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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企业

本报记者 王 莉

近日，商务部在新闻发布会上

对今年消费市场作出了判断，整

体上迎来较好的政策环境， 近期

十部门又推出了 24 条促消费的具

体政策，将对今年消费市场良好开

局发挥很好的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商业连锁板

块将面临怎样的机会？不少机构给

出了各自的分析和判断。

此外，今年以来，在零售行业

主要的 97 家上市公司（不含 2019�

年首发上市公司）中，82 家公司上

涨，15 家公司下跌，其中涨幅排名

前三位的公司分别是武汉中商、兰

州民百和中央商场， 涨幅分别为

82.39%、46.67%和 33.54%。

其中，武汉中商是因为拟购买

居然控股等 24 名交易对方持有的

居然新零售 100%股权。 公司股票

在 1 月 24 日复牌后连续拉出五个

涨停，复盘后至今涨幅近 70%。 在

另外两家公司中，兰州民百靠出售

资产获得的利润推出巨额分红计

划；中央商场则是因为实际控制人

祝义财的回归引发市场遐想，在相

关公告发布后连续两天涨停，但随

后股价出现回落。

除此以外，新零售和超市板块

也被机构普遍看好。

中信建投表示，新零售对业态

持续重塑，零售业态将更加贴近与

感知消费者需求，传统业态将持续

提升消费者的消费体验，与消费者

物理空间最为贴近的社区便利店

发展空间广阔。 新零售进一步向

“新制造”延伸，数字化建设领先、

具有强大供应链能力的生产企业

有望脱颖而出。 川财证券表示，未

来有望出现融合线上线下能力的

新业态、新模式，出现打破传统格

局的快速成长的投资机会，因此建

议逐步布局偏必需消费的超市行

业。此外，天风证券也显示，当前必

选消费品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超

市板块的投资机会值得重点关注。

银河证券认为，在 CPI 增速逐

渐降低的背景下，食品粮油的价格

增速同比及环比均好于总体，必选

消费品的弱周期属性进一步凸显，

将继续利好超市板块。

总体来看，2018� 年社会消费

品零售累积总额为 38.10 万亿元，

累积同比上年增长 9.0%， 增速放

缓。 对于今年消费市场的表现，机

构态度普遍谨慎。

中信建投报告表示，2018 年

社零增速放缓，全面进入个位数增

长时代。 展望今年上半年，经济环

境有可能持续承压，反映到消费层

面就是居民消费增速稳步放缓、消

费意愿受到压制；反映到公司层面

就是企业业绩进一步分化，而适应

消费趋势切换的企业更是有望弯

道超车。

国信证券对今年的消费市场

整体持谨慎乐观的观点，其报告显

示，一方面外部环境贸易战影响

有望减弱，但经济增速下行致使

社零增速下行是大势所趋。 但另

一方面，也期待减税降费政策预期

能持续推进， 多部门政策为民企创

造更好的经营环境。 这些因素带来

的消费增量有望逐步体现。

迎政策利好 商业连锁板块面临哪些机会

与湖南资管达成战略合作

步步高逆势进攻 加快数字化步伐

本报记者 王 莉

在今年 1 月底宣布收购家润

多 22 家门店后， 步步高近期的一

个举动引发市场对于其下一步收

购动作的猜测。 2 月 16 日，步步高

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步步高投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 而协议中的一项内容正是并

购重组。

在今年年初的步步高集团管

理层年会上，董事长王填宣布了扩

张策略，而有了湖南资管这样一位

合作伙伴，步步高的发展提速无疑

更有底气。

王填在年初曾表示，商业零售

首先是规模之争。 基于这个趋势，

步步高 2019 年依然会逆势进攻。

而要保持进攻的姿态则需要资金

与专业的支持，这或许是步步高选

择与湖南资管合作的主要原因。

根据步步高的公告，在签订合

作协议后，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

下属的湖南资管作为实施单位，将

协同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湖南

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湖

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吉祥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和步步

