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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宏源公司类模板 
公司事件： 

 红旗连锁 10 月 20 日晚间发布关于公司与腾讯微信开展合作的公告。双

方签署《红旗连锁腾讯微信服务协议》，根据协议，公司联手腾讯微信

开发团队打造便利生活应用平台，通过腾讯微信公众平台，将公司资讯、

商品、优惠和服务信息上传，让顾客通过订阅获取个性化资讯；同时，

实现会员系统的无缝对接，让会员无需持会员卡可享受会员权益，并获

取积分和消费信息；基于 LBS（位置服务）的门店查询系统，消费可实

现查找周边最近 10 家门店的详细信息，包括一键拨打和导航功能等；通

过智能客服，实现与顾客一对一的互动、活动预约报名等功能。平台预

计将于 2013 年 11 月 30 日上线。 

报告摘要： 

 O2O 率性落地，充分发挥密集店面资源优势。公司以便利超市经营为核

心业务，以便民服务为经营特色，在区域内非常密集的网点布局。公司

在大成都有 1409 家门店，基本上在成都的每条街道都有自己的门店，此

次与微信的结合，是 O2O 的落地，基于 LBS 的位置定位可以充分利用

密集店面资源，把网店的密度性和作为便利店的便利性与网络优势进行

结合，实现全渠道销售。 

 一网多用打造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依靠网络提升增值服务。公司开始在

20 多家门店试点火车票代售业务，是国内首家代售火车票的超市企业，

同时与邮政速递和顺丰速运合作，尝试在公司各门店试点快递业务，这

些举措都使得公司向社区服务中心大步迈进，进一步增强门店集客能力。

在 O2O 落地的过程中，公司不仅可以利用密集网店实现一网多用，向社

区化服务体验转型，并且利用网络加强社区交互，实现增值服务的价值

提升，发展潜力非常巨大。 

 盈利预测和投资建议。我们预计 13-15 年（摊薄）EPS 分别为 0.49、0.53、

0.59 元。我们维持公司“增持”评级。 

主要经营指标 2011 2012 2013E 2014E 2015E 

营业收入(百万) 3447.96 3905.15 4497 5108 5723 
增长率（%） 24.71% 13.26% 15.14% 13.61% 12.03% 

归母净利润(百万) 170.61 173.49 194 213 235 

增长率（%） 13.17% 1.69% 12.04% 9.49% 10.34% 

每股收益 0.853 0.867 0.49 0.53 0.59 

市盈率 15.64 15.06 26.65 24.64 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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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炫如：商贸零售行业高级分析师，消费服务组组长，就读香港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金融学硕士，7 年

证券行业从业经验，2010 年 8 月加盟宏源证券研究所。曾服务于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华泰联合研究所。 

主要覆盖公司：永辉超市、上海家化、友好集团、红旗连锁、苏宁云商、银座股份、新华百货、吉峰农机、王府

井、东方金钰、友阿股份、大连友谊、飞亚达、老凤祥、昆百大 A、新华都、欧亚集团 

机构销售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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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晓凤 010-88085111 18600910607 muxiaofeng@hys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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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婉莹 0755-33352196 13424300435 sunwanying@hysec.com 

周  迪 0755-33352262 15013826580 zhoudi@hys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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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保险/私募 赵  佳 010-88085291 18611796242 zhaojia@hys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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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信托 朱  隼 010-88013612 18600239108 zhusun@hysec.com 

宏源证券评级说明： 

投资评级分为股票投资评级和行业投资评级。以报告发布日后 6 个月内的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涨跌幅相对同

期的上证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 

类别 评级 定义 

股票投资评级 

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跑赢沪深 300 指数 20%以上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跑赢沪深 300 指数 5%～20%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与沪深 300 指数偏离-5%～+5% 

减持 未来 6 个月内跑输沪深 300 指数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跑赢沪深 300 指数 5%以上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与沪深 300 指数偏离-5％～+5％ 

减持 未来 6 个月内跑输沪深 300 指数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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