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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上周行情回顾
上周商贸零售板块上涨 0.45%，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37%，行业跑输沪深 300
指数 1.92 个百分点，按涨跌幅来看，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的第 17 位。分子
板块来看：贸易板块下跌 0.87%；零售板块上涨 0.86%，其中，连锁板块上涨
1.98%，超市板块上涨 0.77%，百货板块上涨 0.10%。
上周板块涨幅居前的个股包括：中央商场（+10.32%）
、金洲慈航（+8.96%）
、
南极电商（+8.36%）
、国芳集团（+6.48%）
、兰州民百（+6.30%）
。板块排名后
五位的个股分别是东方金钰（-8.06%）
、*ST 成城（-8.02%）
、莱绅通灵（-5.96%）
、
汉商集团（-5.55%）
、香溢融通（-5.49%）
。
 本周观点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 30.5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 9.7%。其中出口 16.4 万亿元，增长 7.1% ；进口 14.1 万亿元，增长 12.9%；
贸易顺差 2.3 万亿元，收窄 18.3%。总体来看，2018 年我国对外贸易稳中有进，
进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
同时，2018 年通过海关跨境电子商务管理平台零售进出口商品总额达 1,347 亿
元，同比增长 50%，其中出口约 561 亿元，增长 67%，进口约 786 亿元，增长
40%。
《电子商务法》2019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为跨境电子商务海关监管、保护消
费者权益和知识产权等方面提供了法律支持。海关总署配合商务部研究制定了过
渡期后跨境电商新的监管总体方案，配套制发《海关总署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
进出口商品有关监管事宜的公告》
，明确了跨境电子商务监管的适用范围、参与
主体责任等要求，包括增加了一系列新的监管服务措施，进一步规范强化了跨境
电子商务的监管。我们认为行业的进一步规范化利好领跑企业。
此外，今年起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收政策调整，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商品限额上
限提高、清单范围扩大，有助于促进国内居民消费升级，利好跨境电商行业发展。
我们建议关注跨境出口、进口业务齐发力的行业领先企业：跨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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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生商贸零售周报 20190114：CPI 环
比持平，关注超市板块
2.民生商贸零售周报 20190107：电商法
正式实施，行业进一步规范化

另一方面，春节临近，叠加 CPI 尤其是食品分项温和上涨预期，我们建议关注
超市板块，个股建议关注有望凭借生鲜、供应链等方面的竞争优势，逐步提高市
场份额的全国性和区域性领跑企业：永辉超市、家家悦。
 风险提示
消费低迷、终端需求低于预期，全渠道整合效果不达预期。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19-01

证券研究报告

1

股票报告网整理http://www.nxny.com

[Table_Page]

周报/商贸零售

目录
一、上周行情回顾 .............................................................................................................................................................. 3
（一）板块表现 .................................................................................................................................................................. 3
（二）公司表现 .................................................................................................................................................................. 3
二、本周观点 ...................................................................................................................................................................... 4
三、行业重要政策和新闻 .................................................................................................................................................. 4
四、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 5
五、风险提示 ...................................................................................................................................................................... 8
插图目录 .............................................................................................................................................................................. 9
表格目录 .............................................................................................................................................................................. 9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2

股票报告网整理http://www.nxny.com

[Table_Page]

周报/商贸零售

一、上周行情回顾
（一）板块表现
上周商贸零售板块上涨 0.45%，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37%，行业跑输沪深 300 指数 1.92
个百分点，按涨跌幅来看，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的第 17 位。分子板块来看：贸易板块下
跌 0.87%；零售板块上涨 0.86%，其中，连锁板块上涨 1.98%，超市板块上涨 0.77%，百货
板块上涨 0.10%。

商贸零售

图 2：上周商贸零售行业涨跌幅位列中信一级行业第 17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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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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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上周商贸零售行业与沪深 300 指数走势对比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二）公司表现
个股涨跌方面，除停牌股票外，中央商场涨幅最大（+10.32%），位列涨幅榜首位，涨幅
居前的包括金洲慈航（+8.96%）、南极电商（+8.36%）、国芳集团（+6.48%）、兰州民百
（+6.30%）。板块排名后五位的个股分别是东方金钰（-8.06%）、*ST 成城（-8.02%）、莱
绅通灵（-5.96%）、汉商集团（-5.55%）、香溢融通（-5.49%）。
表 1：上周涨跌幅排名前五名的个股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周涨跌幅

