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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冷链(831900)
基本数据

产融信一体化的冷链产业集成服务商
财务指标

2016 年 6 月 30 日
收盘价(元)

2013A

2014A

2015A

1.43

营业收入(百万元)

66.09

125.26

163.94

总股本(亿股)

11.73

净利润(百万元)

-1.37

0.11

19.32

流通股本(亿股)

11.56

净利润增长率

-

-

17098.63%

总市值(亿元)

16.77

毛利率

10.59%

8.35%

7.32%

每股净资产(元)

1.49

净利率

-2.07%

0.09%

11.78%

PB(倍)

0.96

EPS(元)

-0.11

0.02

0.04

全球化产融信一体的冷链产业集成服务商。公司以冷链金融、
冷链科技及境内外投资并购为驱动，不断优化仓运配一体化、海
陆空多式联运等全程供应链服务，加速物联网大数据平台建设和
境内外产业生态网络布局，实现从“传统冷链物流仓运配服务提
供商”向“全球化产融信一体的冷链产业集成服务商”转型。
冷链市场快速发展，规模化经营是成功关键。近几年冷链物
流发展迅速，据预测，受宏观政策和市场需求推动，冷链物流行
业未来将保持年均 25%的高速增长，2017 年市场规模将达 4700
亿元。冷链物流行业龙头企业缺失，市场集中度分散，上市企业
收入规模偏小，且盈利水平较低，行业发展需形成规模效应，降
低物流成本，规模化经营是企业提高盈利水平的关键。
领先的冷链物流信息化和金融服务平台。公司采用先进的物
联网技术，通过开放式定位监管平台，可为农产品、冷冻食品、
药品等冷链物流中的温度控制提供管理支持，公司旗下中国冷藏
网是国内首家专注于冷链行业的信息化平台。
公司设立冷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重点开拓现代物流、食品
化工等上下游涉冷行业的资产设施设备的融资租赁以及相关商业
保理等业务，致力成为国内冷链行业领先的金融服务平台。
研究员 王静
wangjing@wtnee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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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产融信一体的冷链产业集成服务商
海航冷链致力于第三方冷链物流的仓储、运输、配送服务，并为客户提供
物流解决方案等物流增值服务。
公司拟通过以冷链金融、冷链科技为驱动、境内外投资并购，不断优化仓
运配一体化、海陆空多式联运、高端医药化工物流解决方案等全程供应链服务，
持续完善境内外网络布局，实现从“第三方冷链物流仓储、运输、配送服务和解
决方案的提供商”向“全球化产、融、信一体的冷链产业集成服务商”的实质转变。
图表 1 海航冷链业务模型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图表 2 公司主要服务介绍

业务

简介

冷链物流
与仓储

冷链商贸

旗下海航华日、海航速运可提供干线运输、区域配送、医药零担等基础功能型
服务和仓运配一体化、海陆空多式联运等解决方案型服务。
海航冷链云仓服务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与全面数字化管理，实时共享仓储信
息，实现医药、产地、保鲜各型仓库按需分配，为客户提供最佳仓储解决方案。
为战略合作伙伴提供售后回购、仓单质押、委托监管、信用担保、垫支服务、
资金管理及代采金融等供应链金融服务；
优选美洲、澳洲上乘产地资源和品类，与境内电商、连锁客户合作，开展跨境
生鲜供应链业务。

冷链投资

重点关注国内外冷链运输、冷链仓储、冷链装备、冷链商贸等细分行业的投资
机会，通过投资并购与资源整合，完善全球产业布局。

冷链金融

冷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围绕聚焦冷链行业，重点开拓现代物流、医疗健康、食
品化工等上下游涉冷行业的资产设施设备的融资租赁以及相关的商业保理等
业务。

冷链科技

面向产业链上下游客户，打造基础信息服务和衍生增值服务为一体的公共云服
务平台，利用车联网大数据，开展无车承运人业务和冷链产业链相关的增值业
务。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与雀巢（中国）食品有限公司、麦当劳（中国）食品
有限公司、和路雪（中国）食品有限公司、通用磨坊（中国）食品有限公司、
PPG 涂料（天津）有限公司、北京宜家家居有限公司等大型企业建立了良好的
战略合作关系，并取得了客户的认可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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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保持快速增长，规模化经营是成功关键


冷链物流市场依然保持快速增长

近几年中国冷链物流发展迅速，中央、各地方政府均不同程度投入大量资
金支持冷库、冷链园区、冷藏车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冷链设备的购买。2013 年
我国冷链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 1000 亿元，同比增长 24.2%。
冷链运输方面，
公路运输占我国冷藏运输量的 90%，冷藏车市场保有量在 2013 年新增 1.5 万台
左右，同比增长约 14%。罗兰贝格 2014 年发布报告预测，受宏观政策和市场
需求推动，中国冷链物流行业未来将保持年均 25%的高速增长，2017 年市场规
模将达 4700 亿元。
三大因素促进冷链物流市场稳步快速增长。一是国际化。国内自贸区试点
扩大，进口生鲜品类和数量大幅提升，APEC 后亚太自贸区取得更大突破，进
而带来新机遇；二是标准化。国内人均消费力提升，对生鲜食品品质要求提高，
对冷链标准认知加强，国内法规和监管日趋完善与严格，将推动冷链行业健康
发展；三是农村市场。农村市场需求激活，以及农产品进城、出口，将进一步
刺激冷链物流的发展。


