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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公司出资 3000 万元，参股银座云生活电子商务公司。山东省商业集团有

限公司、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易通支付有限公司分别出资 5000 万、

3000 万和 2000 万，占比 50%、30%、20%。 
 银座云生活定位于整合商业集团旗下资源，并着力发展 O2O。银座云生

活拟在商业集团旗下易通支付平台的基础上，整合商业集团旗下零售、

家居、酒店旅游等内部业务，并吸引其他社会商品和服务资源作为商户

进驻，建设网上网下相结合（即 O2O）的电子商务综合交易平台。在电

子商务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本次参股设立的银座云生活，是对电子商务

这一新兴业态领域的尝试与突破，有助于公司未来借助其拟开发平台探

索实体零售门店与电子商务的相互融合发展，实现线上线下的良性互动。

 以 O2O 模式进军电商，符合零售未来发展趋势。公司以参股形式发展

O2O 模式，较为稳健，既能够分享集团资源整合带来的客流增量效应，

又避免了进入新领域承担过大风险。另一方面，以 O2O 模式介入到电子

商务生态环境中，符合零售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式，是能够结合自身优势

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截止 3 季度末，公司拥有门店 135 家，规模优势继续显现。目前，公司

拥有及托管的零售门店 135 家，其中，公司自有门店 91 家(含公司近期

收购的 20 家潍坊临朐县超市门店，总经营面积约 5.4 万平方米，2012 年

营业收入 2.81 亿元，净利润 1708.75 万元)，托管门店 44 家。 
 看好长期区域竞争优势，店龄优化以及资本运作预期。我们长期看好公

司的地区规模优势、密集渠道下沉战略以及店龄优化状况。公司在山东

省内具有很强的规模优势。公司未来 2 年成长型门店占比仍将保持较高

比重，助力业绩释放。鲁商集团的要约收购进一步显示出公司作为鲁商

集团下商业业务唯一平台的重要性，未来资本运作值得持续关注。 
 盈利预测和投资建议。我们预计公司 13-15 年 EPS 为 0.58、0.76 和 0.97
元，其中 13 年、14 年地产分别贡献 0.2 元、0.1 元。维持公司“买入”。

主要经营指标 2011 2012 2013E 2014E 2015E 
营业收入(百万) 10,907.46 13,536.05 15,188.80 17,637.24 19,945.95
增长率（%） 24.02% 24.10% 12.21% 16.12% 13.09% 
归母净利润(百万) 115.66 346.52 296.18163 405.65644 498.64877
增长率（%） 4.27% 199.60% -14.53% 36.96% 22.92% 
每股收益 0.40  0.67  0.57  0.78  0.96  
市盈率 19.67  18.86  11.33  13.26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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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 

业绩基本持平，渠道下沉助力发展 

2013-08-18

要约短期吸引力小，关注后期运作 

2013-05-22

要约收购获批，未来资本运作可期 

2013-05-18

毛利率略降，净利率延续上升趋势 

2013-04-25

收购溢价 13%，带来交易性机会 

 2013-04-02

地产结算致业绩增长 200% 

 2013-03-09

地产结算贡献业绩高增长 

 2013-01-23

 

参股银座云生活，着力发展 O2O 买入 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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