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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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2/30收市价 40.4港元

52周范围 27.9-64.7港元

流通市值 72.8亿港元

总市值 227.3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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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喜：扭亏为盈，股权持有人应占盈利预期不少于人民币2.85亿

公司预期全年录得本公司股权持有人应占盈利不少于人民币2.85亿，与2021年同期应占亏损约3.50亿

元相比转亏为盈，经调整本公司股权持有人应占盈利预期不少于人民币3.77亿。主要得益于：一方面，

公司全球发售完成后，可赎回注资转换为公司权益，自2022年2月18日起，不再产生利息开支；另一

方面，公司通过深化品牌链接、优化二级品类结构、打造自有品牌等，持续提升供应链端赋能及协同

的能力，为会员零售门店提供更稳定高效的商品解决方案，从而提高了交易业务收入；同时，进一步

深化SaaS+业务战略的落地，持续拓展会员网络、提高服务能力，促进了服务业务收入提升。

 政企联动合作深入，助推乡村振兴

 创始股东延长锁定期，彰显对公司未来发展信心

1月13日，公司发布公告：于2023年2月18日，汇通达将解禁H股合计约1.26亿股，但包括汪建国、徐

秀贤、王健等在内的九名创始股东作出自愿延长锁定期12个月的禁售承诺，九名股东共持有禁售股份

合计约2.9亿股，占公司总股份比例约为51.7%，其持有禁售的H股为7459万股，占本次公告解禁的

1.26亿股H股比例约59%，此次延长锁定期彰显股东对公司长期发展的信心及未来价值的高度认可。

 江苏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陈涛会见汇通达总裁徐秀贤一行

陈涛对汇通达多年来深耕农村市场，赋能乡村夫妻店，促进农村消费，

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汇通达要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以县乡村为重点，以数字化工具为手段，帮助农村传统商贸企

业和乡村夫妻店拓宽线上线下营销渠道，打造农村消费新模式新场景，

助力农村现代化建设，满足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与安徽省供销社达成战略合作：将以宿州为试点

1月13日，安徽省供销社及相关企业代表到访汇通达，双方将进行资源

整合、优势互补，以宿州为落地试点，在饲料上行、玉米小麦收储、

农药化肥等方面展开合作，共同为政府、行业、企业服务农村、农民

工作输出相关经验实践。而在未来，汇通达现有六大产业或将尝试通

过安徽省供销社的服务网点下探到村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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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链能力稳步提升：进一步扩大及深化品牌链接

 战略合作金牌橱柜，合力共赢引领下沉市场数字化家居新变革

12月8日，汇通达与国内高端整体厨柜及定制家居的专业服务商金牌厨

柜达成战略合作。此次合作，一方面汇通达将通过自身平台和渠道优

势，帮助金牌推广销售，另一方面，金牌将利用自身品牌厂家优势，

为汇通达定制家居品类独家合作品牌，并为汇通达提供新店态所需的

“销售、设计、配送安装服务”等商品流通和服务保障体系。双方将

进一步深度打磨合作模式，打造整体式厨房解决方案新思路。

 牵手三联家电，以潍坊、烟台为突破点，打造区域门店标杆

10月13日，汇通达与山东三联家电达成战略合作。双方未来将以商品

供应链服务为核心，在品牌、渠道、运营体系、人员组织方面展开深

度合作，构建高效的创新型价值服务平台。双方将以山东潍坊、烟台

区域为突破点，预计今年年底前布局乡镇网点200家，将实现一镇一店

覆盖，同时逐步强化仓储物流的门店服务能力。未来，双方计划携手

共同打造区域服务商，以“帮买”“帮卖”为核心理念，以数字化工

具升级、活动赋能、商品赋能为路径，助力乡镇门店实现多维度升级，

打造服务型区域门店标杆，共拓市场。

 建材：战略签约行业头部品牌—浦漕电缆

11月，公司战略签约建材行业头部品牌—浦漕电缆，浦漕科技深耕电线电缆行业20余年，于2016年在

新三板挂牌，未来，双方将基于各自在产品、渠道网络、产业全链路服务、数字化等方面的优势，在多

业务场景中谋求创新合作，以“赋能”和“造血”为核心，共同服务好下沉市场。

 交通出行：与2个头部品牌—锦湖、鞍轮达成战略合作

锦湖轮胎是韩国前三轮胎品牌，世界轮胎排行居前20名，锦湖轮胎也

是最早进入中国轮胎企业，已经成长为中国最大的轮胎制造企业之一。

公司拜访锦湖轮胎厂，进行参观交流，同锦湖董事长杨洵进行深入交

流并达成合作。鞍轮是国内知名轮胎品牌，总经理一行来访后双方达

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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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链能力稳步提升：自有品牌序列再扩容

10月18日，公司正式上线橡胶自有品牌衍生品——汇乐眠乳胶枕，围

绕用户多样化需求推出狼牙款、蜂窝款、儿童款及午休款4个SKU，通

过新媒体等多种渠道推广。

 数字化：数实结合推动产业数字化发展

 合作商汤成立“体育+AI联合实验室”，构建智慧体育发展新生态

江苏省体科所、商汤科技和汇通达共建“体育+AI”联合实验室，三方

将结合自身优势，以AI赋能体育产业发展为基础，共同推动体育专家

知识与自动化、智能化手段相融合，从服务小群体到服务大社会，从

经验性教学与指导，升级为基于数据的客观、智能化的服务模式，为

社会、行业创造价值。由汇通达携手商汤科技、体科所共同集成的人

工智能叠加软硬件方案的实时辅助系统，已成为冬奥会冰壶馆、上海

某网红球馆的核心应用技术。

 与中联即送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中联即送定位于即时配送领域，通过优质履约和技术创新服务上下游

