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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数据 

2017 年 3 月 21 日  

成交价(元) 12.3 

总股本(万股) 6124 

流通股本(万股) 3324 

总市值(亿元) 7.53 

每股净资产(元) 1.50 

PB(倍) 8.2 

 

 

 

 

 

 

财务指标 

 2014A 2015A 2016A 2017E 2018E 

营业收入(百万元) 68.98  204.30  388.17  621.07  931.61  

净利润(百万元) -3.60  1.95  -1.74  2.31  5.43  

毛利率 0.8% 3.4% 2.8% 3.2% 3.4% 

净利率 -5.2% 1.0% -0.4% 0.4% 0.6% 

ROE -36.1% 4.1% -2.5% 3.4% 7.5% 

EPS(元) -0.06  0.03  -0.03  0.04  0.09  

专业从事本外币兑换业务。公司拥有全国范围经营个人本外

币兑换特许业务、网上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和代售及兑回外

币电子旅行支票业务资格。 

货币兑换行业面临发展机遇。全球化的发展、频繁的境外商

旅服务及蓬勃发展的留学市场，使境内外人士在国内进行个人本

外币兑换的需求日益增长。国家外汇管理局打破了外汇业务基本

上只有银行可以经营的局面，允许境内非金融机构在获得相关资

质的前提下，经营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 

全国首家网上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机构。至 2016年上半年末，

全国经批准设立的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法人机构共 63 家，其中全

国范围内经营特许业务的机构共 8 家，公司 2015 年获得全国范围

经营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许可。 

另外，公司获得网上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许可，是全国

首家获得该资质的特许机构。 

深耕厦门并向其它地区复制推广。公司积极巩固厦门本地市

场，未来将依托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在全国主要一线城市

和其他货币兑换市场需求较大的二、三线城市快速进行布局，目

前已在青岛、武汉设立分公司。 

盈利预测 

预测公司 2016-2018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74 万元、231 万元和 543 万元，每股收益分别为-0.03、0.04、0.09

元。 

风险提示 

政策风险，汇率风险。 

宇鑫货币(834510)        专业从事本外币兑换业务  快速全国布局 

研究员 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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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分析 

 控制人与管理层 

股东李海川于 2016 年 2 月与许韵芬签订《质押合同书》，将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 6.01%质押给许韵芬，用于李海川向许韵芬借款 1150 万元事项提供担保。 

宇鑫投资于 2016 年 12 月 15 日减持宇鑫货币 1200 万股股份，严幼眉、程

向阳于当日分别增持宇鑫货币 480 万股股份。此次权益变动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严幼眉女士、程向阳先生调整持股方式。 

图表 1  公司高管变动情况 

日期 原任 新任 

2016 年 3 月 职工代表监事王雅彬辞职。 刘慧娜 

2016 年 8 月 

董事、副总经理贾松辞职，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 0.465%，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它

职务。 

马建功 

资料来源：choice 

 行业与公司经营 

政策风险。现阶段我国货币兑换特许行业受到监管部门较强的监管，行业

准入门槛较高。如将来监管机构对于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的准入门槛降低，将

加剧行业竞争，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此外，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

互联网领域的金融业务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政府不断加强对互联网金

融的监管和立法，给公司的“线上”经营环境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不够充分和有效的风险。公司对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

的制度和政策随时提出补充及改进，以符合政策监管要求、加强公司的风险管

理和改善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但是公司无法保证该系统能够防范、识别和管

理所有风险。并且制度的全面完善需要实践的过程，以全面评估其充分性和有

效性；员工对新政策和制度的要求也无法保证及时准确地理解和遵循，从而为

公司带来业务风险甚至监管风险。 

 财务 

汇率风险。公司经营过程中，汇率波动可能给公司带来库存外币贬值的经

营风险。未来，伴随着公在全国范围内的业务布局，公司的库存现钞将增加，

风险敞口将增大，汇率的波动将对公司的经营造成一定影响。 

经营活动现金流为负的风险。公司 2014 年、2015 年以及 2016 年上半年

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314.18、-266.29、-803.15 万元。公司经营活动