当前股价（元）

600280.SH

中央商场

+10.32%

3.85

000587.SZ

金洲慈航

+8.96%

3.04

002127.SZ

南极电商

+8.36%

8.81

601086.SH

国芳集团

+6.48%

5.75

600738.SH

兰州民百

+6.30%

6.58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表 2：上周涨跌幅排名后五名的个股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周涨跌幅

当前股价（元）

600086.SH

东方金钰

-8.06%

4.22

600247.SH

*ST 成城

-8.02%

4.59

603900.SH

莱绅通灵

-5.96%

12.46

600774.SH

汉商集团

-5.55%

11.75

600830.SH

香溢融通

-5.49%

4.99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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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周观点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 30.5 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9.7%。
其中出口 16.4 万亿元，增长 7.1% ；进口 14.1 万亿元，增长 12.9%；贸易顺差 2.3 万亿元，
收窄 18.3%。总体来看，2018 年我国对外贸易稳中有进，进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
同时，2018 年通过海关跨境电子商务管理平台零售进出口商品总额达 1,347 亿元，同比
增长 50%，其中出口约 561 亿元，增长 67%，进口约 786 亿元，增长 40%。
《电子商务法》2019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为跨境电子商务海关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
和知识产权等方面提供了法律支持。海关总署配合商务部研究制定了过渡期后跨境电商新的监
管总体方案，配套制发《海关总署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商品有关监管事宜的公告》，
明确了跨境电子商务监管的适用范围、参与主体责任等要求，包括增加了一系列新的监管服务
措施，进一步规范强化了跨境电子商务的监管。我们认为行业的进一步规范化利好领跑企业。
此外，今年起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收政策调整，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商品限额上限提高、
清单范围扩大，有助于促进国内居民消费升级，利好跨境电商行业发展。我们建议关注跨境出
口、进口业务齐发力的行业领先企业：跨境通。
另一方面，春节临近，叠加 CPI 尤其是食品分项温和上涨预期，我们建议关注超市板块，
个股建议关注有望凭借生鲜、供应链等方面的竞争优势，逐步提高市场份额的全国性和区域性
领跑企业：永辉超市、家家悦。

三、行业重要政策和新闻
1、2018 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
2018 年，中国对外贸易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进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超过 30 万亿元，
有望继续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2019 年，预计我国外贸发展有望稳中提质，质量
和效益将进一步提高。
海关总署 1 月 14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30.51 万亿元人民
币，比 2017 年增长 9.7%。其中，出口 16.42 万亿元，增长 7.1%；进口 14.09 万亿元，增长
12.9%；贸易顺差 2.33 万亿元，收窄 18.3%。（人民日报海外版）
2、《2019 年中国年货消费报告》：品质取代价格成为年货消费首选因素
1 月 16 日，平台京东到家发布《2019 年中国年货消费报告》。今年京东到家年货节，品
质取代价格成为年货消费首选因素，“悦己型消费”正在引领年货网购新趋势。从京东到家年
货节期间消费者年龄结构来看，70 后、80 后依旧是线上囤年货的主力军，消费金额占比接近
8 成。值得注意的是，随着 90 后陆续踏入职场、组建家庭，经济基础与消费需求双双增长，
在年货消费上的购买力有了大幅提升，消费占比约 10%，消费金额同比 2018 年增长 37%，
果蔬生鲜、零食饮料成为 90 后最爱年货。其中尤以 90 后女性购买年货需求增强明显。（联
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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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近百连锁餐饮品牌全面接入口碑
2018 年，口碑智慧餐厅从连锁品牌到中小商家，一直在探索餐饮业的数字化升级之道，
用技术产品和数据能力驱动餐饮行业的人货场重构。截至目前，有近百个餐饮品牌和口碑智慧
餐厅达成合作，并在全国范围开出了多家深度改造的智慧餐厅。同时，有超过 30 万家餐厅接
入口碑 App 手机点单，实现真正的餐厅服务数字化。
作为阿里本地生活领域的主力军，口碑将成为阿里商业操作系统中的重要一环。
（联商网）

