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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宏源公司类模板 
公司事件： 

 公司公告：为实现线下与线上融合的 O2O 商业模式，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出资人民币 10,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步步高电子商务有限责任

公司”。 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条件下，公司将用步步高电子商务有限责

任公司 20%的股权用于激励该全资子公司的电商管理团队。 

报告摘要： 

 设立电商子公司，凸显公司战略重视程度；激励机制合理，激发管理层

动力。步步高通过设立全资子公司进军电商，而不仅仅是采用事业部的

方式，凸显出公司对于电商在战略层面的重视程度。同时值得一提的是，

公司将用电商公司 20%的股权用于激励电商管理团队，合理的激励机制

将进一步激发管理层动力，促进电商公司快速发展。 

 步步高进军 O2O 优势充足。第一大优势： 步步高的品牌价值和品质服

务在本地消费者中早有口碑，可以大大降低线下用户转化成线上用户的

成本。第二大优势：步步高电商将共享步步高仓储和干线物流，降低运

输和包装成本，提升核心竞争力，计划将用 2-3 年时间，在湖南实现 4

小时到货。第三大优势：本地电商市场与移动电商天然而紧密的结合，

后续步步高将在移动电商发力，移动电商将会是步步高的战略突破点。

第四大优势：没有哪种单一的方式能满足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所以步步

高一定是线下线上齐头并进。不存在左右手互博，步步高的客户，可以

在步步高任何一家店（无论线上线下）购买，步步高集团的所有商品（无

论线上线下，无论超市或便利店），可以在所有门店或在线上付款，可

以选择在任何一个步步高门店提货，或选择送货上门到本地任何地址。 

 “三全”战略促步步高踏上 O2O 之路。（1）全渠道的 O2O——整合 PC+

手机 APP+微信购物+线下渠道。（2）全业态的 O2O——购物中心、百

货、超市、电器、便利店各业态线上线下打通。（3）全品类的 O2O—

—商超品类+百货品类+生活服务。 

 盈利预测和投资建议。我们预计 13-15 年 EPS 分别为 0.74、0.97、1.18

元。维持“买入”评级。 
主要经营指标 2011 2012 2013E 2014E 2015E 

营业收入(百万) 8439.19 10005.65 12398 15153 18363 

增长率（%） 24.65% 18.56% 23.91% 22.23% 21.18% 

归母净利润(百万) 260.09 342.90 440 578 705 

增长率（%） 52.20% 31.84% 28.31% 31.40% 21.96% 

每股收益 0.44  0.57  0.74  0.97  1.18  

市盈率 33.74  25.59  19.95  15.18  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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