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ble_main] 宏源行业类模板 报告摘要： 

 上海国企改革进程有望超预期。2013 年 11 月 13 日，上海市委分别举

行常委会和全市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传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

海市委书记韩正在讲话中提到，要“加快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等各项工作”。

更早之前，10 月 20 日，在全国国资监管政策法规暨指导监督工作座谈

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提出，“认真准备国资国企改革方案，

争取三中全会后尽快出台，形成上下联动的改革局面”。种种信息表明，

上海国企改革有望超预期。 

 新一轮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下放权力、推行股权激励、修缮考核

机制，推动相关企业及产业更好发展。上海国资是仅次于央企的第二大

国资系统，其动向备受关注。其改革内容主要集中于三方面：一是监管

思路转变。对企业，按照竞争类、功能类、保障类的企业分类监管。对

国资委，要求定位变化，趋向淡马锡管理模式。其二，是推广市场化激

励机制与创新容错机制试点。这是我国国企经营问题与痛点的症结源头，

亦是本次改革核心突破口。其三是优化国资配置、合理产业布局，利用

资本市场继续推动整体上市与并购整合，国资证券化率进一步提高。 

 上海零售企业有望从国企改革中受益。我们认为，上海零售企业有望从

此轮国企改革中受益，上海国资背景零售企业主要包括：友谊股份（上

海市国资委）、老凤祥（上海市国资委）、上海九百（静安区国资委）、

新世界（黄浦区国资委）、益民集团（黄浦区国资委）、徐家汇（徐汇

区国资委）。 

 投资建议：三中全会过后，我们推断上海国资改革进程有望加快，存在

超预期的可能。国企改革将有效改变企业激励机制和创新精神，将有望

激活上海本地国有零售企业的活力。我们主要推荐业绩有较强支撑以及

增长潜力的老凤祥，及从净利率提升空间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友谊股份

（净利率 2.92%）有较大提升空间。此外，益民集团、新世界、徐家汇

和上海九百也有望通过国资改革进一步焕发企业活力。 

[table_importantCompany] 重点公司 股价 12EPS 13EPS 14EPS PE PB 评级 

老凤祥 28.34 1.17 1.41 1.74 16.29  4.82 买入 

友谊股份 9.88 0.68 0.66 0.74 13.32  1.31 买入 

益民集团 4.83 0.20 0.22 0.25 19.56  2.57 未评级 

新世界 7.90 0.45 0.48 0.51 15.41  1.80 未评级 

徐家汇 10.04 0.58 0.58 0.60 16.64  2.48 未评级 

上海九百 6.99 0.06 0.08 0.09 80.78  4.01 未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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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国企改革进程有望超预期。2013 年 11 月 13 日，上海市委分别举行常委会和全市党员

负责干部大会，传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讲话中提到，要“加快

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等各项工作”。更早之前，10 月 20 日，在全国国资监管政策法规暨指导

监督工作座谈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提出，“认真准备国资国企改革方案，争取

三中全会后尽快出台，形成上下联动的改革局面”。种种信息表明，上海国企改革有望超预

期。 

 新一轮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下放权力、推行股权激励、修缮考核机制，推动相关企业

及产业更好发展。上海国资是仅次于央企的第二大国资系统，其动向备受关注。其改革内容

主要集中于三方面：一是监管思路转变。对企业，按照竞争类、功能类、保障类的企业分类

监管。对国资委，要求定位变化，趋向淡马锡管理模式。其二，是推广市场化激励机制与创

新容错机制试点。这是我国国企经营问题与痛点的症结源头，亦是本次改革核心突破口。其

三是优化国资配置、合理产业布局，利用资本市场继续推动整体上市与并购整合，国资证券

化率进一步提高。 

 上海零售企业有望从国企改革中受益。我们认为，上海零售企业有望从此轮国企改革中受益，

上海国资背景零售企业主要包括：上海九百（静安区国资委）、新世界（黄浦区国资委）、

益民集团（黄浦区国资委）、徐家汇（徐汇区国资委）、友谊股份（上海市国资委）、老凤

祥（上海市国资委）。 

 投资建议：三中全会过后，我们推断上海国资改革进程有望加快，存在超预期的可能。国企

改革将有效改变企业激励机制和创新精神，将有望激活上海本地国有零售企业的活力。我们

主要推荐业绩有较强支撑以及增长潜力的老凤祥，其次，从净利率提升空间角度来看，我们

认为友谊股份（净利率 2.92%）、益民集团（6.41%）均有较大提升空间。此外，新世界、

徐家汇和上海九百也有望通过国资改革进一步焕发企业活力。 

 

表 1：上海国资零售企业主要情况 
   

公司名称 实际控制人 第一大股东 大股东持股比例 净利率 PE（TTM） 

上海九百 静安区国资委 上海九百(集团)有限公司 19.59% 22.55% 85 

新世界 黄浦区国资委 黄浦区国资委 25.21% 7.00% 17 

益民集团 黄浦区国资委 黄浦区国资委 39.04% 6.41% 28 

徐家汇 徐汇区国资委 上海徐家汇商城(集团)有限公司 30.37% 11.84% 17 

友谊股份 上海市国资委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43.50% 2.92% 16 

老凤祥 上海市国资委 黄浦区国资委 42.09% 3.04% 20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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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凤祥 

