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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宏源公司类模板 
报告摘要： 

 O2O 模式的本质，是使商品与消费者相互之间可以更便捷的发现。它既要充分

利用互联网的海量消息和无边界性，又要挖掘线下资源。这里面的场景化消费，

是其重要的特征，它使得客户与所处的环境紧密结合，为这些客户提供与所处场

景密切相关的移动互联网服务。因此 O2O 不是简单的单向过程，而是互相融合

渗透的过程，更直观理解是 O&O ：1、线下客户引入线上实现销售，将线下门

店成为线上平台的入口资源；2、把线上客户引流到线下完成必须在线下实现的

消费，以体验、娱乐、餐饮的服务业消费为主。 

 最近市场的热点切换到低估值行业，商贸零售指数也能跑进每日沪深市场板块

指数的前十。就目前的零售行业而言，我们认为商品电商化的趋势是不可逆的，

而服务业有望在 O&O 中增光填色。O&O 的成功与否在两个方面：1、是否可以

切实提高入口能力，这需要线下提高客户粘性， 2、在客户任性的消费习惯已经

被网上支付培养起来后，如何提高线下的客单价。分业态分析如下： 

 一、去百货，转型城市综合体，做小而美：增强客户体验，发展高毛利业态。

推荐 A 股城市综合体的标杆南京中商未来 O&O 业务延伸。（1）“小而美”是发

展的方向。（2）增强客户体验。增强客户体验的方式是丰富完善传统百货店功

能，营造高端客户的 VIP 体验，达到增加客户粘性的目的。（3）目前百货可以

利用微信平台，在移动客户端为自身的流量推广开辟一个新的平台，然后实现线

上线下同价，增强入口能力。（4）百货可以发展高毛利业态，从事互联网金融，

实现第三方支付。 

 二、超市：物流冷链的完善将使商超接受电商的强大冲击。（1）发展生鲜、中

央厨房、净菜、熟食，加强冷链对乳制品配送能力。统一菜场，减少生鲜产业链

环节，从而拥有价格优势以集客。（2）发展 O2O 业务，发挥线下优势，从而满

足客户对生鲜、食品即买即用的需求。线上优势是没有门店租金成本，送货上门，

货到付款。可以对洗化类、日用品类商品，进行线下订货线上销售配送，或者线

上销售、线下提货的商品可以加价销售。（3）减少线下开大店的模式，嵌入社

区，以满足线下消费者对便捷性、即买即食即用的需求。缩减租金成本，利用生

鲜集客能力引流客户到线下，发展店内日用品类、洗化类门店内虚拟销售。 

 三、便利店：电商冲击相对较小，线上平台增强入口能力，最适合 O&O 发展“快

书包”业务。便利店以其嵌入社区、拥有稳定的客户、且本身在线下以其快速便

捷的特征，受电子商务冲击相对较小。如果便利店实现 O2O 模式，将借助线上平

台增加流量，增强入口能力，我们看好“红旗连锁”转型突破的可能性。 

案例 1：侨福芳草地购物中心——百货小而美的代表 

案例 2：微信启动百货 O2O 战略，首家落户深圳天虹商场 

案例 3：快书包的短距离快速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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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子商务对于传统零售不断的冲击，零售企业正在寻求各种转型与突破，最近 O2O

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我们对于传统零售做 O2O 提出自己的看法。 

首先，任何企业从事商业活动，绝不能忽视商业模式的本质。商业模式的本质包括两方

面，一是入口能力，二是变现能力。而变现能力衡量了顾客进入后完成交易活动的情况，具

体又可拆分成转化率和客单价。 

O2O 模式的本质，是使商品与消费者相互之间可以更便捷的发现。它既要充分利用互联

网的海量消息和无边界性，又要挖掘线下资源。这里面的场景化消费，是其重要的特征，它

使得客户与所处的环境紧密结合，为这些客户提供与所处场景密切相关的移动互联网服务。 

因此 O2O 不是简单的单向过程，而是互相融合渗透的过程，更直观理解是 O&O ：1、

线下客户引入线上实现销售，将线下门店成为线上平台的入口资源；2、把线上客户引流到

线下完成必须在线下实现的消费，以体验、娱乐、餐饮的服务业消费为主。 

图 1：O2O 优点多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宏源证券   

最近市场的热点切换到低估值行业，商贸零售指数也能跑进每日沪深市场板块指数的前

十，可谓是屌丝的逆袭。我们作为商贸零售分析师也非常希望看到中国零售企业能在转型突

破，虽然转型之路是极其痛苦的过程，我们也希望能提供对投资者有用的投资建议。 

就目前的零售行业而言，我们认为商品电商化的趋势是不可逆的，而服务业有望在 O&O

中增光填色。O&O 的成功与否在两个方面： 

1、是否可以切实提高入口能力，这需要线下提高客户粘性，  

2、在客户任性的消费习惯已经被网上支付培养起来后，如何提高线下的客单价。 

我们在下文有分业态对如这两点做出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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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去百货，转型城市综合体，做小而美：增强客户体验，发展高