四、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1、新华锦：对外投资
为拓宽业务范围、加强产品的多元化、提高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公司拟出资 1 亿元设立
全资子公司山东新华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次投资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生产经
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长期来看新设子公司获得二手车出口试点企业资质后，二手车出口业务
将成为公司国际贸易业务新的利润增长点。
2、天虹股份：股票增持计划
公司拟推出第二期市场化股票增持计划，参加对象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员工，参加增持计
划的总人数不超过 295 人，
筹集资金总额上限为 9,309 万元。本增持计划的存续期为 60 个月，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且增持计划成立之日起算。增持计划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等方式所获标的
股票锁定期为 12 个月，但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入职不满 2 年的持有人，其持有股票份额
锁定期为 24 个月。
3、苏宁易购：股东增持进展；对外投资
2019 年 1 月 14 日，公司接到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张近东的一致行动人苏宁控股集团
发来的告知函，苏宁控股集团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受让公司 2014 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全
部公司股份 6,105.64 万股，占总股本的 0.66%。2019 年 1 月 18 日，公司收到苏宁控股集团
发来的告知函，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苏宁控股集团通过大宗交易增持公司股份 6,105.64
万股，占总股本的 0.66%，本次增持金额合计 6.63 亿元。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前，苏宁控股集
团持有公司股份 3.10 亿股，占总股本的 3.33%，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张近东持有公司
股份 19.52 亿股，占总股本的 20.96%，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29%。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
苏宁控股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3.71 亿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3.98%，张近东及一致行动人苏宁控
股集团合计持有股份占总股本的 24.95%。公司 2014 年员工持股计划已实施完毕并终止。
公司子公司苏宁国际出资 5,000 万美元参与投资设立 Yunfeng IK Co-invest, L.P.基金。基
金计划于 2019 年 1 月通过 Yunfeng IK 签署 Holdco 股份认购协议认购 Holdco 的股份，同时
淘宝中国控股和 Treasure Cottage 亦将在 Yunfeng IK 认购的同时签署相同格式的股份认购协
议认购 Holdco 的股份。Holdco 及其全资子公司 Parentco 将以 Yunfeng IK、淘宝中国控股、
Treasure Cottage 以及其他投资人的投资款完成爱康国宾（于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股票
代码 KANG）股票退市相关交易，其中基金的出资不超过 1.22 亿美元，淘宝中国控股出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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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2.68 亿美元，Treasure Cottage 出资不超过 8,922 万美元。爱康国宾将通过与 Parentco
的一家全资子公司合并的方式被 Parentco 完全收购，成为 Parentco 的全资子公司以及 Holdco
的间接全资子公司。
4、南极电商：限售股上市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2019 年 1 月 21 日，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8.55 亿股，
占总股份比例为 34.84%。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量为 6 家。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5.83 亿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8.72 亿股，股份总数为 24.55 亿股。
5、远大控股：业绩预告；终止竞标
公司预计 2018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00 万元-4,900 万元；基本每股收益
约为 0.05 元。2018 年公司净利润扭亏为盈，较 2017 年同期变化较大，主要原因是 2017 年
公司全资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控股 70%的子公司远大石化有限公司因涉嫌操纵期货
市场案，计提预计损失 5.6 亿元，减少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2 亿元。
公司拟参与境外某全产业链牛肉企业股权出售项目竞标，并于 2018 年 11 月 7 日提交了
非约束性意向报价。近日，公司收到卖方最终投标函，邀请公司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最终报价。
在进行了初步尽职调查后，公司认为目标企业的未来成长受限于宏观环境、自然条件和贸易壁
垒等因素，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决定终止参与目标企业股权出售项目竞标。终止本次股权竞标
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影响，公司仍会持续关注和寻找境内外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的
合作机会。
6、海印股份：股票回购进展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股份，实际回购时间区间为 2018 年 8 月 8 日至 2019
年 1 月 16 日，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6,948.82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9%，最高成交价为
2.82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2.42 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1.84 亿元。截至 2019 年 1 月 17 日，
公司本次回购实施期限届满。
7、东百集团：股东减持进展
许惠君持有公司股份 5,320.00 万股，占总股本的 5.92%。其计划自 2018 年 12 月 3 日至
2019 年 3 月 2 日期间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898.22 万股，占总股本的 1.00%。