 三季报摘要。2013 年 1-3 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2.03 亿元，同比增长 30.5%，实现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6.32 亿元，同比增长 23.3%，实现 EPS1.21 元；3 季度单季度，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90.28 亿元，同比增长 22.22%，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2.41 亿元，同比

增长 20.81%。 

 营业收入增速回落至 22.22%，综合毛利率下滑 0.47 个百分点。公司收入增速回落以及

毛利率下滑主要原因为三季度黄金价格较去年同期降幅 20%以上，同时由于金价波动趋

于平稳，加之上半年黄金消费激增，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后半年消费，因此收入有所回

落，毛利率降低。 

 期间费用率下降 0.24%，继续保持行业领先水平。2013 年第 3 季度公司销售费用率、管

理费用率、财务费用率分别为 1.54%、1.04%、0.51%，分别比上年同期变动 0.10，-0.21，

-0.07 个百分点。期间费用率 2.96%，比 12 年同期下降 0.23 个百分点。公司以批发业务

为主，期间费用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反应良好费用控制能力。 

 金价逐步回升，四季度预期有所好转。公司上半年订货会在黄金暴跌之前，部分加盟商

在一定程度上蒙受了金价重挫的损失。若前期金价维持低位，则四季度预计公司与加盟

商之间的利益协调将对四季度业绩有所拖累，但金价的上涨使得这种担忧逐步弱化，预

期有所好转。 

 行业增长空间巨大，长期看好公司发展。珠宝行业以其非标准型，体验性，高单价等方

面的特征，至今在电商渠道仍然难以建立起有效的替代渠道，因此行业从长期看，难以

受到电商冲击，因此长期行业主要受益于需求的提升。目前中国人均珠宝消费水平仍不

到世界平均水的二分之一，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未来行业空间仍然巨大。目前珠宝首

饰行业的市场份额正在向龙头企业集中，公司在品牌和渠道方面依然拥有明显的优势，

我们看好公司的长期投资机会。 
 盈利预测和投资建议。我们预计公司 13-15 年 EPS 为 1.41、1.74、2.01 元，维持公司“买

入”评级。 
 

主要经营指标 2011 2012 2013E 2014E 2015E 

营业收入(百万) 21,126.40 25,553.40 33610  39664  47711  

增长率（%） 47.62 20.95 31.53 18.01 20.29 

归母净利润(百万) 522.94 611.31 739.43  912.26  1049.65004

7 增长率（%） 78.97 16.90 20.96  23.37  15.06  

每股收益 1.20 1.17  1.41  1.74  2.01  

市盈率 23.33  23.93  19.86  16.09  13.93  

 

 

 

二、友谊股份 

 

 上海地区的商业巨头。公司年销售额超过 500 亿，是上海的商业巨头。目前公司的核心

业务包括百货、购物中心、奥特莱斯，以及连锁超市。近年来，公司积极调整传统业务，

对核心门店提档升级，同时对社区店的转型改造，使得公司门店能够持续稳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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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局购物中心和奥特莱斯，顺应零售行业发展趋势。公司近年来积极布局购物中心和奥

特莱斯模式，我们预计这两种新业态将成为公司未来最有希望的盈利增长点。公司在

2007 年之后将战略重点转向购物中心及奥特莱斯的经营，截止目前，公司拥有购物中心

14 家，经营和管理奥特莱斯 3 家，合计建筑面积超过 150 万平米。我们在策略深度报

告中曾分析过，未来百货将更加注重“体验”，公司的战略调整符合未来行业发展趋势。 

 公司在上海地区区域渗透率高，消费客群庞大：友谊股份深耕上海及华东市场，拥庞大

的客户群，区域竞争优势凸显，同时超市业务现金流充沛，公司购物卡预收款和上游占

款超过 130 亿元，拥有大量低收益的现金资产，与公司未来要重点发展的大型零售综合

型购物业态配合，整体收益率情况有望提升。 

 盈利预测和投资建议：预计公司 2013-2014 年 EPS 分别为 0.66 和 0.74 元，此次国资改

革若有超预期，则公司是基本面较为稳健的投资标的。 

 

 

 

三、益民集团 

 公司主业为商业连锁和物业经营。公司业务主要包括商业连锁和商业物业经营，公司下

属上海古今内衣有限公司、上海天宝龙凤金银珠宝有限公司、上海新光照相器材有限公

司、上海床上用品有限公司等子公司的“古今”内衣、“天宝龙凤”金银珠宝、“新光”

照相器材、“上上”床上用品等老字号品牌随着企业的发展得到进一步提升，以“古今”

