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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名称 
EPS PE 

13E 14E 13E 14E 

重庆百货 2.04 2.38 11.6  9.9  

合肥百货 0.57 0.64 11.4  10.2  

鄂武商 A 0.91 1.06 15.0  12.9  

中央商场 0.87 1.22 15.3  10.9  

东方金钰 0.64 0.83 29.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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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商贸零售行业动态点评 

 

光棍节销售提前透支了未来的消费需求，政府反腐抑制消费增长，预计 12

月销售数据不容乐观。随着三中全会召开明确了新一轮国企改革方向，未来

国企改革红利释放将持续成为零售行业的投资主题，建议重点关注合肥百

货。 

 

 国企改革和民营银行带动板块上涨：12 月 10 日零售板块上涨 1.68%，

涨幅在所有行业中名列第二，我们认为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1）国资

改革概念再度爆发，上海本地重组指数上涨 3.68%，居 Wind 各概念指

数第 1 位，其中益民集团上涨 6.91%，上海九百上涨 4.68%、兰生股份

上涨 3.72%、、友谊股份上涨 3.51%、新世界上涨 2.92%，徐家汇上涨

2.17%。（2）有媒体报道，首批民营银行试点名单已经上报，目前尚待

批复，作为下一步金融改革的重头戏，民营银行试点有望较快推进，预

期首批牌照最快于今年底明年初出炉。受此消息影响，苏宁云商、友阿

股份分别上涨 4.55%、3.67%。在国企改革和民营银行概念的带动下，

行业大幅上涨。 

 行业基本面短期难以好转：我们预计 12 月销售数据不容乐观：（1）光

棍节销售提前透支了未来的消费需求，而且进入 12 月份，线上企业促

销活动依旧如火如荼；（2）政府反腐抑制消费的增长。11 月底，中央

纪委发出通知，严禁元旦春节期间用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烟酒、花

卉、食品等年货节礼。另外，在“八项规定”之下,很多机关事业单位

纷纷取消了年底的年会，这些都将进一步加大线下企业销售增长的压力

和难度。在宏观经济弱复苏的背景下，行业短期内难以有实质性好转。 

 国企改革有望点燃下一轮行情：随着三中全会召开明确了新一轮国企改

革方向，未来国企改革红利释放将持续成为零售行业的投资主题。国企

改革给零售业带来两大利好：（1）国内零售企业大多是国有体制，国企

遗留的众多问题如公司股权结构不顺、管理层缺乏激励等制约了公司业

绩释放的活力。一旦体制问题得到解决，在治理和激励改善后，经营效

率提升，利润提升空间大。（2）尽管从经营层面看乏善可陈，不少国有

零售企业从资产质量和现金流角度来看，仍然具有极大的价值。在国企

改革浪潮的推动下，竞争力较强的零售企业可以通过收购兼并、产业整

合的途径来发展壮大。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国企改革已在上海拉开帷幕，上海的国企改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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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好的示范意义，或将成为其他省市制定改革方案的标杆，安徽有望

接棒上海成为国企改革率先试点的区域。11 月 25 日，安徽副省长杨振

超在农垦集团主持召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调研座谈会。12 月 3 日，安

徽上市公司雷鸣科化公告预示安徽国资改革再度提速，破题将近。雷鸣

科化公告称，为满足安徽省国资委关于精简企业管理层次的要求，公司

全资子公司雷鸣科技拟将持有的雷鸣爆破股权全部转给上市公司，雷鸣

科化将通过股权重整，实现对雷鸣爆破的直接持股。按安徽省国资委《关

于进一步推动省属企业理顺产权关系，优化产权结构工作的指导意见》

要求，安徽省省属企业须综合运用改制退出、产权转让、股权收购、合

并重组、无偿划转、增资扩股、产权变更、提升级次、依法破产、清算

注销、引进战投等手段，建立“产权关系明晰、管理层次扁平、股权比

例合理、业务板块明显”的产权结构，要求在 2013 年 12 月底前基本完

成任务。 

 建议重点关注合肥百货：（1）国资改革已从上海拉开了序幕，未来行业

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国资控股的优质上市公司资源转为民营机制，此前多

次传出合肥国资委有转让合肥百货国有股权意向，在国资改革的大趋势

下，公司有国退民进预期；（2）公司估值低，PE 仅 12 倍，向下空间不

大，风险小；（3）公司前三季度账上现金 36.23 亿元，剔除有息负债后

的净现金约为 31.23 亿元，自有物业面积 20 余万平米，保守估计价值

20 亿元，净现金与自有物业价值总计 50.23 亿元，和市值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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