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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业务发力：未来增长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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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上半年业绩略好于预期
和谐汽车上半年实现收入 50 亿元，同比增长 36.8%；净利润同比增长 10.2%，至 2.76 亿元，略高出我们的预期 7%。
►

上半年新车销售毛利率同比下降 2.7 个百分点，至 6.7%，主要是由于竞争更加激烈而且河南省外地区豪华车市场
价格下滑。

►

综合性售后网点推动售后收入增长，但拖累毛利率下降。上半年售后收入同比增长 79.7%，至 5.65 亿元，其中 18.8%
来自于综合性售后网点。但是，由于综合性售后网点平均价格下降 20%-30%，售后业务毛利率下降 4.8 个百分点
至 44%。
库存周转天数维持在 57 天高位。

►

发展趋势
综合性售后服务网点将受益于反垄断调查。我们认为，反垄断调查的主要目标是降低目前处于高位的汽车零配件价格，
同时削弱 OEM 在整个行业链中的强势主导性地位。由于综合性售后网点零配件渠道多元化而且价格更低，因此反垄
断调查会对其业务模式产生积极的影响。
售后服务继续贡献更多盈利。2014 年上半年和谐汽车新开 11 家综合性售后服务网点，我们估计 2014 和 2015 年将再
开 30-40 家。今年上半年售后服务占到总毛利额的 45.4%，与去年下半年占比相比上升 11.7 个百分点。我们认为，在
综合性服务推动下，售后服务业务 2014 和 2015 年将分别增长 83%和 45%，2015 年在毛利润中的占比预计上升 4.7 个
百分点至 50.1%。

盈利调整
由于上半年业绩略好于预期而且我们更加看好公司售后业务扩张，因此我们将 2014 和 2015 年盈利预测分别上调 10%
和 8%。

估值和建议
我们看好和谐汽车在售后服务领域的快速扩张。维持目标价 7.1 港元，对应 2014 年预测市盈率 7.8 倍。重申推荐评级。

风险
售后服务中心扩张进度低于预期。

本报告是原出版于 2014 年 9 月 1 日英文报告 China Harmony Auto: Boosting after sales service the next growth driver 的翻译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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