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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同比变动

总收入 398.95亿元 33.1%

交易业务板块 394.85亿元 32.7%

服务业务板块 3.64亿元 117.2%

综合毛利 11.50亿元 49.1%

经调整归母净利润 1.87亿元 57.7%

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9.22亿元 130.6%

上市日期 2022年2月18日

2022/9/30收市价 35.0港元

52周范围 33.0-64.7港元

流通市值 63.2亿港元

总市值 196.9亿港元

已发行股份 1.8亿股

市盈率（PE） 亏损

股息率 不适用

股份资料（9878.HK）

2022H1业绩摘要

会员店运营信息更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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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讯

 2022年中期业绩发布，业绩后NDR超40场

8月23日，公司召开2022年中期业绩发布会，受到资本市场的广泛关

注，多位分析师及投资人积极提问，管理层做出了详尽回答。发布会

后，多家知名研究机构进行正面覆盖；IR部门组织非交易路演共计 42

场，与超200位境内外投资者进行深入交流。

三季度，公司组织4场南京线下调研活动，活动超40家机构参与，其

中包括鹏华基金、华安基金、天弘基金等知名投资机构。通过管理层

交流及会员店走访，投资人和分析师对公司所处下沉市场、商业模式、

SaaS产品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入选恒生综合指数及深港通

8月19日，恒指公司发布最新指数检讨结果，汇通达入围恒生综合指

数以及7个主题指数的成分股，9月5日正式生效。获纳入恒生综合指

数后，公司成为港股通标的。

此次入选恒生综合指数及深港通体现了资本市场对公司业务模式及成

长性的认可。

 拟实施股份奖励计划

10月11日晚，公司发布建议采纳受限制股份单位计划的公告。公司拟

实施股份奖励计划，以奖励合资格人士对公司做出的贡献；同时吸引

人才，增强人才竞争力；将员工利益与公司利益结合、促进公司中长

期战略目标的达成。此外，公司实施股份奖励计划也有助于平抑二级

市场股价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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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电子：新品季增长强劲，品牌合作飞速拓展

 线上线下联动促新品发售，汇通达荣获苹果中国区国包优秀案例

9月16日，iPhone 14系列新品首发，汇通达第一时间为全国近8000家

下沉市场苹果网点，提供iPhone 14系列新品购机服务，75%的授权门

店在首销日中午12：00前拿到新品，获得了会员店对公司供应链能力

的认可。

为保障新品季，汇通达从产品、客户、物流、培训、系统等模块全面

预演。 iPhone 14发售后，打造开箱直播、门店小课堂活动，通过线上

线下双向联动，打造营销标杆门店，得到了厂家的高度肯定，荣获苹

果中国区国包优秀案例。

 联想集团中国区总裁刘军一行到访，共话科技赋能下沉市场

7月28日，联想集团中国区总裁刘军、副总裁李欣一行，带队到访汇通

达，双方基于企业智能化、数字化服务、智慧零售、智慧园区等方面，

展开深度研讨与交流。联想集团中国区总裁刘军表示，联想与汇通达

将有很大合作空间，或将成为下沉市场智能化生态服务共建者；在智

慧零售以及为农村商业实体提供SaaS服务方面，未来将与汇通达展开

深度交流与合作。

 酒水：汇通达助力多品牌下沉

9月，汇通达与上海贵酒进行交流会谈，共探白酒下沉渠道产业互联的

新思路。上海贵酒方面表示，希望通过汇通达在全国21个省、2万个下

沉市场的网点和渠道运营能力、数字化能力，推动高品质产品更广泛

地抢占乡镇潜力市场。

2021年7月面市的“酒拼汇”是汇通达打造的集拼单、集货、定制为

一体的线上线下结合的酒水联营店。酒拼汇业务已经覆盖了江苏、安

徽、浙江、山东、河南等多个省份，合作上游品牌厂商多达210家，囊

括了包括金沙、摘要、五粮醇、贵州醇、夜郎古、西凤等在内的诸多

品牌。不仅实现了汇通达在专业酒类连锁联营店的模式突破，更为汇

通达在四、五线市场提供了酒类销售专业性与服务针对性的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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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资：自有农资品牌汇种沺发布