现金流主要为结售汇业务产生的现金流量，2016 年上半年公司因营收规模扩大、

进行全国业务布局而相应增加了外币备付金（存货），导致经营活动现金流持续

增加并为负数。随着公司分支机构运营资金的投入及其他投资支出的增加，如

果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继续为负，公司运营资金的充足程度将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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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从事个人本外币兑换业务 

公司成立于 2011 年，拥有全国范围经营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网上个

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和代售及兑回外币电子旅行支票业务资格。 

公司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主要为出入境旅游、留学生、游学生、商务

探亲、境外工作等客户群体提供本币与外币双向兑换服务；外币电子旅行支票

主要为出入境旅游、出国留学、商务探亲、境外工作等客户群体提供网上购物

支付、境外提钞、境外消费的双向兑换服务，现阶段公司主要是代售其他发行

机构发行的电子旅行支票。 

图表 2  公司服务介绍 

类别 支持币种 优势 

电子旅行支

票卡  

公司与万事达、银联国际卡组织共同推出

的电子旅行支票卡，含万事达卡、银联卡

两种类型。 

万事达：美元、欧元、港币。 

银联：港币 

锁定汇率：购买时即锁定汇率，有效控制汇率风险。 

便捷充值：线上线下，即充即用，方便快捷。、 

尊享礼遇：全球尊享特定商户多重优惠折扣。 

轻松退税：万事达卡可线上线下轻松办理购物退税，0 手

续费、免排队等候、到款快速。 

查询便利：随时随地在线查询卡内余额及相关交易记录。 

本外币兑换 

美元、日元、港币、加拿大元、澳大利亚

元、英镑、欧元、瑞士法郎、新台币、韩

元、泰铢、新加坡元、林吉特、新西兰元、

越南盾、菲律宾比索、印尼卢比、印度卢

比、澳门元、挪威克朗、丹麦克朗、阿联

酋迪拉姆、老挝基普、巴西里亚尔、沙特

里亚尔、南非兰特、俄罗斯卢布等币种。 

便捷兑取：24 小时线上预约支付，选择就近网点提钞，方

便快捷。 

币种齐全：可兑换常见币种，特色小币种齐全。 

钞源充足：多国币种钞源充足，全方位满足客户兑换需求。 

专业安全：权威资质认证，与银行等机构合作安全保障。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 

公司通过对各地区的货币市场进行研究，在货币兑换量大的码头、自贸区、

商业区、酒店设立营业厅来扩张业务。 

公司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开拓业务，客户可直接或通过中间渠道商

访问宇鑫货币线上平台（pc、app、wap 端）并在平台上购买外币或外汇（存至

外币电子旅行支票），客户支付人民币后，可在公司营业网点或各大合作银行（外

币也可存入客户银行卡账户）合作网点提取所购买的外币现钞，客户也可直接

至宇鑫货币营业网点的柜台兑换本外币及办理外币电子旅行支票业务。 

公司主要收入来源是外币及电子旅行支票的兑出。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

务的盈利方式主要是赚取汇率差；代售外币电子旅行支票的盈利方式主要是赚

取持卡人境外消费时商家支付的手续费返点及客户在办理外币电子旅行支票充

值中的汇率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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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2016 年 12 月 15 日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数据来源：choice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程向阳、严幼眉夫妇。 

严幼眉，1970 年生，博士；曾任福建龙岩漳平永兴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福建厦门广衡运动器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厦门宇鑫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现

任宇鑫货币董事长。 

程向阳，1967 年生，大专学历；历任中国工商银行福建分行漳平支行柜员、

信贷科主管；福建厦门广衡运动器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厦门宇鑫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现任宇鑫货币董事、总经理。 

图表 4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年龄及工作经历 间接持股情况 

贾松 
董事、副

总经理 

1967 年生，硕士；太平洋人寿江西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民

生人寿厦门分公司总经理；信泰人寿厦门分公司总经理。 
0.465% 

王迪 
董事、副

总经理 

1983 年生，本科学历；厦门市职业经理人协会专职秘书；宇鑫投资执

行董事助理。 
0.233% 

叶国兴 董事 

1969 年生，博士；厦门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厦门证券有限

公司电子商务部副总经理；厦门证券有限公司经纪业务部副总经理；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总经理；厦门金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投资经理；现任厦门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李剑晖 
财务负

