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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itle] 

 「金融+物流」一体化服务供应商 
 

[Table_Summary] 普汇中金国际于 2000 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主要从事高端室内设计与装潢以

及高端家俬制造业务。公司于 2012 年开始转型，目前已成为一家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

及物流服务的综合供应商，业务集中于陕西省及香港。 

投资要点： 

 定位于中小企业，提供「金融+物流」一体化服务。公司以多个大型建材及家居市

场及分销中心内的中小企业为主要客户群，在为该些企业提供「金融+物流」的一

体化服务，为缺少融资途径的中小微企业提供更为多元化融资渠道。 

 业务模式降低信贷风险。公司客户集中在建材、家居、电子组件等行业，因此公司

对该些行业的产品和市场有深度认识，可依此为抵押商品的价值进行合理评估。此

外，公司的物流服务亦为监控客户经营状况与抵押品价值的重要手段。客户一般将

抵押商品储存在公司的自管仓库，公司通过库存监管来掌握客户的关键营运数据，

并可有效控制贷款用途和还款来源，降低信贷风险。 

 融资担保服务为金融业务打下良好基础。公司向省内建材分销中心内的中小企提供

融资担保服务，以协助其取得银行贷款。目前。公司融资担保业务的银行授信额度

达到 10 亿人民币以上，担保结余约 3 亿元人民币，预计 2016 年的担保结余将增

长至 3.5 亿元人民币以上。 

 融资租赁业务成为新的收入增长点。普汇中金于 2015 年 5 月注册成立一间外商独

资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并于今年一季度开始运营。公司已投入 3000 万美元自有资

本，在全国范围内重点针对医疗保健与教育行业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包括设备融资

租赁及售后租赁两种形式。 

 收购东大明宫建材家居中心，拓展客户群。2015 年 8 月，公司完成对大明宫建材

家居城(东三环店)的收购事项。该大厦的出租率保持在 90%以上，目前共有约 600

个租户，主要从事室内建筑材料、家居装修及家俬产品的批发和零售，可为公司带

来稳定的租金及管理费用收入。公司计划建设第二期扩张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11.9

万平方米，预计于 2017 年运营。 

 普汇中金 • 世界港有望成为区域性分销及交通枢纽。世界港第一期工程预计于今

年第二季度建成，项目包括一个大型建筑及建材分销市场。该项目链接汉江、成渝

及关天三大经济区，有望成为区域性分销及交通枢纽。此外，公司亦计划在物流园

内建立汉中市唯一的国家级中药材交易基地，目前已拿到政府批文。 

 风险披露：全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建材行业供给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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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股本 2,791.7M 

总市值(港元) 1,507.5M 

52 周股价波幅 0.42-1.60 

主要股东 WEIBIN LI 

持股比例 5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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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截至3月31日止年度,单位千港元)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收入 167,153 173,158 161,365 151,731 247,473

收入同比(%) -71.8% 3.6% -6.8% -6.0% 63.1%

毛利 71,840 54,143 26,052 41,040 50,870

股东应占溢利 -11,197 18,192 -22,446 -90,342 -80,189

毛利率 43.0% 31.3% 16.1% 27.0% 20.6%

净利率 - 10.5% - - -

每股盈利(港仙) 6.98 0.51 -1.4 -4.87 -3.65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中投证券(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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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于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物流」一体化服务 

公司于 2000 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主要从事高端室内设计与装潢以及高

端家俬制造业务。公司于 2012 年开始转型，目前已成为一家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

及物流服务的综合供应商，业务集中于陕西省及香港。公司以多个大型建材及家居

市场及分销中心内的中小企业为主要客户群，在为该些企业提供物流服务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供融资担保等金融服务。 

物流业务方面，公司主要向客户提供仓储及存货管理服务、物流咨询服务及其

他物流相关增值服务。金融服务方面，目前以融资担保和供应链融资服务为主，今

年将新增融资租赁业务，为缺少融资途径的中小企业提供更为多元化融资渠道。 

图 1: 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物流」一体化服务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中投证券（香港） 

