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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翼股份看跨境出口电商品

牌化模式，中国品牌出海走向世

界 

 

增持（维持） 

核心要点 

 海翼股份是跨境出口电商模式中典型的品牌电商模式，也是品

牌化战略最为成功的卖家之一。海翼股份为新三板挂牌公司，

本报告数据主要基于公司公告及公开披露数据。海翼股份 16

年收入 25 亿，归母利润 3.25 亿，净利润率高达 13%，未来发

展潜力较大 。作为比较，A 股龙头跨境通包含并表在内，16

年收入 86 亿，归母净利润 3.9 亿。 

 海翼 SKU 仅百余个，核心品牌为 Anker，主打移动充电设备。

售价高于平均价 20%，市占率高达 30%，真正打造了国际化

的中国品牌。品质过硬，服务领先，获得了消费者、亚马逊平

台、GOOGLE、主流媒体等的认可，打入沃尔玛、百思买等传

统线下渠道，是中国品牌出海的典型代表。15、16 年营业收入、

净利润增速均超过了 70%，各项财务指标良好。 

 海翼股份主要创始人系前 Google 工程师，以技术作为公司发

展的核心驱动力。借助大数据，把握前端消费需求，并服务于

产品开发，注重研发投入；极为重视客户体验，无条件退换货，

各个细节追求极致，亚马逊平台评分高达 4.6 分；注重品牌建

设及与顾客互动、营销，与两百万粉丝通过网络互动，每年有

过亿的广告投放，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频繁报导。 

 跨境出口电商的方式可以在国内做品牌、客户运营，直接面向

欧美终端消费者，叠加中国优质供应链，竞争优势较强，未来

发展空间广阔。不止于制造在中国，商品的渠道和品牌也逐步

在中国，到 2025 年在欧美国家销售额达到十几亿的中国品牌

有望超过 1000 个。海翼股份将充分受益品牌出海的红利，借

助跨境出口电商的模式走向世界。除了充电产品之外，海翼积

极开拓其它品类商品，升级更新迭代产品，开发新品牌，Eufy

智能家居品牌 17 年销售额已经过亿，另外有 roav、nebula 等

品牌；并面向其它品牌如按摩器品牌 easapal 等提供营销、IT

系统、操作支持等基础服务，助力中国品牌走向世界。  

 海翼股份优势突出，打造的 Anker 品牌享誉世界，公司未来成

长性极佳，印证了跨境出口电商行业的广阔空间与良好发展前

景，值得关注。看好行业发展前景，维持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 

亚马逊平台政策风险及品类竞争的风险 

产品开发建设及更新迭代不及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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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造中国充电设备品牌 Anker 驰名世界，深受消费

者认可，成长性及盈利性良好 

1.1. 核心产品围绕移动充电设备，品牌化运营 

海翼股份是优秀的自有品牌出口跨境电商，公司专业从事智能移动

周边产品、智能生活周边产品及计算机周边产品的研发和销售，主要产

品包括电池、充电器、数据线、耳机、音响、扫地机器人等。 

图表 1：Anker 品牌主要围绕移动充电设备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东吴证券研究所 

海翼股份的核心产品主要围绕充电类产品，并逐步将品牌化运营的

经验扩展到其它品类，增速较快。 

图表 2：海翼股份营业收入按类目拆分总量及占比、增速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吴证券研究所 

 

1.2. 打造中国品牌 Anker，享誉世界 

公司旗下的主要品牌 Anker 是中国出海跨境电商领域的领导品牌

之一，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地区和国家的优质用户超过 2400 万。

Anker 品牌的影响力在 2016 年进一步凸显。在 Google、WPP 等 联合

发布的中国出海品牌 30 强中，Anker 位列第八，排名在东航、海信、

TCL、17 中兴、大疆等企业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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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海翼 Anker 品牌国际知名度较高 

 
资料来源：亿邦动力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极高的品牌认可度及知名度也使海翼股份在诸多跨境出口电商卖家

中脱颖而出，极具特色。Anker 品牌售价高于平均价 20%，市占率高达

30%，除了线上销售外，线下沃尔玛、百思买等渠道销售增长迅速，占

比不断提升，真正打造了国际化的中国品牌。 

1.3. 营收利润快速增长，各项财务指标良好 

公司业绩增长迅速，14-16 年营业收入 7.46/13.02/25.09 亿元，归母

净利润 810.03/13490.51/32531.60 万元。近三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速 83.4%，