 自有农资品牌汇种沺发布，定制化产品序列扩充

汇通达自有农资品牌——汇种沺复合肥系列产品在2021年上市后，凭

借B2F产品优势和产业互联网平台通路，快速抵达农户终端引爆市场。

截至上半年，汇种沺业务已覆盖6大主粮省份——苏鲁豫皖鄂冀，已服

务15万亩农田，惠及10000余农户。

鉴于“汇种沺”复合肥产品良好的市场反馈，8月公司开展汇种沺品牌

发布会，首批订单即达2000万。9月，公司举行汇种沺品牌推广会，推

广走访三个乡镇，设计促销方案，赋能基层门店，为会员店帮卖。

9.27亳州单场活动，72位农户购买汇种沺复合肥1400包，产品质量得

到认可。

汇种沺系列产品的发布也预示着公司定制化产品及自有品牌序列进一

步扩充，公司创新供应链的能力有所提升。

 交通出行：强化新能源领域的产业布局和模式打造

 战略投资易鼎丰，完善新能源产业全链路布局

7月，公司完成对天津易鼎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战略投资，双方将共同推进新能源生态圈建设，发力新能

源核心零部件国产化。本次战略投资易鼎丰，释放了公司进一步推进新能源产业生态圈创新发展的决心，

通过优化产业链上游布局，助力上游降本增效，补强产业链路能力，推动新能源生态圈 “ 上中下游 ” 全链

路可持续发展，让产业生态形成高效协同发展态势。

 汇通达定制版江豚的首批车辆交车

6月，汇通达与奇瑞旗下开瑞新能源达成战略合作，9月，汇通达定制

版江豚的首批车辆交车，意味着合作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双方将通

过合作带来差异化、更具竞争力的产品。未来，在定制车型合作的基

础上，双方将融合汇通达产业互联网平台优势和开瑞新能源技术产品

能力，为新能源行业下沉发展提供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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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数实结合促进乡村振兴

 与京东科技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数实融合携手共创增长

9月23日，京东科技举办以“数实融合、共创增长”为主题的合作伙伴

沙龙之江苏区域数字产业、数字乡村专场活动，汇通达作为京东科技

战略合作伙伴受邀参会。会上，汇通达与京东科技签订了全面战略合

作协议，并计划在智慧城市、数字产业、数字乡村、智慧园区等多个

领域展开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政企合作：多地领导调研，探索数字乡村、县域商业体系建设

8月11日上午，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人民政府马圣群副县长一行莅临汇

通达调研考察。马县长表示，未来，希望汇通达能携手建湖县政府，

展开政企合作，双方围绕数字乡村、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等工作，充分

整合各自的资源、技术及平台优势，推进当地实体小店数字化转型升

级，探索电商示范县共建。

8月23日，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马卷舒率肥东县商务局、

肥东县投资促进局一行，莅临汇通达进行调研考察。肥东县诚挚邀请

汇通达到肥东考察交流，希望未来可以携手汇通达，共同助力肥东县

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为地区乡村振兴相关工作输出经验。

 新增多家银行授信及合作

三季度，公司获得交通银行新增授信18亿，东亚银行新增授信3亿。授

信的落地，为公司现有业务的稳定发展和新业务的拓展保驾护航，也

展示了金融机构对公司经营能力的高度认可。

9月26日，公司与工商银行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深化双方合作，创新

构建深度融合，金融赋能助力公司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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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多个奖项及资质认定，企业影响力稳步提升

• 7月1日，入围江苏省工信厅2022年江苏省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

• 7月12日，财富杂志发布《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汇通达首登该榜单，位列第209位。

• 7月23日，“2021中国新经济企业500强”，位列第347位。

• 9月6日，“2022中国企业500强”，位列第347位，较2021年排名上升49位。

• 9月7日，“202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位列第149名，较去年上升45位。

• 9月23日，获得“新浪财经·金麒麟奖最佳新股”。

会员店老板说

“社会化营销+社群联动，解锁“新身份”，活动期间达成销售11.41万”