业务模式降低信贷风险 

公司客户主要集中在建材、家居、电子组件等行业，因此公司对该些行业的产

品和市场有深度认识，熟悉产业链上下游的供需状况，并可依此为抵押商品的价值

进行合理评估。此外，公司的物流服务亦为监控客户经营状况与抵押品价值的重要

手段。客户一般将抵押商品储存在公司的自管仓库，公司通过库存监管来掌握客户

的库存水平、库龄、周转次数、业务周期和资金流水等关键数据，并可有效控制贷

款用途和还款来源，降低信贷风险。 

图 2: 业务模式降低信贷风险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中投证券（香港） 

上游供应商 中小企业 下游购买方

库存融资

设备租赁

分拣及包装

运输及分销

金融服务 采购融资 应收款项融资

仓储及存货管理采购服务物流服务

金融服务 物流服务

融资担保 采购服务

融资租赁 抵押品及风险管理 分拣包装

供应链融资 仓库及存储

小额贷款(待批) 交叉销售 运输及分销

批发及零售中心

增加商户资源 物流园及商品交易市场 增加商户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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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担保服务为金融业务打下良好基础 

公司于 2013 年 8 月成立陕西省第一间外商独资的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及总投资额分别为 3,000 万美元及 9,000 万美元，向省内建材分销中心内的中小

企提供融资担保服务（包括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项目融资担保及信贷担保等），

以协助其取得银行贷款。其中，公司提供「存货作抵押品」融资担保服务，要求客

户将指定库存商品存放于其管控的质押仓库，并受公司的电子信息系统监控。 

公司在其西安及汉中市的物流园区内设有物流信息科技平台，该平台对所有租

户的交易、仓储、运输、分销及其他物流信息数据进行收集，可随时掌握租户的业

务活动及存货抵押品，大幅降低信贷风险，成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同时，也协

助中小企业在生产运营中盘活库存所占压的资金，缓解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难的问题。 

图 3: 「存货作抵押品」服务模式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中投证券（香港） 

目前。公司融资担保业务的银行授信额度达到 10 亿人民币以上，担保结余约

3 亿元人民币，预计 2016 年的担保结余将增长至 3.5 亿元人民币以上。2015 年 9

月30 日止六个月，公司融资担保业务收入1,151 万港元，较2014 年同期下降16.2%，

主要由于经济放缓，中国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更为谨慎，对公司融资担保业

务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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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融资担保服务收入(千港元)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中投证券（香港） 

融资租赁业务成为新的收入增长点 

普汇中金于 2015 年 5 月注册成立一间外商独资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并于今年

一季度开始运营。公司已投入 3000 万美元自有资本，在全国范围内重点针对医疗

保健与教育行业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公司计划通过设备融资租赁及售后租赁两种形

式，帮助企业获得其发展所需的厂房或设备，租赁期为 2-5 年。公司现有的物流和

金融服务客户可成为本项业务的潜在客户。此外，公司将享有所得税税率为 15%的

税收优惠，为公司盈利带来利好。 

图 5: 融资租赁服务两种形式对比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中投证券（香港） 

收购东大明宫建材家居中心，拓展客户群 

2015 年 8 月，公司完成对大明宫建材家居城（东三环店）的收购事项。该建

材城位于西安市东部，由一幢七层高商业大楼及两层地库组成，总建筑面积约 19

万平方米，于 2012 年 4 月起投入运营。商业大楼的出租率保持在 90%以上，目前

共有约 600 个租户，主要从事室内建筑材料、家居装修及家俬产品的批发和零售。

公司计划建设第二期扩张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11.9 万平方米，预计于2017 年运营。 

14,272

26,961

13,735
11,510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2014 2015 1H2014 1H2015



 

                                    公司点评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5/7 

 

图 6: 大明宫建材家居城（东三环店）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中投证券（香港） 

大明宫建材家居城为公司带来稳定的租金及管理费用收入，同时，该 600 多名

租户也成为公司金融及物流业务的新增客户群。租户可以将其在公司仓库物流管理

下的存货用作浮动抵押品，获得融资担保并以此向银行贷款，在不影响正常贸易活

动的情况下通过银行融资变现存货价值。  

普汇中金 • 世界港有望成为区域性分销及交通枢纽 

普汇中金 • 世界港位于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褒河物流园中央，第一期项目占

地约 22 万平方米，于 2014 年 12 月开始建设，预计将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分批建