毛利业态。推荐 A 股城市综合体的标杆南京中商未来 O&O 业务延

伸。 

在大众百货受电商 F2C、B2C 冲击严重，高端奢侈品品牌商直接网上开店、海外代购的

冲击下，百货需要重塑体验娱乐消费新价值的商业模式。 

（1）“小而美”是发展的方向。突破口是优化调整百货品类，通过精选商品类别、甄选

品牌、定位高端时尚的体验式购物。放弃长尾做大而全，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提升客

单价。 

（2）增强客户体验。增强客户体验的方式是丰富完善传统百货店功能，营造高端客户

的 VIP 体验，达到增加客户粘性的目的。百货可充分利用 O2O，举办线下活动，将客户从线

上引流到线下。建设城市综合体，将为顾客提供独到的娱乐休闲等服务，从而提升百货的体

验功能，增强客户粘性。 

（3）目前百货可以利用微信平台，在移动客户端为自身的流量推广开辟一个新的平台，

然后实现线上线下同价，增强入口能力。 

（4）百货可以发展高毛利业态，从事互联网金融，实现第三方支付。 

 

二、超市：物流冷链的完善将使商超接受电商的强大冲击 

对于超市业态而言，其庞大的线下门店网络构成了主要优势，但由于其属于劳动密集型

产业。靠薄利多销，高流转生存。在租金上涨、人工上涨的环境下，超市只能获取微利甚至

亏损。 

对于线下超市的新商业模式在于： 

（1）发展生鲜、中央厨房、净菜、熟食，加强冷链对乳制品配送能力。统一菜场，减

少生鲜产业链环节，从而拥有价格优势以集客。 

（2）发展 O2O 业务，发挥线下优势，从而满足客户对生鲜、食品即买即用的需求。线

上优势是没有门店租金成本，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可以对洗化类、日用品类商品，进行线

下订货线上销售配送，或者线上销售、线下提货的商品可以加价销售。 

（3）减少线下开大店的模式，嵌入社区，以满足线下消费者对便捷性、即买即食即用

的需求。缩减租金成本，利用生鲜集客能力引流客户到线下，发展店内日用品类、洗化类门

店内虚拟销售。 

 

三、便利店：电商冲击相对较小，线上平台增强入口能力，最适合

O&O 发展“快书包”业务 

便利店嵌入社区，拥有稳定的客户。但增值服务（代收水电费、公交卡充值、还信用

卡、代理火车票航空机票、彩票），网商开始进入，而且更有优势。虽然本身商品有一定

毛利，但在租金上涨、人工上涨过程中，仅能获微利。实际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

地，并不太赚钱。代表企业包括 7-11，全家，红旗连锁等。对于便利店而言，未来的机会

在于城镇化过程中消费升级。有嵌入社区的优势，便利店可以做信息传递中枢，卖广告和

信息业务，如彩票、招聘、房屋中介租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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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店以其嵌入社区、拥有稳定的客户、且本身在线下以其快速便捷的特征，受电子

商务冲击相对较小。如果便利店实现 O2O 模式，将借助线上平台增加流量，增强入口能

力，我们看好“红旗连锁”转型突破的可能性。 

 

案例 1：侨福芳草地购物中心——百货小而美的代表 

北京侨福芳草地购物中心是侨福集团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第一个大型创新建筑——侨

