本周随笔：猫屋——电商“最后一公里”的整合者 

我们在电商深度报告《从模式之争，到技术之争》中，提出终端订单需求密度是决定电商能否在一

定物理区域实现规模效应的主要因素，在达到一定的订单密度后，电商的中转仓或配送点可以更加

接近终端需求区域（如住宅小区和办公楼群），而距离需求越近，商品的拆单率将越低，从而大幅降

低运输成本；另一方面，单个配送员的覆盖半径和配送路线也将更为优化，如由覆盖 5 公里内多个

小区变为在 1 公里内的单个小区集中派送，平均每个商品的配送成本也将大幅下降。因此，随着销

售规模和配送效率的提升，电商经营不仅完全能够覆盖商品的物流成本，而且整体盈利能力有巨大

的提升空间。 

目前一号店在上海地区有 60 亿收入，拥有 70 余个配送点，平均单个配送点覆盖半径 10 公里。未

来随着品类增加、区域订单进一步密集，单个配送点覆盖半径可能缩小到 3-5 公里，实际上距离终

端需求已经非常近。整个天猫+淘宝系 2012 年的销售规模约 1.1 万亿，在一、二线城市的渗透率高

于二三线城市，其中上海地区占比达到 10%，也就是 1000 亿左右的销售规模，远高于一号店和上

海任何一家零售企业。可以推断，在许多居民比较集中的小区，来自大淘宝的订单已经非常密集，

淘宝系完全可以整合同一区域的物流需求，在无限接近终端需求的区域设立配送点，在大幅降低拆

单率的同时提高最后以一公里的配送效率。 

最近深圳低调启动的 “猫屋”实际上就是整合天猫+淘宝的终端订单需求、设置在社区一级的配送

站，虽然只是一些小小的社区门店，但猫屋旗下网点已经和四通一达、顺丰等主流电商快递完成对

接，成为这些快递公司最后一公里的中转站和减压舱。一方面，快递员把包裹送到猫屋，即可进行

下一波快递任务，提高包裹递送效率，而猫屋通过合并各大快递公司在该小区的所有订单，能够实

现单次大批量的配送，大幅降低配送成本。另一方面，由于日订单数量较多，尤其在“双十一”这

类需求高峰时段，快递员工作量严重饱和，导致大量快件滞留在仓库或中转站，猫屋作为更接近配

送目的地的小型仓储中心，能够有效分流订单压力，提升配送效率和客户体验。 

在大幅降低物流成本、提升配送体验的同时，终端订单密集的区域每天都能累积大量真实的交易数

据，通过跟踪这些数据，天猫可以较为准确地预测这个区域的消费需求，进一步提升供应链管理效

率和配送速度。让我们设想下，当订单密度足够高、品类足够丰富、且周转非常快时，每天通过猫

屋配送的商品消费额或许已经超过了同一个社区的百货及便利店，而线上对该区域需求的跟踪、预

测能力，以及库存管理和物流配送效率要远高于线下门店，从这个角度来看，除了收发货之外，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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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未来完全可以承担面向社区的商品展示及零售功能。此外，通过线上的精准营销和客户引流，围

绕社区居民开展本地生活服务 O2O，也可以依托猫屋这一线下载体进行。 

 

 

六、风险提示 

1、人力、租金成本上升压力； 

2、经济低迷，消费者信心较弱； 

3、网购等新业态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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