高集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实现互

利共赢。

协议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三方同意建立长期战略

合作关系，本着平等互利、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的原则，发挥各自业务领域

优势， 建立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之

间战略合作模式，实现互惠共赢。

二是并购重组。湖南资管与公

司、步步高集团共同对零售及相关

行业进行研究，根据公司发展战略

和市场需要， 为公司产业并购搜

集、筛选在目标区域具有一定优势

的企业，共同设计交易结构、交易

条款、融资方式等，进一步扩大公

司市场规模，提高在目标区域的市

场份额。

三是业务资源整合和综合金

融服务。湖南资管作为财信金控集

团的全资子公司，将其现有业务资

源整合，积极与公司和步步高集团

对接，并充分利用财信金控集团的

全金融牌照业务优势，根据公司对

金融服务的需求为其在产业整合、

并购投资、资产管理、流动性支持

等方面提供全面支持和协作，为公

司的发展提供基金投资、 资金融

通、证券、保险、信托、财务咨询等

综合金融服务。

逆势进攻有了后盾

＞＞＞

步步高与湖南资管战略合作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为公司持续、快速、稳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按照王填的计划， 步步高在

2017-2019 年要实现数字化转型，

目标是成为一家由数据驱动、线上

线下融合的新零售企业。而实现转

型的重要一步是在 2018 年 2 月引

入腾讯和京东。 如今，腾讯与京东

已经入股一年了。

2018 年 2 月 23 日， 步步高在

停牌三周后发布公告称，公司向腾

讯、 京东分别转让 6%和 5%股份。

按照步步高停牌前一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计算，腾讯、京东此次投资

额分别约为 8.87 亿元、7.39 亿元。

事实上，步步高的数字化转型

早在几年前便已经开始。 2013 年

下半年， 步步高推出步步高商城，

探索线上渠道；2014 年，步步高推

出云猴 App，随后，步步高试图打

造一个基于云猴 App 的 O2O 闭

环生态。

在引入腾讯和京东后，步步高

的数字化步伐进一步加快。

数据显示，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步步高总会员人数突破

1300 万人， 数字化会员 344 万人，

其中 59%为新会员；278 家超市上

线会员码，72 家超市上线扫码购，

京东到家上线 27 家； 智慧零售样

本门店步步高梅溪湖智慧零售旗

舰店数字化会员超 17 万人， 会员

销售占比近 75%。

但是在另一方面，步步高这一

年的股价却表现不佳。 2018 年的

最高价出现在腾讯、京东入股复牌

当日。

股价虽然表现不佳，但步步高

自身的业绩还是十分过硬的。步步

高 2018 年三季报显示， 营收同比

增长 8.93%， 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6.06%。 对于整个 2018 年的业绩，