16 年净利润增速 142.7%。 

图表 4：公司近三年营收、净利润保持快速增长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吴证券研究所 

在高速成长的过程中，公司 16 年存货仅为 2.7 亿元，显示了公司良

好的库存管理及销售预测能力，经营性现金流为 2.3 亿元，摊薄净资产收

益率高达 72%，存货周转次数为 6.5 次，在同类公司中处于较高水平，

各项财务指标良好。 

海翼发展过程融资较少，2016 年 12 月首次融资：由 IDG 资本领衔

的 5 个投资方共认购 3.27 亿元新股，企业整体估值 3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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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海翼股份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经营性现金流（亿元） 2.31 0.97 0.83 

存货（亿元） 2.76 0.89 0.38 

存货周转率（%） 6.50 9.76 12.10 

销售毛利率（%） 53.92 52.52 38.60 

销售净利率（%） 12.84 12.34 1.60 

ROE（摊薄）（%） 72.34 151.31 51.92 

ROA（%） 52.75 56.62 6.86 

资料来源：Wind 资讯，东吴证券研究所 

 

2. 核心优势突出，筑就 Anker 品牌 

2.1. 主要创始人为前 Google 工程师，注重研发，以技术作为

核心驱动力 

海翼股份 CEO 及主要创始人为阳萌， 2003 年获得北京大学计算机

科学本科学历，2005 年获得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计算机科学硕士研

究生学历，曾任 Google Inc.高级软件工程师。2011 年 10 月份在长沙成

立了湖南海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公司创立之初，便设立了打造优质品牌的目标，弘扬中国智造之美。

海翼借助亚马逊平台，成功地将旗下 Anker 品牌的电池、电源以及网络

设备产品推向了欧美日等市场。 

核心团队成员均有 Google 等公司任职经历，均为 30 余岁，处在黄

金年龄，目前团队超过 100 位研发工程师，专业化能力较强，整体团队

也较为年轻，专注集中资源打造“好产品”，获得多项国际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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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公司核心员工系前 Google 前工程师，年富力强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东吴证券研究所 

2.2. 大数据抓取消费者需求，优化用户体验 

公司从市场上消费者痛点着手，专门开发了一套抓取软件， 搜集各

个平台上消费者的评论、价差，结合各方经验，做好产品选择与开发。 

以海翼最具代表性的多口充电器为例，在技术研发上，公司突破了

设备识别、电流稳定性与充电速度、外壳材质、工艺等多个难点，产品

颇具创新性与实用性。Anker 的多款产品在亚马逊上排行搜索销量第一，

平均星级为 4.6。以一个简单细节为例，公司 USB 充电设备产品的颜色

为黑色，并非国内常见的白色，这也是公司在广泛数据分析与调研的基

础上确立的，受到海外消费者的欢迎与认可。 

图表 7：Anker 移动充电设备 

 

资料来源：海翼股份官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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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技术型公司，重视研发及产品品质，优化供应链管理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海翼更像是一个技术型公司，2016 年公司的研

