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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情况 

1.1 主营业务 

湖南海翼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专业从事智能移动周边产品、智能生活周边产品及计

算机周边产品的研发和销售。公司产品主要围绕移动通讯设备、智能设备的充电和数据传输等领域，具体包

括移动电源及锂电相关产品、USB充电器及USB数据传输相关产品、充电线材及数据线材相关产品、蓝牙耳机

及蓝牙音箱等音频类产品、保护支架类产品等。 

 

图 1：公司主营业务构成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兴证券研究所  

 

 

1.2 业绩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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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公司营业收入及增速（单位：万元）  图 3：归母净利润及增速（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1.3 发展战略 

公司致力于成为全球智能设备及其附件领域的领导品牌，弘扬中国智造之美。 

2. 公司亮点 

2.1 运营模式 

公司采用“自主品牌研发设计+外协加工生产”的轻资产运营模式，核心竞争力体现在产品的新颖设计及满

足市场需求的解决方案的能力。 

1. 采购模式：部分安全库存+定期订单采购 

安全库存管理：针对货期影响较大的或者有最小采购订单量的产品，产品物料有瓶颈出货不稳定等产品； 

定期订单采购：针对货期稳定，供应顺畅的产品，根据库存的情况以及销售的需求定期的向供应商发出采购

订单，采购订单需通过计划部门主管，系统双重审核后发给供应商采购,采购订单下单后，由采购跟进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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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公司采购流程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兴证券研究所  

 

2.以市场为导向的自主研发模式 

公司以自主研发为主，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进行产品开发和工艺改进。 

公司研发流程分为概念定义、项目开始、开模具、设计认可、出货认可等阶段。 

图 5：公司研发流程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兴证券研究所  

 

3.外协加工生产 

公司会通过考察、甄选后，与外协单位签订订购单。外协单位根据公司的采购需求采购原材料（关键料件必

须从公司指定厂家购买），根据公司工艺文件进行加工生产，公司相关职能部门对整个产品的生产过程进行

有效管理，品质部门对加工完毕的产品进行检测入库后发货给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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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外协加工生产流程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兴证券研究所  

 

2.2 市场情况 

消费电子市场前景广阔。近年来，视频、移动和无线等新技术以及通讯、电脑与消费电子融合的发展趋势促

使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在内的新产品不断涌现，消费电子产业新兴领域快速成长，整体产业始终保持

活跃。根据FMI发布的消费电子市场调查报告《消费电子占市场：全球行业分析与机遇评估，2015-2020》，

未来五年全球消费电子市场将以15.4%的复合增长率（CAGR）高速增长，全球消费电子市场规模2020年将高

达2.98万亿美元。 

公司在海外消费市场享有赞誉。公司旗下的主要品牌Anker是中国出海跨境电商领域的领导品牌之一，欧洲、

日本等发达地区和国家的优质用户超过2400万。Anker品牌的影响力在2016年进一步凸显。在中国出海品牌

30强中，Anker位列第八，排名在东航、海信、TCL、中兴、大疆等企业前列。 

2.3 市场渠道 

公司主要销售渠道包括线上B2C、线下批发以及线下直销。 

线上B2C业务：目前线上B2C业务主要面向欧美市场，以Amazon渠道为主。 

 Amazon的运作基本依照第三方独立卖家模式操作，即公司自主管理产品、价格、库存等核心运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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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同时，公司也以第三方卖家身份在eBay等B2C平台直接销售至海外消费者。 

 公司在国内的B2C线上销售平台以京东、天猫为主，产品以Anker品牌充电类产品为主。 

线下批发业务：目前公司的线下批发业务按照不同市场由不同的销售团队负责，目前已经覆盖欧美、日本、

东南亚、中东、韩国、南美等多个国家和区域市场。线下批发客户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区域性代理商：代理公司产品并负责在特定区域的市场开拓、再分销和零售业务； 

 连锁卖场和超市：以专业的3C卖场为主，如BestBuy等； 

 专业销售渠道：以移动运营商为主，为他们提供定制版的产品并在其终端店面进行销售，如日本的

KDDI、Softbank等。 

线下直销业务：直接面对企业客户为其提供公司产品和服务。 

2.4 市场壁垒 

1.渠道经验优势 

公司在亚马逊渠道布局和积累优势明显。目前公司的业务已覆盖亚马逊在全球的主要市场，已搭建了完整的

多语种业务营销、运营、客服团队。 

2.电商人才优势 

公司处在中国总部外，在日本、美国等地均设有分支机构，并打造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

美国、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等国家的外籍人员的自由品牌运营团队，能够清晰地了解当地的文化和顾客需

求。 

公司具有较强的研发力量，具有针对用户需求开发产品的强大研发设计能力，掌握多项与公司产品相关的核

心技术及专利，形成了一定的技术壁垒。公司从事研究和开发的工作人员达到197人。 

3.供应链优势 

公司采取全球采购、战略寻源、开展战略合作及增加供应链的模式，致力于打造真正端到端（从终端客户到

上游的供应商）的集成供应链，提供快速、柔性、低成本、高品质的供应能力，确保公司产品竞争优势。 

3. 同行业标的对比 

目前国内专注于智能移动周边设备的企业中，上市公司品胜股份（834028.OC）属于公司同行业标的。广东

品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产品为移动电源、手机电池、相机电池、充电线、耳机、智能排插等，与公司