步步高则预计会有 30%的增长。 出

于对公司前景的信心，大股东也启

动了增持计划，2018 年 10 月 11

日，步步高发布公告称，大股东张

海霞计划在未来 6 个月内增持公

司 1%至 5%股份，即 863.90 万股至

4319.52 万股， 增持股价区间不超

过 12 元 / 股。

腾讯京东入股一年

＞＞＞

引入腾讯和京东后，步步高的数字化步伐进一步加快。 但

是这一年，其股价表现却不佳。

步步高集团

董事长王填表示，

商业零售首先是

规模之争。 基于这

个趋势， 步步高今

年依然会逆势进

攻。

CNSPHOTO提供

步步高“进攻”的姿态在今年

开年便显现了出来。1 月底，步步高

集团宣布收购家润多 22 家经营权

及门店资产。 此次收购进一步扩大

了步步高在湖南地区的规模优势、

品牌优势及综合竞争力。

那么， 在与湖南资管合作后，

步步高下一个要买谁，会是正在进

行混改的重庆商社吗？

最新的消息显示，重庆商社集

团混改项目两位意向买家已经确

定，按照相关程序，最终投资方需

重庆商社集团董事会决议确认。

2018 年 10 月 19 日，重庆联合

产权交易所正式推出重庆商社集

团增资项目，55%的股权分为两份，

一份是 45%、一份为 10%，计划公

开招标引入两位战略投资者。

据悉，重庆商社集团对投资方

限定了比较严格的要求，包括两家

投资方不得归于同一控制，其中投

资方要符合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公

布的“2017 年中国连锁百强”名单

前 50 位企业， 且近三年持续盈利

的标准等。 在 2017 年中国连锁百

强中位列第 14 位的步步高也完全

符合重庆商社的要求。

此外，步步高与重庆商社还有

一定的渊源。 重庆商社持有重庆百

货 45.05%股权，为重庆百货控股股

东。 而早在 2016 年 10 月，重庆百

货曾拟通过非公开发行的方式进

行混改，引进物美投资和步步高两

家民营战略投资者。 不过，在再融

资相关政策调整的背景下，2017 年

2 月，重庆百货终止了该方案。

此次重庆商社的混改会否出

现步步高的身影，这一谜底应该很

快就会揭晓。

下一个要买谁

＞＞＞

在 2017 年中国连锁百强中位列第 14 位的步步高符合重庆商社对投资方的要求。

全聚德净利跌三成

老字号优势渐丧失

本报记者 贺 阳

近日，“烤鸭第一股”———全聚

德交出了一张令市场十分失望的

“成绩单。

据全聚德发布的业绩快报显

示，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76

亿元，同比下滑 4.53%；实现归母净

利 润 8865.71 万 元 ， 同 比 下 滑

34.81%。 中国商报记者注意到，此次

全聚德暴跌的净利润已创下其上市

12 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对此， 全聚德公告解释称主要

是受餐饮市场影响，公司 2018 年第

四季度营业收入未达预期目标。 同

时，全聚德还提出，由于公司相关企

业存在商誉减值风险， 基于谨慎性

原则， 公司计划在年末对上述商誉

计提相应的商誉减值准备。

对于全聚德业绩的增长乏力，

拥有敏锐嗅觉的资本市场早已有

所准备。 中国商报记者了解到，此前

曾为全聚德第二大股东的 IDG资本管

理（香港）有限公司曾多次不惜亏本

减持。

“此举说明全聚德逐步变弱的

盈利能力已经让二股东变得不满，

即使是老资本方， 最终也不得不选

择亏本清仓。”业内人士分析，这说明资

本并不看好全聚德的未来发展。

内外交困的全聚德曾多次尝试

转型，然而无一不以失败告终。 烤鸭

“外卖” 的互联网转型更是满盘皆

输。

资料显示，2015 年，全聚德与重

庆狂草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打

造“互联网 + 餐饮”模式的“小鸭哥”

烤鸭外卖品牌鸭哥科技。 但是到

2017 年中期，鸭哥科技便已停摆。根

据全聚德财报显示，2016 年鸭哥科

技亏损金额达 1344 万元。

餐饮分析人士表示， 有国企背

景的全聚德在尝试创新方面有所停

滞，特别是应在营销、口碑培养、品

牌年轻化方面多下功夫，弥补欠缺。

比如通过售卖袋装烤鸭的形式做到

“餐饮 + 零售”，渗透二三线城市，布

局渠道下沉。

此外，随着“烤鸭市场”的新竞

争者涌入，同业态经营的大董烤鸭、

四季民福、 羲和雅苑等餐厅的经营

却是红红火火， 相比之下这些餐厅

的服务质量更高， 消费群体画像更

为精细。

大众点评等第三方平台软件显

示，上述餐厅不仅顾客满意程度高，

而且还经常出现需要排队等位的现

象， 而全聚德作为老字号的优势正

在逐步丧失。

中国商报记者了解到，A 股仅剩

的四家餐饮上市企业整体发展都不

太尽如人意。*ST 云网（原湘鄂情）已

连年亏损或面临退市， 西安饮食目

前可供查询的去年三季报显示净利

下滑 4.74%，亏损了 417.46 万元。 广

州酒家在转型零售化业务后成为目

前 A 股餐饮业中唯一一家净利正增

长的企业。 其 2018 年三季报显示净

利润录得 2.98 亿元， 同比增长了

4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