为龙头的连锁业拓展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各品牌的连锁网点已遍布全国各地，达

1200 多家。 

 全面推进特色连锁优势企业的不断发展是集团经济稳健增长的保证。公司全面实施“集

团化、品牌化、多元化、国际化”的发展战略，集团将继续加大投资、并购、重组整合

的力度，按照专业化、规模化的要求，坚持专业特色连锁经营理念，充分发挥品牌和规

模优势，不断扩大商业连锁的规模，不断探索有效的营运模式，以促进集团的可持续性

发展。 

 公司内衣业务不仅受益于品牌自身的增长，同时受益于内衣行业的增长。中国内衣行业

集中度较强，前 10 个品牌的市场占有率高达 66%，因此，伴随居民品牌意识的提升和

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公司内衣业务不仅受益于品牌自身的增长，同时受益于内衣行业的

增长。 

 随着城市的发展，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城市中核心商圈物业的资源属性愈发明显。公

司的商业物业多处在核心商圈，空置率极低。但由于有些物业签约时间较长，公司并没

有完全享受到市场租金的上涨。未来等待物业到期或重新租赁，则公司租赁业务收入将

有大幅提升，而由于成本相对固定，租赁业务的增量收入扣税后将全部转化为利润。 

 盈利预测和投资建议。预计公司 2013-2014 年 EPS 分别为 0.22 和 0.25 元，此次国资改

革若有超预期，公司作为上海国资代表性企业，有望产生主题性投资机会。 

 

 

四、新世界： 

 立足上海的区域零售商。公司立足上海，以百货为主业。公司仅一家门店，业绩增长平

稳。酒店业务及医药业务也有序发展。短期内，公司业绩仍将主要依靠新世界城的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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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增长，但由于门店已经处于成熟期，且近年来受到电商冲击影响较大，预计内生性增

长乐观情况下也仅能保持个位数增长。 

 外延扩张名品城，定位奢侈百货。公司的第二家门店新世界名品城，商场总面积约 12

万平，定位于顶级奢侈百货。2013 年封顶，预计开业时间为 2014 年下半年。这个项目

是公司未来外延扩张的一个重要项目，相当于再造一个“新世界”公司的营业规模，将为

新世界未来的业绩增长提供新的驱动力,我们看好其未来增长潜力，认为名品城将为新世

界未来的业绩增长提供新的驱动力。 

 盈利预测和投资建议。预计公司 2013-2014 年 EPS 分别为 0.48 和 0.51 元，此次国资改

革若有超预期，则公司作为弹性较大的标的，值得关注。 

 

 

 

五、徐家汇： 

 公司行业地位突出，区域竞争优势明显。公司前身为上海市第六百货商店，是上海市最

早的国营商业企业之一，具有悠久的百货经营历史。目前公司主要经营百货和超市业务，

公司旗下百货三家百货门店汇金百货徐汇店、上海六百和汇联商厦销售收入在上海市单

店销售收入排名靠前。 

 公司员工激励较为合理。公司员工激励充分。公司经营团队持有发行人股份，公司控股

子公司汇联商厦中有 22.8%的股份是由其主要经营者及业务骨干持有。公司国有企业同

时吸收管理人员以及核心员工持股的机制，既可以享受国有企业方面的政策性好处，又

可以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对公司的长远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公司百货门店区位极佳，客流旺盛。公司目前有汇金百货徐汇店、上海六百、汇联商厦

和汇金百货虹桥店，其中，汇金百货徐汇店、上海六百、汇联商厦位于上海市商业氛围

最为浓厚的徐家汇商圈，汇金百货虹桥店位于新崛起的虹桥商务圈。此外，公司汇金徐

汇店和虹桥店定位于中高端百货，上海六百定位为大众百货，汇联商厦定位工薪实惠，

公司百货门店实现对顾客的全方位覆盖。 

 自有物业比率高，重估价值凸显。公司目前经营物业全部为自有，总共拥有约 12 万平

方米的商业物业，多数店位置均位于上海市核心商圈，未来公司通过门店部分业态调整

有望更好实现核心商圈的物业价值。 

 盈利预测和投资建议。预计公司 2013-2014 年 EPS 分别为 0.58 和 0.60 元，此次国资改

革若有超预期，则公司是基本面较为稳健的投资标的。 

 

 

 

六、上海九百： 

 历史悠久，布局多元。上海九百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创建于 1939 年的百乐商场，1966

年 12 月，经上海市百货公司批准正式定名为上海市第九百货商店。1993 年 12 月上市。

经过十多年的运作，公司逐步形成了以洗涤化工产品及洗涤服务，商业地产的投资管理、

百货业的主营业务为主，以投资参股具有竞争优势的商业零售企业为辅的经营战略。公

司全资拥有并管理上海正章洗染公司、上海九百中糖酒业有限公司、上海九百商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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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参股沪港合资上海久百城市广场有限公司、上海久光百货有限公司、中进汽贸上海

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中韩合资上海易买得超市有限公司。 

 盈利预测和投资建议。预计公司 2013-2014 年 EPS 分别为 0.08 和 0.09 元，此次国资改

革若有超预期，则公司可以作为较好的主体性投资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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