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朱梦秋

近日，武汉中商发布重组预案，

公告称公司拟以 6.18 元/股发行

60.36 亿股收购居然新零售 100%

股权。交易完成后，居然新零售将成

为武汉中商的全资子公司， 武汉中

商控股股东变更为居然控股， 实际

控制人变更为汪林朋。

据了解， 汪林朋是居然之家董

事长兼总裁，居然新零售主营家居

卖场业务、家居建材超市业务和

家装业务。 那么，武汉中商这样

一家以商贸零售业为主业的上

市公司为何会选择居然新零售

作为交易对象？ 扩张家居卖场、向

大消费转型的居然之家未来又将如

何发展？

优势互补 共谋发展

据了解， 武汉中商的控股股东

为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武汉国资公司。 交易

完成后， 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居然控

股，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汪林朋，他和

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控制上市公司

61.44%的股份，这也证实了市场关

于居然之家借壳上市的论断。 本次

交易价格初步确定在 363 亿—383

亿元之间。

实控人变更后， 武汉中商的现

有业务将如何安排呢？

“居然之家在最近这两年已经

从小家居向大家居、 大消费乃至购

物中心进行转型。 发展作为生活

业态的百货购物中心，这是武汉

中商的优势，对我们自身来讲也

是一个互补。 ”居然新零售总裁

王宁表示，对武汉中商的现有商

业，一方面将结合居然新零售现

有业务和业态进行融合， 让其继

续发扬壮大 ;另一方面，也将利

用与阿里合作的新零售手段赋

能武汉中商的百货行业；同时，基于

居然之家在全国现有的网络优势，

推动武汉中商的百货和购物中心走

向全国。

据了解， 武汉中商和同为武汉

国资旗下的另两家零售上市公司相

比，体量要小得多。虽然体量不大但

是仍可盈利，而且作为老牌国企，武

汉中商坐拥大量的优质商业物业。

武汉中商官网显示， 公司以商贸零

售业为主业，包括现代百货、Shop－

ping Mall、平价超市等多种业态。网

点布局跨湖北省内十多个城市，拥

有九家现代百货店及购物中心、一

家 Shopping Mall、33 家超市大卖

场， 营业总面积近 55万平方米；旗

下还有中商广场购物中心、 中商徐

东平价广场、 武汉销品茂等的零售

卖场。因此，武汉中商一直是热门的

借壳标的。

事实上， 觊觎武汉中商这一优

质壳公司的企业不少， 为何武汉中

商独独选择了居然新零售？

武汉中商在公告中表示， 之所

以让居然新零售参与这次资产重

组，是为了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搭建

资本平台， 借助上市公司的管理经

验和资本运作经验， 深化泛家居全

产业链动态发展的经营方向， 实现

跨越式发展。

此外， 这一重组也解决了困扰

武商联多年的旗下公司同业竞争的

问题。在武汉的商业体系中，名列前

茅的鄂武商、武汉中商、中百集团均

在武商联旗下， 三者属于相互竞争

的关系。

武汉大学工商管理系教授吴先

明此前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在解决同业竞争问题方面，三

者合并的可能性非常小，“武商联旗

下三家公司业态各有特点， 三家公

司完全可以各自以一种业态进行连

锁扩张， 鄂武商可集中精力发展百

货业，中百集团则专攻超市，至于夹

在中间的武汉中商则需另辟蹊径。”