客户，与汇通达科技赋能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发展模式不谋而

合。双方将在同城即时配送领域开展全面合作，重点围绕供应链+即时

配送业务深度融合、千橙掌柜SaaS推广销售、供应链产品销售、灵活

用工平台等领域通过战略与业务层面的合作，加强双方在相关领域的

市场布局与产业化发展。

 与江苏智慧城市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12月9日，与江苏智慧城市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基于本次

战略合作，双方将在智慧城市、数字乡村、智慧体育、智慧教育等领

域通过战略与业务层面的合作，加强双方在相关领域的市场布局与产

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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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运营：“乡镇双11” 、“双12乡镇购物节”助力小店经营蜕变

借势双十一狂欢盛典，拥抱大促趋势，汇通达打造的“乡镇特色”双

十一活动。“节前”点对点门店培训，结合第9届全国乡镇购物节-少

儿才艺大赛、开展新客有礼、秒杀、抽奖等活动赋能，引爆线上线下

门店活动；通过促销节日场景，充分调动用户购物需求。活动期间，

全国乡镇会员店线上消费粉丝同比增长61.9%，全国乡镇会员店活动期

间销售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72.3%。

2022全年收官战，为了更好地服务、全国乡镇会员店，帮助门店活动

聚粉引流、经营提效，汇通达围绕“年终狂欢购，认筹券0元抢”主题，

开展了“双12乡镇购物节”大型主题月度营销活动。12月5日-12月15

日期间，线下活动场次1000+。门店通过“千橙掌柜”工具后台即可将

活动信息以群发及社群营销的当时推送给各店粉丝，有效精准触达粉

丝锁定需求。助力全国乡镇会员店冲刺年度收官大促，做大每一个乡

镇店生意。

 获多个奖项及资质认定，企业影响力稳步提升

12月28日，汇通达喜获亿邦动力“千峰奖·2022年度产业互联网百强”

第三名，并获“双千亿奖”。千峰奖由专业投资人独立投票评选，挖

掘产业互联网领域最具成长型的公司。这是对产业数字化红利的系统

研判，也是对产业链供应链企业做大做强做厚的美好期许。近年来，

汇通达产业互联网实践频获多方认可：

• 11月2日，连续4年蝉联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互联网企业综合实力前百家企业”，位列第18名

• 11月16日，获“2022中国产业数字化十强”第4名

• 12月8日，登“2022年南京市百强企业综合百强榜单”第11名

• 12月15日，获格隆汇“金格奖·年度大市值成长价值奖”

• 12月19日，获第七届智通财经上市公司评选“最佳TMT公司”，总裁徐秀贤获“最佳CEO奖”

• 12月28日，汇通达获每日经济新闻“最具成长海外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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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店老板说

20年老农资人“跟定”汇通达，货源客流“双丰收”

湖北襄阳襄州区农资店的邓老板，是位从业20多年的老农资人，在2016年

之前，一年体量在500吨左右，导致没有大的厂家愿意合作,只能从别的经销

商调货，利润被摊薄，并且常常拿不到自己满意的货源。

在当地铁军的推介下，邓老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正式加入汇通达会员体系。

刚加入没多久，邓老板就看到了效果：在铁军的牵引下，获得了“大厂”化

肥资源，当年便在冬储前跟厂家定了一批化肥。

针对变现问题，在铁军的指导下，邓老板决定组织一场化肥活动。经过2天

的组织策划，邓老板带领铁军一起，到各个大型村、农场，实地举办化肥宣

讲活动，成功发展了几十个农资合伙人。很短的时间里，之前采购的冬储化

肥，一售而空，陆续又补了几次货，才满足了所有客户的需求。

到现在，邓老板每年规模3000吨左右，较之前翻了几番。22年9月更是售出

350吨左右的冬储肥料。邓老板总结选择汇通达的原因：一方面信赖汇通达

农资供应链资源，一方面想尝试传统门店到数字化经营的转型升级，同时也

对汇通达的产业链和服务水平有信心。

湖北襄阳农资店

成为会员店的时间：2016年9月

信息披露

时间 公告名称

10月11日 建议采纳受限制股份单位计划

11月28日 董事名单与角色及职能

11月28日 公司章程

12月29日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详情可点击：https://htd.vislan.com/annou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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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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国海证券 买入 更新 69港币 陈梦竹、张娟娟

5 8月25日 华兴 买入 更新 63港元 陈亚雷

6 8月25日 花旗 买入 更新 63港元 Brian Gong、Alicia Yap

7 8月28日 招商证券 强烈推荐 更新 - 丁浙川、李秀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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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月2日 中信建投 买入 更新 80港元 孙晓磊、刘乐文

10 9月9日 浦银国际 买入 首次覆盖 50港元 赵丹

11 9月24日 浙商证券 买入 首次覆盖 55.4港元 陈腾曦、刘雪瑞

12 10月10日 华创证券 推荐 首次覆盖 53.16港元 王薇娜、姚婧

13 11月9日 交银国际 买入 更新 50港元 孙梦琪、谷馨瑜

14 11月10日 国泰君安 增持 更新 69.5港元 刘越男、陈笑

15 12月27日 西部证券 买入 首次覆盖 57.01港元 许光辉

IR活动预告

反路演

时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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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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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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 活动名称 对口券商

3月7日14：30 香港线下 春季海外投资策略会 兴业

3月29日14：00 香港线下 互联网及媒体行业公司活动日 花旗

年度业绩发布会

时间：3月23日

形式：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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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后NDR

时间：3月24-31日：10：00-11：00；14：00-15：00；15：30-16：30

形式：线上+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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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