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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报业绩平稳，下半年毛利率将快速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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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期限： 12 个月
上次预测：5.27 港元
中报业绩平稳增长。
中国绿宝公告了 2015 年上半年业绩：
收入为 3.64 亿元，
x
现价（2015 年 8 月 28 日）
：2.13 港元
同比增长 27.1%。其中，杏鲍菇、蘑菇及草菇、罐头食品及其它加工食品的
2015-8-28
报告日期：
月
销售额分别为 1.06 亿元、1.62 亿元、0.51 亿元以及 0.45 亿元，毛利率分别
为
x 31.5%、40.5%、13.9%及 13.9%，总体毛利率为 30.82%，同比下降 6.17
总市值(百万港元)
1,065.00
个百分点，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杏鲍菇上半年价格下降较快，由去年同
x
流通市值(百万港元)
1,065.00
期的 7.61 元/公斤下降到 6.66 元/公斤，相应的，杏鲍菇业务的毛利率由去年
总股本(百万股)
500.00
日 37.6%下降为今年的 31.5%；公司采用“全株循环利用技术”，对杏
同期的
流通股本(百万股)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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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买入”评级。我们预计，绿宝 2015-2017 年收入分别为 6.30 亿、7.99
亿、11.12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分别为 2.09 亿、2.92 亿、3.57 亿人民币。公
司在手现金 9 亿元，给予 2015 年 9 倍市盈率，对应目标价 5.27 港元。
风险提示。1）生物资产公平值调整；2）食品安全问题；3）行业新进入者竞
争

请参阅本报告尾部免责声明

1.66/4.7
6.90

股东结构
郑松辉
中粮股权投资基金
其它

54.78%
5.29%
39.93%

股价表现
T_Gr aph

成交额 (百万港元)
250

股价及恒指相对走势
5.00

成交额(百万港元)

6183.HK

27-8-15

22-8-15

17-8-15

7-8-15

12-8-15

0

2-8-15

0.00

28-7-15

50

23-7-15

1.00

18-7-15

100

8-7-15

2.00

13-7-15

150

3-7-15

200

3.00

28-6-15

4.00

23-6-15

未来发展战略清晰。公司作为中国食用菌行业的龙头企业，通过 20 年的沉
淀，已成为中国食用菌产品的领先综合供应商，不仅具有广泛的销售渠道优
势，同时具备较强的研发实力、卓越的生产控制能力以及成熟的食品加工经
验，能够为食用菌工厂的生产、技术、管理、销售等环节提供系列服务解决
方案，在整合行业内闲置产能、提升资产效益的同时，利用第三方产能迅速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以“绿宝”品牌为核心的食用菌产品，将绿宝公司逐步打
造为食用菌产业的综合服务商。公司积极开展区域食用菌贸易，掌握区域定
价权：食用菌等农产品受自身属性的制约，为确保新鲜食用菌产品能够及时
被终端消费，工厂设定了最佳的物流半径，进而限制了农产品的流通范围。
通过多年的经销商渠道积累与沉淀，公司计划在适宜的区域内开展多品种食
用菌贸易业务，通过与当地厂家合作，掌握该区域的食用菌流通货源，从而
获得区域定价权，在避免区域不必要竞争的同时，携手食用菌工厂共同促进
该区域的食用菌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带动下，公司首先
关注到西北地区的食用菌发展现状，将结合公司的战略布局需要，适时介入
该区域的食用菌贸易业务。此外，公司也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双拓展，品牌
直击终端：食用菌产品在商品流通过程中，绝大多数食用菌产品的品牌仅在
经销商或批发商渠道中被接受，但品牌形象难以进入终端渠道，主要由于在
整个长流通环节中，每个经销环节都通过拆分的形式不断地将货品分配到下
一环节。为使“绿宝菇、放心菇”的产品理念以及“健康、营养、绿色”的
品牌形象植入终端消费者心中，公司将寻觅行业中领先的线上、线下鲜蔬或
食用菌销售平台，将公司食用菌产品直供终端环节。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优势，在推广品牌的同时，引导市场的消费需求，推动食用菌行业快速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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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菇生产后的废菌包进行循环再利用，用于草菇、双孢菇的培养基，提高综
合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而绿宝的蘑菇及草菇虽然平均售价较去年同期略
有提升，
由 7.54 元/公斤上涨至 7.67 元/公斤，
但今年种植面积上大幅度提升，
杏鲍菇的废菌包补蘑菇及草菇不够，这样蘑菇及草菇还需要外购稻草及牛粪
等传统原材料，造成成本提升，因此毛利率有所下降，由去年同期的 47.4%
下降为今年的 40.5%。我们认为随着公司下半年淘汰老旧落后产能，实施新
产能及技术升级，将来带来杏鲍菇产能的提高，从而能提供足够的废菌包为
做原材料补充蘑菇及草菇，该部分毛利率有望快速回升；而杏鲍菇价格在 3
季度企稳后，四季度将迎来传统的价格上涨旺季，预计公司下半年杏鲍菇毛
利率会出现环比的明显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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