此番卖壳给居然之家， 转投家

居行业， 也算是武汉中商寻找到的

未来发展的突破口了。

居然新零售“溢价”底气足

对于此番公布的交易对价，有

关方面也表示了质疑。据了解，规模

更大且经营情况更好的综合性家居

卖场红星美凯龙最近半年和最近三

个月内的平均总市值分别为 385 亿

元和 368 亿元， 而居然新零售的交

易价格却在 363 亿至 383 亿元之

间，有被高估的嫌疑。

“这 363 亿-383 亿元，既不是

我们想像出来的, 也不是我们估出

来的，而是市场上投出来的。 ”居然

控股董事方汉苏对媒体表示。

2018 年 3 月 11 日，阿里巴巴、

太康人寿、红杉资本等 18家全国知

名投资机构、 金融机构以现金投资

入股居然新零售， 投后估值 363 亿

元。 方汉苏认为，综合考虑 2018 年

产生的净利润， 居然之家 363亿元

至 383亿元的估值代表了市场的基

本看法。

“估值的差异源于企业之间的

小差异， 市场之间的小差异也可以

带来估值的巨大差异。 ” 方汉苏表

示，基于居然新零售的三个特点，市

场也会给予较高的溢价。

一方面， 居然新零售是品牌运

营商。 居然新零售主要以“居然之

家”为品牌开展连锁卖场经营管理,

统一品牌字号、 统一服务标准、统

一招商、统一组织营销 、统一企

业资源计划（ERP）系统、统一收

银和统一货运服务，为入驻工厂

和经销商提供全面经营管理赋能服

务。

另一方面， 居然新零售以轻资

产为主， 这使得其资产收益率还是

资本收益率都维持在较高水平，整

体财务风险小。与红星美凯龙相比，

居然新零售直营模式以租赁物业为

主，自持物业规模远低于前者，因此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对

标的公司整体利润水平占比较低，

影响较小。

数据显示，居然新零售 2017年

度的净利润为 13.81 亿元， 其中采

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

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

益为 1.27 亿元， 占居然新零售

2017 年度净利润的比例为 9.20%。

红星美凯龙 2017 年度的净利润为

42.78 亿元， 其中采用公允价值模

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

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为 19.96 亿

元，占其 2017年度净利润的比例高

达 46.66%。

此外，居然新零售中“新零售”

的概念有切实的落地， 紧跟时代潮

流。 其率先与互联网新零售巨头企

业阿里巴巴达成合作共识， 制定长

期、全面的业务规划,并在行业内率

先开展新零售实践。

从“小家居”到“大家居”

根据居然新零售的战略规划，

2019 至 2022 年， 计划每年新开实

体店 80 至 100 家, 到 2022 年底实

体店数量超过 600家， 覆盖全部副

省级以上城市、2/3 以上地级城市、

1/3 以上县级城市， 未来公司将向

人口净流入的三四五线城市下沉；

未来 10 年在国内、国际市场开店数

量超过 1200 家， 年销售额超过

2000 亿元， 并计划在 2027 年之前

完成从“大家居”向“大消费”的转型

升级。

数据显示， 截至 2018年年末，

居然新零售拥有独立核算的经营单

位门店 284 家， 其中直营门店 86

家、委托管理加盟门店 123家、特许

加盟门店 75 家， 加盟店合计占比

69.72%， 且占比呈不断上升的趋

势。

有关方面担忧， 如果公司的管

理水平不能匹配其扩张速度， 可能

会存在入驻商户或者加盟商服务质

量下滑等问题， 甚至存在加盟商违

约的风险。

“加盟店是以居然之家向加盟

方提供前期项目服务、 商业管理咨

询管理服务,赚取收益,居然之家收

取加盟费、权益金等收益，相当于基

本上是纯利， 基本上不会带来成本

的增加。”居然新零售财务总监朱蝉

飞表示，“居然之家不断要求各店通

过增收节支，节约各项费用、增员增

效,提供先进的物业管理模式，不断

减少费用支出， 我相信居然之家的

毛利率不会大幅减少， 而且能保证

稳定增长。 ”

在“大家居”与“大消费”的融合

上， 居然新零售将利用现有的实体

店平台网络优势, 进一步引入多种

消费业态，实现“居然之家”卖场向

家庭消费一站式商业综合体转型。

目前， 居然新零售已就“大家

居”与“大消费”融合展开了试点，一

方面将继续不断地拓展卖场经营品

类，将家电、家纺等各种家居生活用

品纳入卖场主力经营范围， 另一方

面继续加快推进家居业态与生活业

态的融合，引入超市、院线、餐饮、儿

童培训、青少年娱乐、体育健身等各

种体验型业态与家居业态互动共

生。居然之家管理层对外宣称，这是

居然之家从大家居向大消费迈出的

重要一步， 未来将在全国门店进行

推广。

借壳武汉中商上市 居然之家迈向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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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零售相中传统零售业壳资源

