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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与阿里巴巴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建设的“阿里巴巴•海峡西岸经济区产业

带平台。公司与阿里巴巴拟共同建设“阿里巴巴•海峡西岸经济区产业带

平台”，归属权属于阿里巴巴。合作中，甲方（阿里巴巴）负责平台建

设和线上服务，乙方（新华都）负责线下招商和后续服务。公司拟投入

2,000 万元人民币，尽力做好线下商户的维护、代运营、信息服务等，以

增加合作中该平台和平台商户对公司的粘性。 
 除产业带平台外，未来公司将于阿里巴巴在合作建设和运营跨境贸易电

子商务平台以及 O2O 建设方面继续合作。双方计划合作建设和运营食品

类商品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平台，推动国内外食品生产厂家、代理商、销

售商在网上进行交易，并计划于上海自贸区开展相关业务。在 O2O 合作

方面，公司将联手阿里巴巴一淘公司打造 O2O 生活平台，通过一淘平台，

将公司资讯、商品、优惠等信息推送给顾客或让顾客搜索查询；实现会

员系统的无缝对接，让会员无需持会员卡即可享受会员权益，并获取积

分和消费信息；基于 LBS（位置服务）的门店查询系统，消费者可实现

查找精确到楼层和位置的周边商家促销信息；通过支付宝，实现“线上

预订或支付、线下取货”的闭环消费过程。该平台将同时上线基于 PC
的互联网平台和基于手机 APP 的移动互联网平台。  

 此次合作是阿里的“一小步”，新华都的“一大步”。此次合作标志着

新华都开始大力推进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并且在电商生态中明确了定位。

在战略层面上逐步形成了“零售+地产+电商”的发展模式。我们认为，

新华都以 B2B 为突破口整合产业链资源，而后进一步开展 B2C 和 O2O
模式，是一种较为稳健，且符合公司自身资源优势的策略。 

 盈利预测和投资建议。我们看好公司后续资本运作能力，以及向商业、

地产、电子商务等多业态发展转型战略，公司近期一系列运作表明公司

已经决心进军电子商务，未来将打开公司盈利空间，但短期内由于战略

调整，关闭门店所带来的费用激增造成业绩大幅下滑乃至亏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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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6.51 6662.46 7459.96 10759.50 11610.57 
增长率（%） 30.30% 17.16% 11.97% 44.23% 7.91% 
归母净利润(百万) 146.18 159.53 -96.98 129.11 290.26 
增长率（%） 89.35% 9.14% -160.79% NA 125% 
每股收益 0.270 0.295 -0.18  0.24  0.54  
市盈率 21.04  19.25  -31.56  23.67  10.52  
 

消费服务研究组 
分析师： 

陈炫如 (S1180511080001) 
电话：010-8808 5961 
Email：chenxu@hysec.com 
研究助理： 
姜天骄 
电话：010-88013525 
Email：jiangtianjiao@hysec.com 

 
市场表现 

2012/8/28～2013/8/28

-28%
-19%
-10%
-1%
8%
17%

Aug/12 Dec/12 Apr/13
0

7

14
21

28

成交量(百万) 新华都
上证指数

 

相关研究 

修订与英特体育协议，发力电商

2013-12-06 

2 季单季亏损，低于预期 

2013-08-28

理清“新”战略，期待“华”丽转型 

2013-06-16

公司深度报告，向“商业+地产”双翼战

略再迈一步 

2013-05-29

公司动态跟踪报告，进军城市综合体，

发展谋变促转型 

2013-05-19

1 季度业绩下滑 49%，未来逐季改善 

2013-04-17
 

携手阿里巴巴，打造电商平台 增持 维持 
目标价  9 元 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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