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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战略概况

1. 公司在化妆品领域的战略布局

 公司 2013年开始布局化妆品产业，先后收购了杭州悠可、上海月沣、广州栋方、广州

韩亚等：

 2015年公司成立青岛金王供应链管理全资子公司，开始整合化妆品行业经销商资源，

目前整合的有安徽、浙江、山东、云南、湖南、湖北等 20个省份经销商资源；

 2017年青岛金王产业链管理全资子公司及各省市经销商陆续同终端门店联手成立各省

份众妆供应链公司，打造线下全国美妆门店网络+线上一体化的智能交易平台，主导新

零售及新型门店建设及运营，建立完善门店会员运营及大数据体系。

表 31：青岛金王布局化妆品产业

投资标的 时间 收购情况 投资标的简介 业绩承诺 投资意义

研发、生产

广州栋方 2014年
5192万元收购广

州栋方 45%股权

成立于 2003年，

为化妆品研发、生

产、销售一体运营

的 OEM/ODM厂

商，2015年挂牌

新三板，计划 H股

上市

2014~2016年净

利不低于 1200、
1400、1600万元

增强公司研发生

产实力，并且为未

来引进国际品牌

本土化、发展自主

品牌奠定良好基

础

品牌

广州韩亚 2016年

16.35元/股发行

股份及现金 1.12
亿元收购其 100%
股权（作价 3.73
亿元）并 21.85元

/股募集配套资金

彩妆为主、护肤一

体的化妆品企业，

旗下拥有“蓝秀”、

“LC”等品牌；彩

妆行业快速发展，

消费客群扩大、新

一代消费者消费

频次持续提升。

2015~2018年净

利润不低于

2750、3200、
3800、4600万元

增强公司品牌实

力

渠道

杭州悠可
2013年

2017年

2013年 1.51亿元

收购杭州悠可

37%股权；

2017年 23.00元/
股发行股份及现

金 3.28亿元收购

其剩余 63%股权

（作价 6.80亿元）

并 23.20元/股募

化妆品垂直领域

的电商代运营商，

代运营服务于 20
多个国际品牌，包

括雅诗兰黛、倩

碧、欧舒丹、娇韵

诗、理肤泉（欧莱

雅旗下）、菲诗小

铺等

2016~2018年净

利不低于 0.67、
1.00、1.23亿元

对公司化妆品业

务线上销售，并形

成线上渠道与线

下渠道的互动互

通和有效融合提

供了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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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配套资金 3.44
亿元

上海月沣
2014年

2016年

2014年 60%股

权；

2016年 16.35元/
股发行股份及现

金 8586万元收购

其 40%股权（作价

2.86亿元）并

21.85元/股募集

配套资金

化妆品品牌线下

渠道运营商，主要

通过屈臣氏等个

护连锁店销售“肌

养晶”、“美津植

秀”、“植萃集”品

牌等，未来将继续

拓展新的品牌运

营管理。

2016~2018年净

利不低于 6300、
7300、8400万元

增强公司研发实

力

青岛金王产

业链管理
2015年 成立子公司

负责整合化妆品

行业经销商资源，

目前公司已经完

成整合 30家渠道

商。

- 加快化妆品产业

布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光大证券研究所

2. 公司并购标的之间的协同效应？

 韩亚旗下品牌蓝秀、广州栋方自有品牌植萃集等可以通过公司渠道体系销售，更快更有

效的对接下游渠道资源。

二、 经销商渠道资源整合与新零售布局

(一) 经销商行业概况

1. 化妆品零售渠道特点？

 化妆品零售渠道具有很强的定位属性，一般大众品牌主要通过商超、中档品牌通过专卖

店渠道、中高端品牌通过百货商店等销售，而电商渠道均销售低、中、高端品牌。

2. 经销商概况？

 经销商对当地销售情况较为熟悉、能够第一时间掌握畅销产品信息；

 品牌商通常以省为单位设立代理商。

3. 品牌代理权能否长期持续？

 通常代理权具有较强的延续性、仅经营情况较差会终止代理运营合作；

 线上代运营一年一签；线下时间不一定。

4. 国外品牌渠道较难下沉？

 国外品牌给经销商的折扣较高，例如欧莱雅品牌折扣通常不低于 6折；

 经销商对接下游商超、专营店，例如在屈臣氏渠道扣点在 30%；此外，经销商人员费

用在 15~20%；

 综上，经销商在渠道、人员等方面的费用较高，而国际品牌折扣较高、留给经销商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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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空间不大、因此其渠道较难下沉。

5. 经销商盈利空间？

 经销商 5~10%。

6. 经销商对下游渠道商的账期？

 账期 1~6个月不等；

 下游渠道商门店数量越多、规模越大，账期越长。

7. 下游 CS渠道（专卖店）进货折扣及销售折扣？

 进货折扣通常在 4折；

 终端销售折扣在 8折。

8. 经销商行业近年发展情况？

 近年受到电商冲击，竞争压力加大、生存空间缩小，叠加近年人员费用提升较多、利润

空间越来越小；

 经销商体系持续处于去中间化过程中、分销层级减少。

9. CS渠道（专卖店）未来发展空间？

 CS门店是线下增速最快的门店；

 CS渠道在一二线城市是渠道的一种补充，而在低线城市 CS是引领消费的渠道；

 未来发展空间在于渠道下沉。

10. 品牌商逐步开始与大型连锁零售商直接合作，例如沃尔玛、娇兰佳人，无需通过经销

商，经销商长期竞争力、生存空间？

 货品到了终端门店，需要人员进行管理与推销、这部分人员通常由经销商负责运营与管

理；

 现在连锁渠道仍较少，中国市场复杂、幅员辽阔，仍需经销商体系进行分销。

(二) 公司经销商资源整合与新零售业务拓展

1. 公司对经销商的收购标准是什么？

 经销商具有丰富的上游品牌商的区域代理资源及下游大量的店铺资源；

 公司收购的基本是当地规模最大、渠道资源最丰富的经销商；

 公司整合速度快，主要获益经销商相互推荐。

2. 经销商为何愿意被收购？

 受电商冲击，行业生存空间缩小；

 经销商资金实力较弱，对品牌方话语权较强，进入上市公司体系，有上市公司信誉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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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品牌商话语权更强、同时增强其融资能力。