发投入金额高达 8014 万元，占整体营业收入的 3.19%，同比增长 550%，

16 年末公司拥有研发人员 197 人，拥有专利 175 项。公司拥有 176 项专

利，10 个红点、IF 设计奖。整个技术团队约有 400 人，占到公司员工总

数的一半以上。 

海翼的研发投入在同行处于较高水平，研发、技术上的投入让海翼

的产品脱颖而出。公司采用重技术、轻资产运营模式，核心竞争力体现

在产品新颖设计及满足市场需求的解决方案能力，产品全部由外协厂商

负责原材料采购及组织生产。 

图表 8：海翼股份研发模式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吴证券研究所 

海翼极为重视产品品质，以一款充电线产品为例，不少用户原装的

苹果充电线 1 年就会用坏，海翼创新的将“军工级材料凯夫拉纤维”（美

国杜邦研制的一种芳纶纤维材料）填充到线材产品中，将线材抗拉与抗

折弯能力提高数倍，上万次折弯而不影响品质。为了更好地传达产品的

好品质，海翼寻求达人合作，用数据线绑在两辆车中间，前车拉后车，

行走十几米后，充电线依然可以正常使用，这样使得海翼产品的特性广

为人知。除了品质以外，海翼还将服务做到了极致，全球 18 个月质保承

诺，在亚马逊平台产品星级评分处于较高水平。 

海翼采用的是“自主品牌研发设计+外协加工生产”模式，优化供应

链管理及产业效率。在供应商管理战略上，公司采取全球采购、战略寻

源、开展战略合作及增加供应链的模式，通过精益生产降低生产成本；

通过电子商务降低交易成本；通过价值分析减少不必要的成本浪费；最

终实现价值不断向客户的转移。在供应链布局方面，公司致力于打造真

正的端到端（从终端客户到最上游的供应商）的集成供应链，提供快速、

柔性、低成本、品质高的供应能力，确保公司产品的竞争优势。公司对

于开发销售的产品，从上游芯片、原料，到模组、模具、方案，直至与

具有开发设计能力的外协厂商进行深度战略合作，并持续打造一条核心

供应链，来保障品质高、成本低、交付快速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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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优化营销渠道投入，打造标杆品牌 

海翼有 70-80 人组成的专业营销团队，每年广告投入过亿，与几百

万的粉丝进行互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频繁报导。   

 

图表 9：华尔街日报推荐 Anker 产品 

 
资料来源：华尔街日报，东吴证券研究所 

 

公司根据不同的销售渠道特点，组建了一支专业化的营销队伍。公

司针对不同地区市场建立了独立的渠道管理团队，其产品选择、价格、

推广以及售后服务均根据当地市场特点进行优化，能够更好地满足不同

地区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提高用户口碑。 

公司通过高效的广告和营销推广持续增加新用户对 Anker 品牌的

购买兴趣，如美国用户在各主流搜索平台搜索 Anker 的频次同比去年同

期增长超过 80%，为亚马逊的销售带来流量和新用户。Anker 积累了良

好的品牌口碑，其有助于使相关度高的新品类产品得到老用户的支持，

如公司蓝牙音箱有约 1/4 买家是 Anker 老用户。 

优质的产品品质、服务逐步建立了海翼的品牌，深受消费者认可与

推荐。据公司在 17 年 7 月跨境出口电商峰会上披露的数据，曾经有个顾

客的评论受到广泛阅读，为公司带来了 100 万美金的销售收入。 

2.5. 从线上到全渠道销售，覆盖海量消费者 

海翼股份最主要的销售渠道为亚马逊，借助亚马逊平台，链接到全

球消费者，为了更好的客户体验，公司亚马逊平台的销售采用 FBA 模式。 

亚马逊平台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海外发达国家的消费者越来越愿意

使用亚马逊平台购买产品。从 Google 统计亚马逊的品类销售规模看出，

亚马逊整个平台品类规模销售额 2016 年较 2015 年同比增长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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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拥有 2,400 万用户，产品定位中高端，符合欧美等经济发达地区

居民对产品品质要求，在北美、欧洲、日本等多个国家亚马逊平台同品

类销量第 1。目前公司境外收入占比超过 95%：北美+欧洲收入占比近

80%；亚洲地区收入主要来自日本，占比接近 15%，并逐年上升。公司

早期创业选定北美为第一市场，深耕北美地区。公司 2015 年开拓国内市

场，建立天猫、京东旗舰店，国内收入占比相对较低。海外线下销售在 

2016 年取得突破性进展。目前公司的线下渠道业务已经覆盖欧美、日本、

东南亚、中东、韩国、南美等多个国家。16 年公司与 3000 多家沃尔玛门

店和 600 多家 Bestbuy 门店合作，打通了其从线上走到线下的全渠道布

局之路。 

图表 10：海翼股份各地区营收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吴证券研究所 

3. 弘扬中国智造之美，中国品牌走向世界  

3.1. 拓品类，创品牌，成长性良好 

除了充电产品之外，海翼积极开拓其它品类商品，升级更新迭代产

品，Eufy 智能家居品牌 17 年销售额已经过亿，另外有 roav、nebula 等品

牌；  

图表 11：海翼股份拓展品类，不断开拓标杆品牌 

 
资料来源：海翼股份，东吴证券研究所 

以车联网品牌 Roav 为例，公司于 11 月发布车载 HUD（Head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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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汽车抬头显示器）Roav Dashtop。Roav Dashtop 可连接车辆与智