全时拆分出售 罗森接盘 90 余家门店

‘‘

日前，居然新零

售借壳武汉中商集

团一事备受关注。 居

然新零售表示，希望

能够利用当前新零

售行业变革的机遇

和良好的政策环境，

借助上市公司的管

理经验和资本运作

经验，深化泛家居全

产业链动态发展的

经营方向。 此外，对

于武汉中商来说，卖

壳给居然之家，转投

家居行业，也是其寻

找到的未来发展的

突破口。

本报记者 冉隆楠

距离 4000店的目标，罗森便利

店又向前迈了一大步。

日前有消息透露， 罗森已经完

成了对全时华东（杭州、苏州、南京）

和重庆地区大部分门店的收购。 据

悉， 此次收购涉及的全时门店共计

90多家。 除了个别几家尚未谈妥以

外， 其余的全时便利店已经被罗森

接管，其中包括门店、设备、商品以

及部分自愿加入的员工。 此前为防

止供应商与员工抵触， 罗森暂未对

外公布。之后，中国商报记者从全时

方面的内部人士处获悉， 该消息属

实。

从目前罗森在全国的发展版图

来看， 罗森率先进入上海，2010 年

进重庆，2011 年进大连，2012 年进

杭州，2013 年进北京，2014 年进江

阴，2015年进宁波，2016年进武汉，

2017 年进南京，2018年进合肥。 尽

管在全国已经发展了很多城市，但

华东地区依然是罗森发展规划的战

略要地。

华东地区对于罗森而言向来是

发展的重中之重，尤其是上海。据上

海连锁经营协会提供的数据，截

至 2018 年年底， 罗森上海门店

达到 1091 家， 其中加盟店 573

家， 加盟占比已超过 50％。 今年 1

月 18 日， 中国罗森门店达到 2000

家。

不过， 华东地区的便利店市场

竞争也十分激烈，尤其是上海地区，

便利店品牌相当多，除了罗森以外，

还有可的、快客、良友、好德、喜士多

等等， 更不要说占据上海便利店市

场半壁江山的全家了。

至于重庆， 该区域市场是罗森

仅次于华东地区的第二大区域市

场。 在罗森中国突破 2000 店时，其

重庆市场门店数为 207家， 占比超

过 1/10。

收购全时在华东区域和重庆的

门店， 显然有助于罗森在这两大区

域扩大店铺密度， 加强规模化效

应。 据了解，重庆市场原本也是

全时的发展重点，和成都市场被

誉为全时西南地区的“双子星”，

其中，全时在重庆入驻 4 个月已

经实现 20 家店的布局，创下西南地

区 24 小时便利店开店速度新纪

录。

对于罗森而言， 此次收购行动

只是其全国高速扩张的其中一站而

已。 2018 年 6 月，罗森中国曾披露

过一次短期拓展战略———计划在

2020年达成 4000家店铺。 在 2018

年年底， 罗森门店数量刚突破了

2000 家，而在 2014 年之前，罗森的

门店还只有 300多家。 这就意味着

要想实现 4000家的目标，罗森显然

要在两年内加速奔跑。 事实也确实

如此，在今年 1 月 14 日，罗森首进

天津两店同开，罗森（北京）有限公

司总经理阪下丰范曾表示， 准备在

天津成立子公司开设直营门店，目

标是尽快超越 7-11， 而目前 7-11

在天津约有 150家门店。

与罗森的厚积薄发不同， 全时

一直保持快速开店的节奏， 尤其是

在 2017年， 全时不仅进入成都、重

庆、武汉等八个城市，还高调发布了

“百城百万计划”——— 投入百亿元

资金，实现“100个城市、100 万个终

端”的目标。而自从其母公司复华集

团资金链出现问题后， 自 2018 年

11 月以来，全时便利店在北京关店

约 90家；截至今年 2 月 13日，全时

在北京的店铺还有 320家左右。

如今， 除了华东区域和重庆的

门店被罗森收购以外，全时北京、

成都、天津等地区的买家尚未确

定，从其各区域公众号账号主体

变更的情况来看，山海蓝图应该

就是最后的买家。 据中国商报记者

了解，目前“北京 OurHours 全时便

利”“天津 OurHours 全时便利店”

“成都 OurHours 全时便利店” 三个

微信公众号均于今年 1 月完成微

信认证， 背后企业全称分别为

“北京山海蓝图商业有限公司”

“天津山海蓝图商业有限公司”

和“成都山海蓝图超市管理有限公

司”。而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显示，这三家挂着“山海蓝图”名

号的公司成立日期分别是 2018 年

12 月 26 日、2018 年 12 月 28 日和

今年 1月 7日。不过截至发稿，据全

时方面的内部人士回应， 关于山海

蓝图的相关收购信息还不能给出确

切的消息。

全时的拆分出售让人不禁有些

唏嘘，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今年，我

国的便利店市场格局很有可能会发

生比较大的变动，区域发展的便利

店品牌都有些“蠢蠢欲动”：一路

高歌猛进的罗森显然不再满足

于只在华东区域重点发展，不仅

是罗森，其他便利店品牌也有走

出“安全区”的势头，如福建地区

便利店龙头品牌见福便利就预

备于2 月底或 3 月初在成都开店。

有业内人士认为， 今年会是便利店

市场“大洗牌”的一年，兼并、扩张会

成为今年的主题， 一些中小便利店

品牌很可能会在今年被淘汰， 全国

性的便利店龙头企业也可能脱颖而

出。

在“大家居”与“大消费”的融合上，居然新零售将利用现有的实体店平台网络优势,进一步引入多种消费业态，实现“居然之家”

卖场向家庭消费一站式商业综合体的转型。 CNSPHOTO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