福芳草地的组成部分之一，于 2012 年 9 月 16 日正式对外开放。该购物中心紧邻北京 CBD

核心地带，建筑面积约为 13.8 万㎡，租金价格与同行业且相似地段的购物中心持平，是

聚集世界顶级时装及潮流品牌的时尚购物中心。公司利用其地处核心商圈的地理优势，选

取的盈利模式主要为店铺租金及自营的城市超市。公司定位客户为高端商务人士，力求在

受电商冲击的大背景下寻找新的利润点。其独有的特色是世界顶级时装及潮流品牌的高端

定位和丰富多元的艺术氛围，为每一位到访者带来了充满新意的独特体验。 

侨福芳草地购物中心的销售范围有手表珠宝、服装配件、生活雅趣、美容保养和精品

超市五大类别，进驻的品牌均为国际高端顶级品牌，例如 Breitling、Camille Fournet 及 Toni 

& Guy 等，其中有超过一半的品牌是大陆进驻的首家店。通过独家商户和品牌获得资源，

是侨福芳草地购物中心开业的一大亮点和优势。值得一提的是，侨福芳草地购物中心的精

品超市——城市超市（CITY SHOP）。城市超市是一家专营进口食品的高端超市，因其与世

界食尚同步的高品质产品和亲切服务得到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外籍人士和喜爱异域美食的

本地顾客的推崇。 

另一方面，自去年月开门迎客以来，侨福芳草地购物中心一直以相对低调的姿态展现

自己的“艺术气质”。购物中心拥有多件艺术大师达利的雕塑、多件艺术作品、国内最长的

室内长桥、平米的公共艺廊、获得美国 LEED 绿色认证标准铂金奖的建筑设计。芳草地并

不是以艺术品的存在来增加购物中心的氛围，而是在开发前就把艺术当做整个项目的一部

分，研究购物中心如何与艺术共存，设计前期，包括建筑挑高、地板、建筑材料的运用等，

也在设计的同时融入了艺术理念。在后期发展艺廊和实用艺术展厅的过程中也都会有考

虑。公司的执行董事 Leo 坦言，建造这个购物中心的一个奢侈目标是，让来这里的人不仅

仅是来花钱而是来花时间的。因此希望用绿色建筑来创造出一个自然的环境，用艺术人文

来打造一个温暖的空间，让北京市民多一个地方享受时光、享受购物、享受艺术。 

案例 2：《微信启动百货 O2O 战略 首家落户深圳天虹商场》： 

9 月 10 日消息，亿邦动力网独家获悉，微信将于本周正式启动面向实体零售业态的

O2O 项目，从而完成微信商业化中电子商务的重要一环。届时，线下门店可采用微信开店

的方式进行线上销售，同时用户可持微信至线下门店享受各种优惠服务。  

据亿邦动力网了解，微信首批试点企业将在深圳展开，天虹商场则有望成为全国范围

内第一家与微信达成战略合作的百货公司。  

“这个项目本周应该可以面市，最迟不会超过中秋节。”据天虹商场相关负责人透露，

微信试图将深圳天虹商场打造成微信 O2O 的行业标杆，随后有望在 10 月底将该模式复制

到天虹商城更多地域的门店中去。  

据悉，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东莞、惠州、福州、厦门、南昌、长沙、嘉兴、

苏州及北京等地开设了 34 家直营商场及 2 家特许经营商场。同时，这家中国连锁百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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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线上还有一家 B2C 电商平台——天虹网上商城。  

该天虹相关人士介绍，此次微信与实体百货 O2O 项目的基本逻辑完全遵循零售业务

去设计，利用微信公众账号内臵自定义菜单，将百货公司一部分商品做到微信端可视化。  

这也意味着，百货商场可以将线下业态搬到微信公众平台，以微信商店的形式展开销

售。亿邦动力网发现，在这种关联之下，微信还可以实现以下几种重要功能：  

1.打通与实体百货业务的会员体系，用户可以将微信当会员卡使用；  

2.用户可在微信上购物并直接付款（或分阶段实现）；  

3.在微信上买购物卡送礼；  

4.用户可以订阅卖场内自己喜爱的品牌，打破公众账号频繁促销骚扰用户的逻辑。 

案例 3：快书包的短距离快速运送 

图 2：快书包与京东、当当配送模式对比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 

快书包是 2010 年 6 月上线的一家随身网店，以短距离快速配送的模式为其主要特征，

它推出全新的“一小时到货”服务，在北京、上海、西安、成都、长沙、杭州、深圳七城市

的配送区域内，提供 1 小时快速配送。其商业模式可简单地归纳为“7-11”加“麦当劳”模式。

具体如下： 

产品、服务：北京、上海、西安、成都、长沙、杭州、深圳提供精选的 500 种图书杂

志与精致休闲小食品的 1 小时快速配送。 

目标客户：喜欢网购图书且购书在 300 元以上的中高端白领。 

成本结构：物流体系建设（分库房租金）与维护是最大投资成本，此外网站流量 50%

来自搜索引擎，引流与 SEO 是第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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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模式：赚取用户购买图书的差价，图书毛利率在 15-20%。 