生鲜电商推动冷链物流模式升级

随着电商国际化的快速发展，国际生鲜品牌进入国内市场，对物流综合服
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具有分销职能的冷链供应链企业将快速崛起。同时电商
下乡将推动冷链下乡新思维，农产品进城和出口需求必将促进生鲜产品深加工
和 F2C 模式的快速发展，国内冷链企业开始跟随国家战略逐渐走出国门，跨境
收购成为一种新动向。


跨界竞争呈现更加多元化的特征

冷链行业中新的竞争者不断涌现，除了传统的冷链物流、冷链设备制造企
业外，国内一些有实力快递、电商、贸易商等已经高调进入冷链行业，冷链物
流服务形态将呈现多元化发展的竞争格局，围绕传统冷链物流仓运配业务展开
的如物联网技术、供应链金融、 融资租赁、冷链包装、冷链认证、冷链商贸、
冷链宅配、生鲜产品加工与交易中心等全产业链构建正在形成。


市场高度分散，规模化经营是成功关键

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排名前五位的冷库运营企业合计市场份额为 63%，而
中国的冷链物流行业龙头企业缺失、市场集中度分散、竞争无序，百强企业仅
占整体市场份额的 10%，行业小、散、乱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竞争加剧、合作
加深是未来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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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新三板冷链企业概况

公司

2015 年营业
收入（万元）

净利润

海容冷链

86453.62

11801.80

商用冷链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凯雪冷链

35103.54

2645.95

制冷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等

海航冷链

16393.58

1931.91

第三方冷链物流的仓储、运输、配送服务

齐畅物流

1865.47

-282.58

12739.67

982.01

中冷物流

15954.49

653.95

民生冷链

1669.58

-646.89

小田冷链

主要业务

以冷链物流服务为核心业务，专注于城市配送的
第三方现代物流服务
区域性商超系统“冷链一站式服务”为主，干线
冷链运输为辅
低温冷链物流
批发、零售冷冻食品以及现代冷链物流整体解决
方案与综合性服务

数据来源：choice

相比冷链设备制造企业，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收入规模偏小，且盈利水平较
低，齐畅物流和民生冷链 2015 年收入规模最小，且为亏损。比较中可以看出，
冷链物流行业关键是形成规模效应，降低物流成本，规模化经营是企业提高盈
利水平的关键。

 产、融、信一体化发挥协同效应


较强的冷链物流方案设计和执行能力

公司根据日益变化的物流服务需求，不断更新、完善物流管理体系，为客
户量身设计并实施最优化物流服务方案，为上下游企业提供贯穿整个原料出厂
到最终运抵用户全过程的一系列第三方冷链物流服务，促使供应链中各项资源
得到有效配置。在满足客户时间要求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降低物流成本，最
终实现整体供应链价值的最大化。
图表 4 海航冷链物流区域分布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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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的冷链物流信息化

公司采用先进的物联网技术，通过集成冷藏车 GPS 定位/温度检测技术、
电子地图和无线传输技术的开放式定位监管平台，可为农产品、冷鲜肉、冷冻
食品、药品、化工产品等冷链物流中的全程温度控制提供冷链物流管理支持。
公司旗下中国冷藏网是国内首家专注于冷链行业的信息化平台，目前注册
注册会员超过 6700 家，在线冷车 11200 余辆，此外其面向移动端客户的冷运通
APP 现已正式上线。
图表 5 海航冷链信息化平台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



行业领先的金融服务平台

公司与恒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冷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 3 亿美元。聚焦冷链行业，重点开拓现代物流、医疗健康、食品化工等上
下游涉冷行业的资产设施设备的融资租赁以及相关商业保理等业务，致力于成
为国内冷链行业领先的金融服务平台与资产管理平台。
图表 6 海航冷链融资租赁业务范围

业务

内容

动产

冷链车辆、移动冷库、冷藏/蓄冷箱、冷库货架。

不动产

供应链金融

冷冻加工厂房/设备、冷冻冷藏仓库、固定作业设备。
采购分销、物流规划与实施、仓储管理、供应链金融结算、融资、进出口代
理等一站式供应链管理服务。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



产融信结合打造冷链产业领军企业

公司战略规划提出，未来三年，将公司打造成国内冷链产业领军企业，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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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产”、“融”、“信”三个维度，培育基础产业、冷链金融、冷链信息科技等细
分行业的知名品牌。
未来五年，借助股东的背景优势，实现海航冷链的全球布局，将公司打造
成全球领先的“产”、“融”、“信”冷链集成服务商，旗下基础产业、冷链金融、
冷链信息科技等业务，成为全球细分行业领军企业。