截至 2019 年 1 月 16 日，上述减持计划时间过半，许惠君尚未实施减持。
8、富森美：股东增持进展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刘兵自 2018 年 6 月 21 日起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3,730,586 股，
占总股本的 0.84%，累计增持金额共计 9,007.55 万元。截至 2019 年 1 月 18 日，刘兵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 1.92 亿股，占总股本的 43.13%。
9、豫园股份：业绩预告；股东增持进展
公司预计 2018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21.6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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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到 24.8 亿元，同比增长 308%到 354%；扣非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
预计将增加 12.9 亿元到 15.4 亿元，同比增加 213%到 254%。
2018 年公司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涉及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公司对上年同期对比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2018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与经
调整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将增加 0.20 亿元到 3.40 亿元，同比增加 0.7%到 12.0%。其中,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经调整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12.9 亿
元到 15.4 亿元，同比增加 213%到 254%。
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为：2018 年 7 月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因重组标的资产并入上市
公司报表导致 2018 年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大幅度增加，盈利能力得到显著增强。2018 年
度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较大，主要因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新纳入合并报表的子公司，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适用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期初至合并日的净利润列报为非
经常性损益。
公司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及/或通过一致行动人）拟自 2018 年 7 月 19 日起 6 个月内择
机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 5,000 万元、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占截至 2018 年 7
月 19 日本公司股份总数（即 38.76 亿股）的 2%。截至 2019 年 1 月 18 日收市，复星高科技
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期限已届满。自 2018 年 7 月 19 日至 2019 年 1 月 18 日，复星高科技已累
计增持总金额约 5,000 万元，累计增持公司 656.75 万股 A 股，增持均价约 7.61 元，占截至
2018 年 7 月 19 日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约 0.1694%，占截至 2019 年 1 月 18 日本公司股份总数
（即 38.81 亿股）的约 0.1692%。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 26.55 亿股股份，占截至 2018
年 7 月 19 日公司股份总数的约 68.49%；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后，
截至 2019 年 1 月 18 日收市，
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 26.62 亿股股份，占截至 2018 年 7 月 19 日公司股份总
数的约 68.66%，占截至 2019 年 1 月 18 日公司股份总数的约 68.58%。
10、香溢融通：股东增持进展
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香溢控股计划自 2018 年 10 月 19 日起的 3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择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增持股份数量不低于 200.00 万股，但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41%。目前该增持计划期限已届满，2018 年 10 月 19 日至 2019 年 1 月 18 日期间内，香溢
控股已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699.38 万股，占总股本的 1.54%，增持总金额为 3,386.15 万元。
11、海宁皮城：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参加对象总人数为不超过 73 人，为公司及其控股公司在关键岗位工作
并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或较大影响的经营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参与对象均为参
照或享受公司中层副职以上待遇的人员。员工持股计划筹集资金总额上限为 4,800 万元，以“份”
作为认购单位，每份份额为 1 元，份数上限为 4,800 万份。
本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后，本员工持股计划将由董事会选择合适的资产管理机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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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其成立相应的信托计划，公司员工将全额认购该信托计划劣后级份额。信托计划主要通过
二级市场购买、大宗交易以及其他方式取得并持有公司股票。信托计划按照不超过 1:1 的比例
设立优先级份额和劣后级份额，由参与持股计划的公司员工认购全部的劣后级份额，其余为优
先级份额，组成规模不超过 4,800 万元的信托计划，用于购买公司股票。公司全部有效的员工
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单个员工所持持股计划份额所
对应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

五、风险提示
消费低迷、终端需求低于预期，全渠道整合效果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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