成。项目将包括一个占地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及建材分销市场、汉中海

关办事处清关场所、保税仓库、监管仓库、普通仓库及运输堆场设施，为陕西省南

部地区唯一的海关及保税仓库。 

图 7: 普汇中金 • 世界港物流园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中投证券（香港）   

此外，公司亦计划在物流园第一期内建立汉中市唯一的国家级中药材交易基地，

提供包括贸易、物流、仓储、研发、加工及电商等服务。目前公司已经拿到政府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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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今年底前将会启动。汉中素有“生物基因库”和“天然药库”之称，是中国中

药材的传统主产地，中药材交易基地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进一步拓展公

司业务。 

普汇中金• 世界港具有区位优势，链接汉江经济区、成渝经济区及关天经济区

三大经济区。公司计划将普汇中金• 世界港打造为陕西省西南地区及邻近省份的区

域性分销及交通枢纽。 

附表一 财务摘要 

 

数据来源：公司资料，中投证券(香港) 

 

2014 2015 变化 2014 2015 变化

收入 151,731     247,473       63.1% 104,819     122,251     16.6%

毛利 41,040       50,870         24.0% 28,007       15,576       -44.4%

股东应占溢利(亏损) (90,342)      (80,189)        -11.2% (38,811)      245,842     亏转盈

毛利率 27.0% 20.6% -6.4p.p. 26.7% 12.7% -14.0p.p

净利率 - - - - 201.1% -

每股盈利(亏损)(港仙) -4.87 -3.65 -25.1% -1.83 10.15 亏转盈

截至3月31日年度 截止9月30日止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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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投资评级定义： 
公司评级： 
强烈推荐：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股价相对恒生指数涨幅 20%以上 

推荐：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股价相对恒生指数涨幅介于 10%-20%之间 

中性：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股价相对恒生指数变动介于±10%之间 

回避：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股价相对恒生指数跌幅 10%以上 
行业评级 
看好：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优于恒生指数 5%以上 

中性：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相对恒生指数持平 

看淡：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恒生指数 5%以上 
 

本报告所载信息、工具及数据仅作参考数据用途，并不用作或视作为销售、提呈或招揽购买或认购本报告所述证券、投资产品或其他金融
工具之邀请或要约，也不构成对有关证券、投资产品或其他金融工具的任何意见或建议。编制本研究报告仅作一般发送。并不考虑接获本
报告之任何特定人士之特定投资对象、财政状况及特别需求。阁下须就个别投资作出独立评估，于作出任何投资或订立任何交易前，阁下
须就本报告所述任何证券咨询独立财务顾问。 
  
本报告所载信息、工具及数据并非用作或拟作分派予在分派、刊发、提供或使用有关信息、工具及数据抵触适用法例或规例之司法权区或
导致中投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包括中投证券国际经纪有限公司及中投证券国际期货有限公司（统称「中投证券(香港)」）

须遵守该司法权区之任何注册或申领牌照规定的有关司法权区的公民或居民。 
  
本报告所载资料及意见均获自或源于中投证券(香港)可信之数据源，但中投证券(香港)并不就其准确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声明，于法律及／

或法规准许情况下，中投证券(香港)概不会就本报告所载之资料引致之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本报告不应倚赖以取代独立判断。中投证券(香

港)可能已刊发与本报告不一致及与本报告所载资料达致不同结论之其他报告。该等报告反映不同假设、观点及编制报告之分析员之分析方

法。 
  
主要负责编制本报告之研究分析员确认：（a）本报告所载所有观点准确反映其有关任何及所有所述证券或发行人之个人观点；及 
（b）其于本报告所载之具体建议或观点于过去、现在或将来，不论直接或间接概与其薪酬无关。 

 
 过往表现并不可视作未来表现之指标或保证，亦概不会对未来表现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之声明或保证。 
中投证券(香港)之董事或雇员，如有投资于本报告内所涉及的任何公司之证券或衍生产品时，其所作出的投资决定，可能与这报告所述的观

点并不一致。 
  
一般披露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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