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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为港股餐企中的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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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电价政策落实处
企业减负享红利

海底捞即将上市 挑战依然不少

本报记者 冉隆楠
本报记者

贺 阳
近日， 中国商业联合会在北京

‘
‘

近日， 海底捞宣
布 其 股 份 于 9 月 12
日起在香港公开发
售， 并计划于 9 月 26
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
挂牌交易。 海底捞作
为十年以来香港市场
第一个大型消费服务
IPO，深受资本市场的
热捧。 目前，海底捞已
经获得来自高瓴、摩
根士丹利资管等机构
3.75 亿美元的基石投
资。 有分析认为，由于
具有较强的业绩支
撑， 再加上有顶级基
金的参与和背书，海
底捞有望成为“今年
最受机构热捧的
IPO”。

稳坐火锅行业第一把交椅的

组织召开了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政

海底捞，预计将于 9 月底正式登陆

策宣贯会。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巡视

港交所。 近日，来自港交所的消息

员张满英、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

显示，海底捞已通过港交所上市聆

姜明等领导出席了会议，来自国

讯，并更新了招股书，目前已开启

家 电 网 、 南 方 电 网 等 输 配电企业，
万达、华润、中粮、凯德 、 银 泰 等 商

全球路演。
当前正加速开新店、扩张规模

业 综 合 体 ， 以 及 金 拱 门 、星巴克、

的海底捞虽核心经营指标有所下

国美、 物美等商贸流通企业和行业

滑，但从市场表现来看，相关机构

在经济上行承

协会，还有媒体代表共 60 余人参加
了会议。

与投资者对其未来的发展仍充满

压以及餐饮行业“三

了信心。 有业内人士表示，海底捞

高一低” 的背景下，

会议由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

上市后企业需要对投资者及股民

海底捞作为十年来

张丽君主持， 姜明致辞感谢了发改

负责，财务报表的
“
亮眼”是必不可

香港市场第一个大

委积极高效的工作， 并表示将大力

少的，但如何在获取
“亮眼”的财务

型消费服务 IPO，深

配合发改委， 调动商贸系统行业协

报表的同时保持企业较高的服务

受资本市场热捧。

CNSPHOTO 提供

水平与质量，是摆在海底捞未来发
展道路上的一大难题。

核心经营指标下滑

按照海底捞此前规划的方案，

路演。 中国商报记者了解到，海底

为 90 亿-110 亿美元，2019 年预期

计划今年新增 180-220 家门店，其

捞将于近日完成机构配售的分配，

的动态市盈率在 22-28 倍。

下半年新增门店或将更多，海底捞

并同步启动零售配售 （散户打新）

预计将面临更大的经营和业绩压

的工作。

会和企业的力量， 认真将政策落实
到位。
据悉，遵照今年初国务院“一般
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 10%”的要求，

业内人士分析表示，在经济上

国家发改委从降价、减税、清费、推

行承压以及餐饮行业“三高一低”

