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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物流」一体化服务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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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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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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2016 年 3 月 22 日收盘价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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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1.7M

总市值(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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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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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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至 3.5 亿元人民币以上。

持股比例

5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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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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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价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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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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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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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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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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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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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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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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资料、中投证券（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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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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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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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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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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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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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3月31日年度
2014

2015

收入

151,731

247,473

毛利

41,040

截止9月30日止6个月
2014

2015

63.1%

104,819

122,251

16.6%

50,870

24.0%

28,007

15,576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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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87

-3.65

-25.1%

-1.83

10.15

亏转盈

股东应占溢利(亏损)

每股盈利(亏损)(港仙)

变化

变化

数据来源：公司资料，中投证券(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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