 经销商希望能够扩大规模、集中采购从而降低采购成本，但其自身并不具有资金实力去

整合其他经销商资源。

3. 公司收购经销商资源的原因、发展规划及进展？

 渠道是公司目前的重点，然后再发展品牌资源（尤其是海外品牌）。

 公司收购经销商，凭借积累的丰富的渠道资源、增强与品牌谈判能力。

 公司通过众妆供应链子公司通过参股的形式进一步绑定经销商与终端门店利益，目前众

妆子公司已经开始运营、未来向新零售、智能化店铺等发展。

4. 公司经销商渠道代理品牌？

 国内品牌为主，国际品牌也有。

 和门店的定位有关。

5. 公司谈新品牌折扣空间？

 3~4折拿货，4~5折销售给各省代理商。

6. 消费税、关税下降对公司影响？

 不好说，可能最终是品牌商降低终端价格、让利给消费者。

7. 品牌发展计划？

 主要是引进高性价比的国外品牌，尤其是爆款。

8. 如何挑选国外品牌？

 部分品牌已经通过海淘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已经有一定知名度或在韩国当地销售情况

良好。

9. 国外品牌在中国市场的供应链响应速度是否较慢？

 本次公司与宝洁合作专供产品、该项合作从 2018年初开始沟通，2018年 6月召开合作

产品招商大会。

 总体而言，宝洁在新产品开发较为迅速。

10. 首次进口的海外品牌需要备案、办理周期较长？

 公司会针对性选择在中国完成备案的海外品牌，从而提高海外品牌进口效率。

(三) 新零售

1. 公司新零售规划？

 公司新零售不是像永辉一样做重资产；

 公司新零售主要是基于众妆供应链子公司，目前公司已整合大部分省份经销商渠道资源，

从 2017年 6月开始公司致力于打造升级版，以省为单位陆续成立省级众妆供应链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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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线下经销商及渠道商均参股，将两者的关系从以前的供货关系变为股权关系；

 众妆主要对接线下 CS门店，在新零售的趋势和背景下为门店提供升级、管理输出、信

息化系统建设、商品结构的调整、品牌结构的调整；

 同时门店将增加用户体验，例如人脸识别、化妆镜，吸引人流。

2. 公司新零售业务进展情况？

 公司新零售系统打造在初期走了一些弯路，起初采购外部系统发现不能满足公司需求；

 当前公司已经摈弃原来的系统，借助内外部人才打造针对公司需求的系统；

 公司新零售系统将实现集中采购、资金归集、会员管理等；

 同时，公司还成立新零售团队，公司原来信息中心员工仅有 7~8人、现在有 40~50人，

分为不同板块进行开发；

 未来公司将继续招募新零售人才，同时为了配合新零售门店发展也会招募更多的店铺人

员。

3. 众妆公司股权结构？

 以安徽众妆为例，公司在安徽的经销商持股 51%，当地渠道商也持有众妆股份；

 公司通过控股经销商从而间接控股安徽众妆；

 众妆公司未有娇兰佳人等知名连锁专卖店渠道商入股。

4. 众妆公司业务近况？

 目前众妆公司全国有 8700多家门店、平均面积不大、50~60平方米/家；

 已经合作新品牌业务：宝洁为众妆公司提供 CS渠道定制产品系列直供公司经销渠道。

5. BAT的新零售与公司新零售的区别？

 BAT新零售范围更广，公司新零售模式重点拓展化妆品品类。

6. 未来是否会统一终端门店形象？

 在探讨方案，具体实施方案还在研究。

7. 8700门店新零售改造规划？

 产品结构调整先行，例如引入宝洁、欧莱雅等定制特供产品系列；

 门店的改造还需要待样板店落地，然后再逐步推广。

8. 新零售的样板店？

 在谈，希望有一个好的位置。

三、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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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在生产产能方面未来拓展计划？

 生产产能不再拓展，因为利润环节最低；

2. 本土品牌化妆品品牌加价倍率？

 可达 10倍以上。

3. 上海月沣与公司经销商之间是否存竞争？

 不会，其主要以屈臣氏渠道为主。

4. 公司蜡烛业务未来发展？

 保持平稳，略有增减；

 每年保持 4000~5000万元利润；

 在越南设立有工厂、100~200人，主要防止美国反倾销的贸易政策风险。

5. 公司 18Q1现金流为负的 2.68亿元主要原因？

 现金流受到拓展业务影响，公司备库存、通过预付形式采购产品、向下游给予一定的授

信；

 此后回款力度会加强，未来会改善。

6. 公司未来净利情况？

 18年净利预计在 4~5亿元；

 19年净利增速在 20~30%，增长动力部分来自海外品牌的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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