位于福建泉州的星耀通讯店，经营了20多年，老店一直采用手工记账，门店

数据没有很好保存；宣传方式是发单页，费钱费力，近几年也没再开展过。

新一代庄老板接手时，最大的心愿是用系统化和数据化的方式经营。

汇通达铁军及时上门拜访，着重介绍了汇通达 “千橙掌柜”SaaS产品，聚

焦门店经营八大场景，各项经营数据实时同步、清晰可见，实现了庄老板数

字化经营门店的诉求，搭建了属于自己的网店。

基于汇通达供应链优势，庄老板的门店成为了“ Apple 乡镇计划优选”门店。

9月苹果新品发布，星耀通讯店第一时间拿到了爆款商品。

围绕帮卖，汇通达铁军结合汇通达418乡镇购物节，开展五一提前购活动，

采用秒杀、抽奖等多种方式引流聚客。通过铁军的牵线，庄老板进行资源洽

谈，结合其他异业商品，不断吸引粉丝到店。之后，庄老板在铁军的培训下，

又解锁了“新技能”——社群的搭建。通过老客建立门店专属微信群，每日

以各类线上社群活动提高活跃度，构建起私域流量。

最终，通过供应链+社群营销，门店以小成本撬动大流量，并精准锁定社群

中 Apple 的意向客户，通过点对点发券等活动，促进意向客户成交转化，活

动期间达成销售11.41万。有效存续了门店老粉丝的同时，新增粉丝120个。

目前，庄老板已经成为了汇通达的采购合作伙伴及 SaaS工具的忠实粉丝。

泉州星耀通讯店

成为会员店的时间：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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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时间 公告名称

7月14日 正面盈利预告

8月19日 自愿性公告：本公司获纳入恒生指数系列成分股

8月23日 2022年中期业绩报告

8月23日 修订持续关连交易年度上限

9月21日 2022年中期报告

详情可点击：https://htd.vislan.com/announcement/

研报更新

序号 发布时间 分析机构 对应评级 首次覆盖/更新 目标价 分析师

1 8月24日 安信国际 买入 更新 86.2港元 汪阳

2 8月24日 中金 跑赢行业 更新 63.8港元 白洋、王秋婷

3 8月24日 东吴证券 买入 更新 66.91港元 吴劲草、阳婧

4 8月24日 交银国际 买入 更新 64港元 孙梦琪、谷馨瑜

5 8月25日 国海证券 买入 更新 69港币 陈梦竹、张娟娟

6 8月25日 华兴 买入 更新 63港元 陈亚雷

7 8月25日 花旗 买入 更新 63港元 Brian Gong、Alicia Yap

8 8月25日 国泰君安 增持 更新 69.5港元 刘越男、陈笑

9 8月28日 招商证券 强烈推荐 更新 - 丁浙川、李秀敏

10 8月29日 招银国际 买入 更新 70港币
Sophie Huang、Eason 

Xu

11 9月2日 中信建投 买入 更新 80港元 孙晓磊、刘乐文

12 9月9日 浦银国际 买入 首次覆盖 50港元 赵丹

13 9月24日 浙商证券 买入 首次覆盖 55.4港元 陈腾曦、刘雪瑞

14 10月10日 华创证券 推荐 首次覆盖 53.16港元 王薇娜、姚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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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汇通达网络股份有限公司（9878.HK）

汇通达网络（9878.HK）是中国领先的致力于服务中国下沉市场零售行业企业客户的交易和服务

平台。公司一方面为客户提供稳定的一站式供应链；另一方面，凭借数字化能力，为会员零售门

店、渠道客户、品牌厂商等价值链上的各方伙伴，提供“门店SaaS+”及商家解决方案，满足其

多样化经营需求，服务业务亦已成为公司新的高速增长点。

IR活动预告

免责声明

本通讯所载之信息仅供阁下参考之用，并不打算亦不构成任何投资意见。本公司将不对阁下因依赖本通讯之信息

或由此而招致之任何损失及损害负责。

时间 线上/线下 活动名称 对口券商 分析师

11月1日 上海线下 展望2023年度策略会 天风互联网传媒团队 秦和平/陈矣骄

反路演

时间：11月（视疫情调整）

形式：公司参观+会员店走访

如您有意向参与，可通过邮箱（ir@htd.cn）预约，我们将与您取得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