责人 

1973 年生，本科学历；福州铁路分局厦门电务段主办会计；吉通网络

通信集团公司厦门市分公司财务经理；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厦门市

分公司总帐会计；宇鑫投资财务部总监。 

0.1746%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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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宇鑫投资有限公司 

严幼眉 

程向阳 

厦门玉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李海川 

台汇(厦门)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厦门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厦门七匹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光大常春藤(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嘉兴光大礴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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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兑换面临市场机遇，先发公司有望提升市场份额 

 货币兑换行业面临发展机遇 

随着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不断扩大和发展，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

出国留学、境外旅游和移民等带动了居民跨境消费；与此同时，中国市场的投

资吸引力和国内旅游环境的不断改善，使越来越多的境外人员来华投资、就业

服务及旅游消费等，境内外人士在国内进行个人本外币兑换的需求日益增长。 

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经济条件的提升、更加开放及频繁的境外商旅服务及

蓬勃发展的留学市场，将给货币兑换行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为了适应经济形势的新动态，国家外汇管理局打破了外汇业务基本上只有

银行可以经营的局面，允许境内非金融机构在获得相关资质的前提下，经营个

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 

 特许机构服务更加灵活 

国内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的经营主体主要是商业银行和特许机构。在商

业银行中，中国银行可以兑换的外币币种最多，其他银行主要兑换美元、欧元、

港币等大币种。虽然商业银行有着较多的网点，但不是所有营业厅都能办理外

币兑换业务，有些城市只有特定的营业厅可以办理，且对于大额或流通性不高

的币种的兑换需要提前预约。  

特许机构相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有着服务专业化、经营机制灵活、兑换币种多

样、营业时间长等优势。 

图表 5  国内个人本外币兑换主要特许机构 

机构名称 股东背景 主营业务 网点数 

天津渤海通汇货币兑换

有限公司 

海南航空 个人本外币兑换、电子旅行

支票、代理退税 

48 

通济隆外币兑换（中国）

有限公司 

通济隆（国际货币兑

换商） 

个人本外币兑换 40 

北京联合货币兑换有限

公司（港澳台合资） 

创佳投资 个人本外币兑换、电子旅行

支票、代理退税 

40 

上海汇元通商务服务有

限公司（港资） 

香港汇元通 个人本外币兑换、电子旅行

支票 

24 

张江艾西益外币兑换公

司(中外合资) 

张江高科、艾西益（国

际货币兑换商） 

个人本外币兑换 28 

资料来源：公开转让说明书 

 外汇管理局个人外汇业务检测系统上线 

2015 年 12 月，国家外汇局发布通知，允许满足条件的特许机构在经营区

域内通过互联网办理本外币兑换业务。境内居民个人可通过互联网、移动终端

等电子渠道向特许机构预订外币现钞或电子旅行支票，再通过线下网点提取外

币现钞或电子旅行支票，同时国家外汇管理局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上线新的个

人外汇业务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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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系统上线对接后，可以简化工作流程，降低管理成本与风险。公司已完

成系统的对接，两系统的直接对接将减少工作人员查询录入时间，提高工作效

率，降低管理成本和查询录入过程中的出错率。 

 全国首家网上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平台 

 全国首家网上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机构 

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全国经批准设立的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法人机构共

63 家，其中全国范围内经营特许业务的机构共 8 家，并主要分布于北京、天津、

上海、厦门、广东五省市，其余单一外汇局辖内经营特许业务的机构共 55 家。 

面对日益增长的货币兑换需求，拥有全国性货币兑换资质的特许机构将成

为市场中的稀缺资源。 

图表 6  公司资质及获得时间 

获得时间 相关资质 

2015 年 4 月 
网上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许可； 

外币电子旅行支票代售及兑回业务许可。 

2015 年 6 月 全国范围经营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许可。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 