动市场化交易等方面， 分四批陆续

海底捞最新公布的招股说明

力。 根据官方给出的每家餐厅 800

餐饮行业冲击 IPO 屡屡失败

的背景下，海底捞作为十年来香港

出台了发改价格〔2018〕500 号、732

书显得十分有
“底气”。 数据显示，

万-1000 万元的投入金额预算，计

的案例不在少数，然而从市场表现

市场第一个大型消费服务 IPO，深

号、1053 号、1191 号文件，公布了临

海底捞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达到

划开设新门店所需金额至少在

来看，机构及投资者对海底捞无疑

受资本市场热捧。 在过去三年中，

时降低电网企业输配电价、 电网增

了 73.42 亿元， 上年同期为 47.56

14.4 亿元。

是信心满满。

海底捞的收入复合年增长率为

值税率降低 1 个百分点、 财政一次

36% ， 净 利 润 复 合 年 增 长 率 为

性退还留抵增值税等措施， 分别自

71%。

4 月、5 月、7 月、9 月 1 日起执行，并

亿元，同比增长 54.4%。 并且随着

但在高速扩张的同时，海底捞

据了解，海底捞目前已经获得

秋冬季节的来临，火锅市场逐渐进

的现金流却不断走低。公开数据显

了 3.75 亿美元的基石投资， 共计

入消费旺季，海底捞今年营收突破

示， 海底捞的账面现金已经从

有五家投资机构， 分别是高瓴资

根据保守财务预测，在未来三

出 台 发 改 办 价 格 〔2018〕787 号 文

百亿元并非难事。

2016 年的 2.9 亿元下降到 2017 年

本、景林、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雪

年中，海底捞的收入复合年增长率

件，就清理转供电环节加价、规范电

值得注意的是，在营收大幅上

的-6020 万元。 其次是逐年增加的

湖和 Ward Ferry。

为 50%， 净利润复合年增长率为

网环节垄断性服务收费工作进行了

升的同时，由于紧锣密鼓地大举开

负债， 海底捞的流动负债已经由

其中，高瓴资本和景林分别认

40%。 作为一家餐饮企业，海底捞

专门部署。

店，海底捞的净利润等核心经营指

2015 年的 6040 万元增至 2017 年

购 9000 万美元， 摩根士丹利投资

的利润率长期超过 10%， 拥有一

标略有下滑。

的 11.56 亿元。 招股书显示，海底

管理和雪湖分别认购 8000 万美

定的定价能力。

捞本次募集资金的 15%拟用于还

元，Ward Ferry 认购 3500 万美元。

业内人士表示，作为海底捞的

措， 意义重大， 相关企业应高度重

本次基石投资占到 IPO 发行

旗下子公司以及底料供应商，颐海

视、狠抓落实，尤其应高度重视清理

招股说明书显示，海底捞今年
上半年期内盈利为 6.47 亿元，增

贷。

张满英在讲话中指出， 降低商
业电价是政府为企业减负的重要举

幅达 8.8%， 上年同期盈利为 5.53

以招股书细节来看，设定海底

规模的 40%。 在香港 IPO 中，一般

国际是火锅品牌二级市场中最好

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工作， 并建议

亿元，增幅为 11.6%，速度放慢了

捞的新门店大约 1-3 个月就能达

会将 20%—30%的发行规模分配

的对标。 当前，颐海国际香港股价

中国商业联合会充分发挥全国性行

约 3 个百分点。

到单月盈亏平衡，6-13 个月即可

给基石投资者，基石投资者往往都

表现不俗， 在其上市的两年时间

业组织的作用， 加强对各地商业联

不仅如此， 被 视 作 餐 厅 经 营

完成门店投资资本回报。从中不难

是国际知名基金。机构配售已经获

中，股价涨幅超过了五倍。

合会、 商贸流通行业协会的工作指

重要指标的翻台率、 同店销售

看出海底捞的野心：高速扩张可以

得超过 20 倍的超额认购， 零售配

从目前港股上市餐饮企业的

额也均有小幅下滑。 从各项运

使现金流压力大大减轻。

售预计将获得至少超过 50 倍的超

体量来看， 市值最高的为呷哺呷

策要求， 各商业企业支持配合各地

哺。 以营业收入指标来看，海底捞

价格主管部门做好清理规范工作，

海底捞的 IPO 定价将于 9 月

去年的营业收入约为呷哺呷哺的

让降电价政策的红利惠及所有一般

17 日公布， 据了解，IPO 定价区间

三倍左右。而随着 9 月底正式登陆

工商业用户， 尽早让终端中小工商

据悉，通过港交所上市聆讯的

为每股 14.8-17.8 港元。 此次拟融

香港主板，海底捞将成为港股餐企

户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海底捞正在紧锣密鼓地启动全球

资规模 10 亿美元， 公司估值区间

中的龙头企业。

营 数 据 来 看， 海底捞的新开门店
翻台率降至 4.2%， 整体翻台率由

额认购。

市值或破百亿美元

2017 年的 5.0%降至 4.9%，同店销
售增长率由 2017 年的 14%降至
6.4%。
今年上半年，海底捞全国门店
数 量 由 去 年 底 的 273 家 增 加 到
341 家，新增了 71 家门店，开设的

