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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宏源公司类模板 
报告摘要： 

 修订英特体育协议，重点扩张区域以及电商经营权利。2013 年 12 月 4

日，公司与 IIC 在福建省厦门市签订了《主特许经营协议》补充协议 2。

1、修订了《区域》定义。四川省、云南省、西藏藏族自治区、江苏省、

上海市和重庆市为本次新增区域。2、修订了“营销”中“电子商务”相

关内容。IIC 授予主受许方通过互联网在中国出售协议合同商品及服务的

独家经营权。主受许方应主要通过 INTERSPORT 注册的域名销售商品，

但也可以通过全国性在线销售平台（如天猫、淘宝）销售商品。在任何

情况下，主受许方不得在中国以外区域销售合同及服务。 

 IIC 是一家世界领先的体育用品零售商。IIC 是一家注册在瑞士伯尔尼的

公司，是一家世界领先的体育用品零售组织，在 40 多个国家拥有超过

5300 个附属店铺，营业额超过 101 亿欧元，在零售体育用品商店的运营

方面，已逐步形成一套统一的标准、程序和制度，在体育用品领域及零

售体育用品商店的发展、开业、经营和管理方面已拥有相当丰富的经验。 

 本次相关补充协议的修订，进一步加强了公司与 IIC 的全面合作关系，

并且有利于推进电商业务发展。在当前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对

“电子商务”相关内容的修订，有利于推进公司在电子商务领域的结构

调整与技术创新，有利于促进公司在零售方面的多元化经营和市场拓展，

对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具有积极影响。 

 公司零售业务从“外延扩张驱动型”转向“追求利润型”战略，扩张更

加谨慎，关店持续进行。零售业务的转型具体体现在：（1）战略上收缩

战线，谨慎扩张。跨省扩张方面，除南昌、赣州、潮州、汕头之外，基

本不再新开门店；（2）坚决关停扭亏无望门店，宁波门店是重点关注，

如无法实现盈利则坚决关停。  

 盈利预测和投资建议。我们推测，公司未来仍有继续注入地产可能，地

产贡献有望大幅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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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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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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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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