公司创新开发网上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是全国首家获得该资质的特

许机构。 

公司开发手机端货币兑换平台、PC 端的网上宇鑫平台，发展线下实体网点

和线上兑换平台两个互助渠道，为客户提供更便利、更多样的兑换方式。同时

积极拓展渠道，与商业银行、特许机构、商旅平台、旅行社、酒店等开展业务

合作。 

公司与同行业其他竞争对手采取广泛铺开营业网点的竞争策略错开，采取

差异化竞争策略，充分发挥自身在互联网技术上的累积优势。 

 深耕厦门并向其它地区复制推广 

公司在厦门地区市场经营多年，积累了客户资源和市场口碑，在厦门市场

占有率、门店数量居于领先地位。 

公司主要在厦门区域开展本外币兑换业务，随着互联网兑换的开放，将获

得更多的宣传推广机会，更有利于大家知悉该行业，作为率先开展互联网兑换

及独家可直接将客户现钞存入银行卡的货币兑换特许机构，公司拥有领先优势，

更有机会获得市场的认可及货币兑换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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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大幅扩张，加快布局全国重要城市 

 收入规模大幅扩张，净利润仍为负 

图表 7  公司收入、利润及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choice  

2015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4 亿元，同比增长 196.15%；实现净利润

195.25 万元，扭亏为盈。收入增长主要原因：网上兑换系统上线运营；与电商

平台建立了渠道业务分成体系；逐步完善渠道商机制，加大了业务推广，整体

营销能力加强；新增营业网点及分支机构。 

2016 年上半年，公司收入为 1.05 亿元，同比增长 261.58%；净利润为-100.4

万元，亏损较上年同期增加 6.5 万元，主要是公司进行全国业务布局导致短期

内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增加所致。 

图表 8  公司利润率与费用率情况 

   
数据来源：choice 

公司综合毛利率水平较低，随着收入的大幅扩张，管理费用连续下降。2016

年上半年，公司进行全国业务布局导致短期内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增加较多，

公司再次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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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  公司经营性现金流情况 

 
数据来源：choice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为负，2016 年上半年为-803 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由于公司营收规模扩大、进行全国业务布局相应增加

了外币备付金（存货）所致。 

 快速进行全国布局 

2016 年上半年，公司不断完善升级货币兑换线上平台（pc、app、wap 端），

并创新与各合作机构的合作模式。未来将依托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在全

国主要一线城市和其他货币兑换市场需求较大的二、三线城市快速进行布局。 

在厦门市，公司平潭分公司获得国家外汇管理局平潭综合实验区支局批复

并正式开办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增设了厦门湖里万达营业厅以及威海、

重庆分公司，后期将根据《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的要求向

所在地外汇管理局申请开办验收。 

在其它地区，公司新增了青岛、武汉分公司，后期将根据《个人本外币兑

换特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的要求向所在地外汇管理局申请开办验收。 

根据发展战略规划，公司将完善分支机构开展与银行等机构在渠道拓展及

提取现钞等的业务合作。同时，借助全国分支机构设立的优势，建立更多的外

币现钞来源渠道，降低运营成本。 

 可兑换币种增加 

公司目标是成为一流的国际货币交易服务商，打造众所周知的货币兑换服

务平台的战略布局。 

2016 年，根据市场需求，新增新西兰元、菲律宾比索、越南盾三种可兑换

外币，以满足客户兑换的需求。公司将根据各外币的汇率波动情况，有效控制

新增外币库存，规避汇率波动风险，提升公司业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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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预测 

公司 2015 年分别获得网上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许可、全国范围经营个

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许可，目前正加速全国布局，公司已进入高增长阶段。

预测公司 2016-2018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74 万元、231 万

元和 543 万元，每股收益分别为-0.03、0.04、0.09 元。 

图表 10  公司盈利预测 

 2014A 2015A 2016A 2017E 2018E 

营业收入(百万元) 68.98  204.30  388.17  621.07  931.61  

净利润(百万元) -3.60  1.95  -1.74  2.31  5.43  

毛利率 0.8% 3.4% 2.8% 3.2% 3.4% 

净利率 -5.2% 1.0% -0.4% 0.4% 0.6% 

ROE -36.1% 4.1% -2.5% 3.4% 7.5% 

EPS(元) -0.06  0.03  -0.03  0.04  0.09  

资料来源：choice,梧桐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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