导， 大型企业带头落实执行国家政

国家电网财务部主任冯来法在
讲话中提出， 国家电网公司已迅速

链 接 〉〉〉

行动， 认真组织开展各项政策措施

海底捞未来发展挑战不小

落地工作， 确保工商企业用能成本
降到明处、落到实处。 他表示，预计

新店多集中于二线城市。 上半年，
料成本占比约 40%、员工成本占比

经营区域内年减轻相关用户电费负

海底捞在一线城市的门店增加了

作为实体经济的代表，海底捞

“老鼠门”事件；今年 2 月，海底捞

13 家、 二线城市的门店增加了 33

此次赴港上市被寄予厚望。不过海

位于新加坡的门店因为食品清洁

约 29%。 门店扩张后，相应的成本

担为 792 亿元、 降幅为 12.4% ， 可

家、 在三线城市的门店增加了 16

底捞未来版图计划的实现仍然面

问题被责令停业整顿；6 月， 海底

也会随之增加，这是海底捞不得不

以超额完成国务院的降价任务。

家。

直面的问题。

其中，自 9 月 1 日起，目录销售

临着食品安全监管趋严、加速扩张

捞又陷入
“苍蝇门”。食品安全出问

海底捞着实看重二线城市的

承压与同行模仿不断等诸多挑战。

题不只是受到行政处罚，也可能因

而在内部压力之外，海底捞还

电 价 从 平 均 每 度 电 0.806 元 降 低

市场，目前其在二线城市开设的餐

业内人士指出，海底捞的上市

此给企业品牌信誉和持续盈利能

面临着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

到 0.721 元、降幅 10.5%，降价金额

厅普遍反响不错，收入占据了海底

将会对资金链、品牌、产业链等各

力造成不可逆的负面影响。

捞营收的“
半壁江山”。 数据显示，

方面产生强有力的支撑，但食品安

海底捞上半年来自一线城市的收

随着市场玩家越来越多， 一方面，

为 671 亿元；清理收费 121 亿元、降

此外， 海底捞打算今年开设

海底捞的竞争模式会有越来越多

幅为 1.9%。 国家电网还将加强服务

全是餐企发展的根本，尤其是近两

180-220 家新店，大量扩张门店势

的商家 去 模 仿 和 复 制 ； 另 一 方

创新，推广实施办电更快捷、用电更

入为 18 亿元、 来自二线城市的收

年海底捞频发食安事件，品牌的未

必将给其带来资金上的压力。海底

面， 新的营销模式也将会不断推

舒心、 服务更贴心的供电服务心连

入为 34.67 亿元、来自三线及以下

来仍需持续完善的质量内控体系

捞的成本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和人

出，与海底捞的高水平服务模式形

心工程，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社

城市的收入为 14 亿元。

加以保障。 去年 7 月，海底捞陷入

工上，公开信息显示，2017 年其原

成竞争。

会发展。
会上， 中国商业联合会还向相
关行业组织和商贸流通企业发出了
倡议书，号召大家共同参与，认真研

渠道加速融合 我国纺织产业供应链持续优化
本报记者 张家铭

究政策，严格贯彻实施，保证将政策
执行到位，发挥实效。

球产业共同体的理念，与全球的业

而谈到中国纺织供应链的新应对，

大、产出多高，坚决杜绝落户，对达

驱动的科技产业、文化引领的时尚

界一起商讨全球产业的合作、协同

孙瑞哲认为，中国纺织产业有几个

不到环保要求的企业坚决关停退

产业、责任导向的绿色产业，中国

经验与做法可供借鉴。 一是供应链

出。 同时，按照规划实施敏感区域

纺织产业正在以这一新的理念推

2018 国际纺织制造商联合会年会

国际纺联主席贝迪、国际纺联

柔性。 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了设

涉气项目搬迁治理计划，从源头上

进中国纺织供应链责任发展。

上，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秘书长克里斯丁·辛德勒、 埃及工

计、研发、生产、营销、服务等纺织

减少排放污染。 三是渠道融合。 为

据悉，2018 世界布商大会由

中国服装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大鹏

业联合会对外贸易委员会主席卡

供应链的各个环节，深刻改变着行

更快捕捉市场变化、 满足消费需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国纺织品

表示，我们正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

森姆、土耳其纺织企业家联合会副

业的组织模式、生产模式、管理模

求，线上与线下渠道、不同平台、不

进出口商会、 中国商业联合会指

时代中，市场变革、科技迭代、国际

会长穆斯塔法·丹尼泽等国际重量

式，极大增强了纺织供应链应对需

同模式之间正加速融合。 如红豆无

导，绍兴市人民政府、中国纺织工

贸易政策变幻、全球产业布局调整

级嘉宾对于此次柯桥举办世界布

求端变化的响应能力。 二是绿色发

界零售店利用技术为用户提供线

业联合会生产力促进部、中国商业
联合会对外联络工作委员会、中国

近日，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

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不断深化等

商大会,体现纺织行业高质量发展

展。 当前纺织供应链发展形态正在

下服装搭配指导并展示虚拟效果、

等， 全球的业界都在积极应对，寻

责任担当高度赞赏，并表示十分愿

从责任向价值转变。 以浙江省绍兴

海澜之家入驻美团外卖等。

求新的发展，探求国际产业间的共

意来柯桥参加这次大会。

市柯桥区为例，当地紧紧围绕“绿

孙瑞哲表示，中国正在以更加

赢合作之路。
在此背景下，以“开放、科技、

纺织品进出口商会服装分会、面料
分会、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政府主

国际纺联副主席、中国纺织工

色高端、世界领先”的目标，深入推

积极的姿态构建开放型经济，“引

办。 与会嘉宾将分 享 未 来 纺 织 科

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表示，“纺织

进印染行业改造提升，严格印染集

进来”和“走出去”的广度与深度在

技的发展趋势和前沿技术，聚

时尚、绿色”为主题的 2018 世界布

行业正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

聚标准，加速印染集聚提升，打造

不断扩大。 同时，不断提升的消费

焦 全 球 纺 织 时 尚 产 业 发 展态势，

商大会将于 9 月 20-21 日在浙江

代”，新兴经济体崛起，贸易关系更

绿色标杆企业，推进印染产业智能

能力和更多层次的消费需求将极

探讨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时尚转

省绍兴市柯桥区举行。 作为全球纺

加复杂、消费需求、产业生态的快

化、绿色化发展。 同时，对列入环境

大地扩展市场空间、 完善产业配

型之路，探寻纺织业可持续发展的

织服装的产业大国，中国希望以全

速变化都在深刻影响着这个行业。

标准负面清单的项目，不管投资多

套。 中国纺织工业的新定位是创新

新业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