 收入较快增长，向冷链资源整合者转型


营业收入较快增长
图表 7 2012-2015 年海航冷链收入、利润及增长情况
营业收入

百万元
180

净利润

营收同比
100%

160

90%

140

80%

120

70%

100

60%

80

50%

60

40%

40

30%

20

20%

0
(20)

10%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0%

数据来源：choice

2012-2015 年，公司营业收入较快增长，年均增长率为 43.7%。2015 实现
营业收入 1.64 亿元，较上年增长 30.88%。
2015 年，公司以第三方冷链物流为基础，向上下游延伸，增加了供应链商
贸、温控仓储与集中配送等增值服务，相应带来增值收入，全年该类业务的营
业收入为 6158.86 万元。
同时，公司对外积极开拓市场、不断优化业务结构，实现老项目客户合同
续签并开发新客户项目，2015 年传统物流收入达到 1.02 亿元。
2015 年公司实现净利润 1931.91 万元，全部来源于非经常性收益，其中投
资收益为 3577.33 万元。公司经营业绩对非经常性损益存在较大依赖，主营业
务的盈利能力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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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 2013-2015 年海航冷链利润率及费用率情况

20.0

销售费用率(%)
财务费用率(%)

管理费用率(%)

销售毛利率(%)
20.0

销售净利率(%)

净资产收益率(%)

10.0
15.0
0.0
2013年

10.0

2014年

2015年

-10.0
5.0

-20.0

0.0

-30.0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40.0

(5.0)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

2015 年，公司实现定增，产生相关定增费用约 100 万元，完成冰熊冷藏车、
华人物流股权投资协议签署，产生相关法律、财务、税务服务费用约 100 万元，
同时公司新型业务团队组建及加大绩效激励导致人力成本增加 600 万元，这些
费用导致公司当年管理费用翻倍增长，管理费用率明显上升。
公司目前利润规模较小，销售毛利率和净利率均比较低。
图表 9 2015 年海航冷链客户销售构成

保世高广州贸易,
11.06%

和路雪中国,
11.07%

北京西红门宜家家
居, 8.82%
辉源（上海）供应
链管理, 8.23%

北京宜家家居,
12.40%

数据来源：choice

公司 2015 年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51.57%，公司的
经营业绩对五大客户的依赖程度较高，如其经营状况出现异常、冷链物流投入
减少，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跨境生鲜供应链首单成功试运营

2015 年，公司跨境生鲜供应链首单成功试运营，上海好韫到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作为海航冷链首家合作客户，承接了本次试运营首批波士顿龙虾的后续分
销业务。海航冷链围绕跨境生鲜供应链业务，将逐步建立做实生鲜供应链保障
体系建设，包括境外物流、国际空运/海运、中国通关商检、国内空运、仓储运
输配送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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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 海航冷链跨境生鲜供应链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



坚持轻资产运营，实现向冷链资源整合者转型

2016 年，公司将紧紧围绕“产”、
“融”
、“信”三个维度，培育基础产业、
冷链金融、 冷链信息科技等细分行业的知名品牌。
图表 11 2016 年经营计划

细分领域

经营计划

基础产业

夯实基础服务，加速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武汉、宁波、西安、海口等地冷链物流中心项
目落地，完善拓展仓运配一体化、海陆空多式联运等业务。

冷链商贸

开展生鲜食品跨境产地直供、社区 O2O 等服务。

冷链装备

加强研发与生产，快速带动车联网、大数据平台等衍生增值服务。

产业投资

与境内外业务互补、技术领先、模式成熟的平台型企业开展合作与业务整合，构建冷链产业生
态圈。

冷链金融

依托子公司海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为现代物流、医疗健康、食品化工等上下游涉冷行业提供
融资租赁、供应链金融等全套金融服务。

冷链信息科技

加快“云车”和“云仓”平台建设，打造云车、云仓公共服务平台，为冷链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提供信息发布、交易撮合、仓运配管理、可视化监控、融资租赁、小微金融、车后服务等全方
位服务；
致力于帮助小微物流公司和个体经营者成长，培养并做大依附于海航冷链的物流运营资源市场，
为公司最终实现由冷链物流供应商向冷链全产业供应链大数据运营商转型奠定基础。
业务拓展模式向以品牌营销、资源营销和战略捆绑式营销模式转型，促进客户关系由单一物流
业务合作向全面战略合作转型；

业务发展模式

业务结构向多式联运、仓运配一体化、商贸供应链、社区 O2O 平台等解决方案转型，进入跨境
生鲜供应链领域，打造集冷链生鲜食品配送、跨境原产地直送、温控医药仓运配等一体化和智
能化的终端共配模式；
运营模式坚持“轻资产、平台化”方向，实现由冷链资源运营商向冷链资源整合者的转型。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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