模式优点：对客户，节省图书选择的时间成本，同时提供快速配送；对企业，窄 SKU

深库存降低采购成本，减少长尾的库存成本。 

模式缺点：1、图书的客单价不高、不扩充品类难以弥补高昂物流成本；2、窄 SKU

也失去了长尾资源的高毛利收益。 

对于快书包而言，主要的竞争要素有两个，第一是前端窄 SKU，商品基本是选精品，

在快书包模式里选精品的难度不大，因为有畅销书排行榜（当当、京东等）的帮助，据说

快书包只采购销量超过 3 万册以上的图书，但在扩展其他品类时存在选品的压力。第二是

合理配臵区域分仓加精准估算各分仓深度从而缩短后端供应链，目前，快书包在北京、上

海的城区内建设了一个个辐射范围 5 公里，可覆盖 20 多平方公里的物流配送站，正常的

平均配送时间是 40 分钟；在各分仓的库存深度上，先根据区域的订单量，备有适量的库

存，当库存消耗到一定程度再及时进行补货。 

南京中商：告别过去，迎接未来精彩 

历史遗留问题清理接近尾声与民营机制引入提高运营效率公共振，迎业绩 V 形反转。

正公司 2013 年将完全引入民营机制，对于公司经营效率指标进行严格考核。我们判断净

利率未来稳态情况下将达到8%以上（零售行业平均净利率4.15%，目前公司净利率2.45%）。

随着公司 2013 年销售和管理费用率的下降，以及毛利率进一步提升。同时，公司冗余人

员辞退补偿、担保诉讼等历史遗留问题清理进程接近尾声，公司业绩将迎来 V 字形反转。 

长期看公司业绩增长空间仍然巨大，城市综合体将显著贡献业绩。近按目前公告项

目测算，公司合理价值应在 40 元，尚有 70%空间。未来 10 年，新型城镇化大趋势将拉动

公司快速成长。公司计划到 2015 年公司销售做到 300 亿左右，希望到 2020 年能开到

100-200 家店。我们认为公司引入民营机制后，经营效率焕然一新，公司的计划可操作性

强，未来将有望成为真正的全国性布局商业企业。另外，仅按目前已公告项目看，公司大

型综合体项目总建筑面积可达 162 万平米，我们粗略测算若 70%为商业出租，则出租面积

可达 113 万平米，假设 10 万平米的商业物业出租可以实现 5000 万净利润/年，则未来成

熟情况下，商业综合体大概可实现每年 6 亿元租金净利润，折合 EPS 至少 2.元，按照可类

比的香港上市公司华润臵地的 10X PE 估值水平，租金部分 EPS 对应折合股价 20 元，商业

部分稳定情况下约实现 EPS2 元，给予 10X PE，对应已有商业部分股价 20 元。因此，即使

不考虑公司未来新项目的成长性，公司合理价值应在 40 元。考虑到未来新项目的成长性，

公司股价有更大上升空间。 

未雨绸缪，运筹帷幄，以体验模式应对电商冲击。未来公司新建的城市综合体项目

中，都将以体验为主，体验占 70%，购物占 30%。商业的部分购物功能虽然可能逐步被线

上渠道替代，但娱乐、休闲、饮食等体验式消费具有不可替代性。公司在体验方面做足功

夫（比如同美国梦工厂合作），细致经营，能够抗击电商冲击。 

盈利预测和投资建议。我们预计公司 2013-2015 年 EPS 分别为 1.61、2.26 和 2.89 元。

公司业绩改善空间仍然较大，此外多个城市综合体项目在未来长期也将为公司贡献显著业

绩，长期仍然看好公司发展，维持公司“买入”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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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南京中商盈利预测 

主要经营指标 2011 2012 2013E 2014E 2015E 

营业收入(百万) 6579.00  6027.83  8089  9723  11240  

增长率（%） 33.24% -8.38% 34.20% 20.20% 15.60% 

归母净利润(百万) 53.33  58.04  463  650  831  

增长率（%） 14.34% 8.83% 698.00% 40.34% 27.83% 

每股收益 0.19 0.20 1.61 2.26 2.89 

市盈率 123.81 113.77 14.26 10.16 7.95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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