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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海国际 (1579 HK; 16.5 港元; 目标价: 21.5 港元)  
第三方高增及费用优化促半年度利润进击  全年展望亦喜    
 
关联方：开店节奏及配方调整影响上半年关联方增长，预期全年公司关联方收入增速约 35%。根据最新公司

调研，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关联方收入同增超 20%，较全年指引 (30-35%) 偏低，主要的原因如下：1) 公司开

店节奏前慢后快，2018H1 海底捞门店新开 70 家 (全年规划新开店 180-220 家)，影响上半年关联方的收入增

速；2) 海底捞对公司大单品菌汤粉 (收入占比 10%) 进行包装调整，将其由大包装调整为小包装，从而导致该

品类销量下滑 50%，拉低整体第三方收入增速。3) 在抖音等社交媒体“清水锅”视频的带动下，上半年海底

捞清水锅广受欢迎，门店数据显示清水锅的点单量已排名前三，一定程度上影响火锅底料的销售。展望下半

年，按照海底捞中位数 200 家的开店规划，预期下半年开店速度将明显提升，关联方业绩增长加速，预期全年

增速为 35%。 
 
第三方：新品推广超预期+小火锅快速增长+渠道拓展得力，叠加低基数效益，预期公司上半年第三方业务同

增约 140%，超预期。根据最新公司调研，我们预计 2018 年上半年公司第三方收入同比高增约 140%，若剔

除小火锅，整个第三方收入接近翻倍，具体来看：1) 新品推广：自 2017 年以来公司加速产品研发，2018H1
新推出三种口味的小龙虾调味料新品，包括蒜香、十三香和香辣，新品上市推动第三方收入增长；2) 小火锅快

速增长：小火锅自 2017 年下半年上市以来表现优异，公司顺应趋势，同时加大小火锅电商和线下经销商拓

展，目前线下 1000 家经销商中有 300 家专销小火锅、300 家销售小火锅+其他火锅调味品，2018H1 收入已近

1 亿，全年规划 2 亿。3) 渠道拓展：一方面，公司线下渠道扩张持续推进，2017 年末公司经销商数量达 820
余家，2018H1 已增长至 1000 家，新增近 180 家；另一方面，公司继续加强电商端的产品铺货和营销，上半

年电商收入同增超 100%；4) 第三方 2B 业务：火锅餐饮发展迅速且店内炒底料的占比不断下降，公司通过

“海底捞”切入，品牌优势明显，分为代工及定制两种模式，预计市场空间广阔，目前 2B 底料市场为 2C 底

料市场规模的两倍，成为公司未来重点拓展方向。由于去年同期基数较低，上半年第三方 2B 业务同增约

100%。综合来看，2018H1 第三方业务各品类、各渠道增长均翻倍，超市场预期。 
 
盈利分析：收入快速成长摊薄费用，汇兑损益转亏为盈提升利润弹性。我们预期 2018 年公司净利率水平有明

显提升，具体来看，费用率方面，第三方收入快速增长摊薄公司管理费用，且公司在 2017 年底完成对销售人

员的精简调整，销售人员数量从 2017 年初的 350 名下降至 170 名左右，增强销售激励和营销效率，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公司销售费用率；汇兑损益方面，公司持有港币资产，2017 年人民币升值约 6%，导致全年汇兑损失

约 5200 万，而今年以来人民币持续贬值，上半年汇兑收益约 2000 万，预计全年可达 4000 万，汇兑损益转亏

为盈将大大提升公司的利润弹性。综合来看，预期全年公司整体净利率将提升 5pcts。 
 
风险因素：原料价格波动风险；食品安全风险；行业景气度下降风险。 
 
建议关注：预计第三方收入增长超预期，费用优化叠加汇兑收益增强全年利润弹性，调整 2018/2019/2020 年

EPS 预测为 0.48/0.62/0.79 元 (单位人民币，原预测为 0.34/0.45/0.59 元)，同增 92%/30%/27%，扣非后同增

58%/38%/28%。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 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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