业务相似。 

表 1：公司与同行业相关标的对比 

 品胜股份（834028.OC） 海翼股份（839473.OC） 

一、财务指标   

2014-2016 年营收（百万元） 1091.29 / 1116.07 / 1051.55 746.05 / 1302.16 / 2509.09 

2014-2016 年增长率（%） 30.90% / 2.27% / -5.78% -- / 74.54% / 92.69% 

2014-2016 年净利润（百万元） 25.36 / 108.03 / 123.39 11.97 / 160.63 / 322.27 

2014-2016 年增长率（%） 182.61% / 325.92% / 14.21% -- / 1241.87% / 1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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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收益率（%） 35.87% 120.75% 

每股收益(元) 1.4600 9.8300 

PE 0.3476 14.0001 

PB 0.1157 9.4409 

二、业务特点   

主要产品 主要产品为移动电源、手机电池、相

机电池、充电线、耳机、智能排插等。 

主要产品包括电池、充电器、数据线、

耳机、音响、扫地机器人等。 

销售渠道 公司目前的销售渠道集中在国内，已

经建立了稳定的渠道能力。 

销售模式为线下销售+线上销售相结

合，线上销售主要通过天猫、京东、

当日达商城实现，线下销售主要通过

加盟商模式实现。 

公司目前市场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

日本等发达国家市场。 

主要销售渠道包括线上 B2C、线下批

发以及线下直销。 

 

三、业务布局新方向   

发展战略 大力发展电池模组类产品，不断做强

做大 3C 数码周边配件产品。 

继续加强加大品牌宣传升级，进一步

拓宽海外市场。 

推进从制造商演化为“品牌+服务+平

台”的复合型企业。 

公司考虑进一步开拓国内市场，致力

于成为全球智能设备及其附件领域的

领导品牌。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兴证券研究所  

4. 竞争能力分析 

采用波特五力模型对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进行分析，每个维度满分为5分，总计25分，公司总得分为16分，

企业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 

表 2：公司波特五力模型分析 

海翼股份（839473）：波特五力模型分析  

潜在进入者（3） 

全球消费电子市场壁垒较低，全球电子配件品类生产企业众多，竞争日渐激烈，竞争

的核心在于产品质量、价格以及公司提供的服务情况。公司在国际上形成了自身品牌

优势，有一定的竞争实力。 

买方议价能力（3） 

凭借着品牌效应，公司对于企业用户和个人用户有一定的话语权。但同时，作为主要

销售平台的亚马逊和所在电子配件品类都存在竞争日益加剧的问题，亚马逊加大中国

市场招商，中国卖家进驻亚马逊平台的数量在过去一年多急剧增加。同类产品的卖家

数量增加，卖家之间竞争愈加激烈，部分电子配件品类平均价格出现走低的趋势。买

方具有了一定的议价能力。 

卖方议价能力（4） 

公司选用外协厂商主要按照市场询价的方式，电池、充电器、数据线、耳机、音响等

产品加工外协厂商市场竞争激烈、供应充足，不存在对外协厂商的依赖；因此，外协

厂商在公司补充产能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公司并不对单个特定外协厂商产生依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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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对外协厂商议价能力较强。 

替代品的威胁（3） 

公司所在行业市场需求变化较快、技术更迭频繁、新产品层出不穷。新产品对已有产

品的威胁值得关注。 

公司通过持续保持在新产品研发上的投入、持续升级研发能力和供应链资源，提升自

身的市场竞争力。 

同业竞争程度（3） 

公司所在行业竞争激烈，市场化程度高，国内外生产数码配件的企业众多，行业集中

度低，销售渠道丰富。 

公司形成了自己的自主品牌优势，公司旗下的主要品牌 Anker是中国出海跨境电商领

域的领导品牌之一，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地区和国家的优质用户超过2400万。 

总分（16） 企业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 

资料来源：Wind, 东兴证券研究所 

5. 风险因素 

出口市场及品类竞争风险。 

公司产品的主要销售平台亚马逊和所在电子配件品类都存在竞争日益加剧的问题，亚马逊加大中国市场招商，

中国卖家进驻亚马逊平台的数量在过去一年多急剧增加。同类产品的卖家数量增加，卖家之间竞争愈加激烈，

部分电子配件品类平均价格出现走低的趋势。公司积极拓展线下和新市场业务，线下业务和线上业务在运作

管理上存在较大差异，复杂性较高。并且线下市场前期需要进行大量资源投入和库存储备，加大了风险。 

 

专利风险。 

移动电源和数码配件行业发展迅速、专利众多，技术成熟度日趋提高。公司立足于自主研发，并具备突出的

技术创新能力，公司拥有的商标、专利、核心技术等知识产权是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公司一直注重

商标、专利、专有技术等知识产权的开发和保护。但因竞争加剧而产生的专利纠纷仍难以完全避免，从而使

公司面临一定的专利纠纷风险，导致对公司业务发展和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对第三方平台依赖的风险。 

公司专业从事智能移动周边产品、智能生活周边产品及计算机周边产品的研发和销售。公司与亚马逊等第三

方销售平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主要通过第三方平台将产品销售给终端客户。公司业务在一定程度上存

在对亚马逊等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的依赖，如果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提高服务费收费标准，将对公司盈利造

成影响。 

6. 总体结论 

公司专业从事智能移动周边产品、智能生活周边产品及计算机周边产品的研发和销售，通过持续保持在新产

品研发上的投入、持续升级研发能力和供应链资源，形成了自主品牌优势、渠道经验优势、电商人才优势、

供应链优势，公司不断打造自身核心竞争力，旗下主要品牌 Anker成为中国出海跨境电商领域的领导品牌之

一。公司发展前景向好，值得投资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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