能手机，显示车辆和手机相关信息，包括油量、导航细节、来电信息、

交通信息等，可连接倒车摄像头，提供倒车后视功能，支持 4G 网络。 

 

图表 12：海翼股份品牌产品简介 

公司产品 图片 简介 

Roav Dash Cam 

 

水晶清晰记录:先进的索尼Exmor传感器，

广角物镜镜头，在晚上也可以利用夜鹰视

觉技术捕获 4条车道。即时视频访问:使

用 ROAV应用程序下载、管理，直接在移

动设备上查看 DashCam的录音。支持动作

激活:如果汽车被撞或自动记录到肇事逃

逸，重力传感器会激活相机。 

Eufy RoboVac 

 

按一下按钮清洁房子。多功能的清洁模式

和低姿态的设计，便于在桌椅下进行清

洁，以及每个角落和缝隙。高容量锂离子

电池:提供超过 1.5小时的无 fade功率的

恒定，强大的吸力 

Nebula 

 

支持佳能 5域和任何 mirrorless 相机

BMPCC、a7索尼、松下和其他相机。无工

具的平衡调整系统;可安装蓝牙的无线接

口。 

资料来源：亚马逊网站，中关村在线，东吴证券研究所 

  

3.2. 提供跨境电商品牌出海基础服务 

海翼不仅自己做品牌，也开始逐步提供品牌建设基础服务，帮助中

国品牌出海。公司在做品牌的时候形成了很多能力，例如营销能力、物

流操作运转能力、把欧美电商网络连接起来的一套 ERP 系统的能力。公

司会在未来把这样的能力逐步打磨好之后开放出来，服务中国更多希望

出海的企业，帮助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做得更好。 

海翼股份跟奥佳华（002614）在 2017 年 5 月签署协议，合作建设按

摩器品牌 easapal，双方拟共同经营按摩椅、按摩小家电、健康护理产品、

健康电器、美容等产品的跨境电商业务。奥佳华是国内按摩器具行业第

一家上市公司，产品远销海内外。双方成立合资公司，依托奥佳华（原

称蒙发利）在保健按摩器具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及海翼股份在跨境电商

平台积累的品牌、营销、渠道以及成熟的客户服务和运营经验，将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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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保健按摩器具出口跨境电商自主品牌，拓展全球保健按摩器具出口

跨境电商市场。  

3.3. 品牌出海大时代，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品牌 

跨境出口电商行业内公司发展迅速，不止于中国制造，未来更多是

打造中国创造、中国品质、中国品牌。整体中低端制造业逐步向更低成

本的东南亚转移，一批优秀的创新型中国企业逐步涌现，如大疆无人机、

Anker、莱克等。第四次产业转移，是中国制造的新机遇，中国将从制造

业大国逐步转型升级，走向技术研发、品牌建设等高产业附加值的环节，

面向 22 万亿美金的全球零售市场。 

不止于制造在中国，商品的渠道和品牌也逐步在中国，到 2025 年在

欧美国家销售额达到十几亿的中国品牌将会超过 1000 个。跨境出口电商

的方式可以在国内做品牌、客户运营，直接面向欧美终端消费者，叠加

中国优质供应链，竞争优势较强。未来是中国品牌出海的时代，也是中

国跨境出口电商零售高速成长的的时代。 

海翼股份 15、16 年营业收入、净利润增速均超过了 70%, 优势突出，

打造的 Anker 品牌享誉世界，未来成长性极佳，印证了跨境出口电商行

业的广阔空间与良好发展前景，值得关注，看好行业发展前景，维持增

持评级。   

风险提示 

亚马逊平台政策风险及品类竞争的风险 

公司产品的主要销售平台亚马逊和所在电子配件品类都存在竞争日

益加剧的问题，亚马逊加大中国市场招商，中国卖家进驻亚马逊平台的

数量在过去一年多急剧增加。同类产品的卖家数量增加，卖家之间竞争

愈加激烈，部分电子配件品类平均价格出现走低的趋势。公司积极开拓

全渠道销售并不断注重研发及营销，提升品牌力以应对风险。 

产品开发建设及更新迭代不及预期的风险 

电子产品生命周期有限，消费者需求变化较快，公司需要持续创新，

开发产品，不断更新迭代，满足市场需求。若新品开发不被市场接受，

公司有可能失去市场份额，影响营收利润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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