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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Q21 利润率降至低点，后期有望逐步回稳

持有
维达国际（3331.HK）

2021-10-29 星期五

投资要点
目标价：

24.0 港元



现 价：
预计升幅:

20.95 港元
14.6%

3Q21 公司销售收入同比+7.2%至 41.1 亿港元，按固定汇率计+2.0%；毛利
率下降 1.9 个百分点至 35.0%，主要是原材料价格上涨所致；由于公司进入
新兴电商平台（如抖音、快手）、高端卫生巾品牌 Libresse 在持续建立品
牌阶段，在销售规模未达预期，费用持续投入下，3Q 销售费用率提升，公
司经营利润率同比-5.6%至 8.6%，净利润 2.7 亿港元，同比-34.2%。

重要数据

2021/10/29 

日期

提价应对成本压力，龙头地位稳固：

收盘价（港元）

20.95 3Q21 公司纸巾分部收入同比+7.0%至 33.4 亿港元，占公司总收入的 81.4%，

总股本（百万股）

1,199

个护业务同比+7.9%至 7.62 亿港元。期内，公司对纸品 SKU 进行提价，

总市值（百万港元）

25,119 幅度在 3-4%，是行业内唯一提价的企业，对其销量产生一定影响；尽管如

净资产（百万元）

11,667 此，公司的销量及收入增速依然好于行业平均，市场份额获得持续提升，

总资产（百万元）
52 周高低（港元）
每股净资产（港元）

龙头地位稳固。公司提价不但有助于缓解成本压力，也为接下来的电商大
促活动做足充分准备。
28.88/19.58
9.73  高端产品占比持续提升，电商渠道继续发力：
23,122

数据来源：Wind、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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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高端化趋势延续，3Q Tempo/湿纸巾/多康/Libresse 收入同比分别变
动+35%/+40%/+15%/>+100%，当前高端产品占比达 35%，同比提升 5
个百分点，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也有助部分缓解成本压力。期内，经
销商/商销/KA/电商营收增速分别为-0.2%/-1.7%/-3.1%/+22.8%，电商渠
道依然是公司的主要增长动力，而国内电商渠道的收入占比已提升至
50%，新进入的抖音、快手等新兴电商平台也为公司成长注入新的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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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业绩低于预期，经营利润率承压：

给予“持有”评级，目标价 24.0 港元：

预期 4Q 电商大促将提振销售业绩，海外市场受关厂、疫情限行等影响也逐
步恢复，规模效应下 4Q 利润率预期维持稳定。公司专注高端化产品，拥有
强品牌力、产品创新及电商渠道的运营能力，我们持续看好公司未来发展。
但短期考虑到公司 3Q 业绩低于预期，市场竞争环境激烈，我们下调原盈利
预测，预计 21/22 年 EPS 分别为 1.34/1.57 港元，下调目标价至 24.0 港元，
对应 22 年 15 倍 PE，给予“持有”评级。
百万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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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A

2021E

2022E

2023E

营业额

16,074

16,512

18,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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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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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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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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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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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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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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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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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公司年报、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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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正文
三季度业绩低于预期，经营利润率承压：
3Q21 公司销售收入同比+7.2%至 41.1 亿港元，按固定汇率计+2.0%；毛利率下降 1.9
个百分点至 35.0%，主要是原材料价格上涨所致；由于公司进入新兴电商平台（如
抖音、快手）、高端卫生巾品牌 Libresse 在持续建立品牌阶段，在销售规模未达预
期，费用持续投入下，3Q 销售费用率提升，公司经营利润率同比-5.6%至 8.6%，净
利润 2.7 亿港元，同比-34.2%。
图 1：公司营业收入及增速（未剔除汇率因素）

图 2：公司利润率

资料来源：公司三季报、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三季报、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整理

提价应对成本压力，龙头地位稳固：
3Q21 公司纸巾分部收入同比+7.0%至 33.4 亿港元，占公司总收入的 81.4%，个护业
务同比+7.9%至 7.62 亿港元。期内，公司对纸品 SKU 进行提价，幅度在 3-4%，是
行业内唯一提价的企业，对其销量产生一定影响，尽管如此，公司的销量及收入增
速依然好于行业平均，市场份额获得持续提升，龙头地位稳固。公司提价不但有助
于缓解成本压力，也为接下来的电商大促活动做足充分准备。
图 3：纸巾业务收入及增速

图 4：个护业务收入及增速

资料来源：公司三季报、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三季报、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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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产品占比持续提升，电商渠道继续发力：
公 司 高 端 化 趋 势 延 续 ， 3Q Tempo/ 湿 纸 巾 / 多 康 /Libresse 收 入 同 比 分 别 变 动
+35%/+40%/+15%/>+100%，当前高端产品占比达 35%，同比提升 5 个百分点，产
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也有助部分缓解成本压力。期内，经销商/商销/KA/电商营收增
速分别为-0.2%/-1.7%/-3.1%/+22.8%，电商渠道依然是公司的主要增长动力，而国内
电商渠道的收入占比已提升至 50%，新进入的抖音、快手等新兴电商平台也为公司
成长注入新的动能。
图 5：3Q21 公司渠道结构

图 6：3Q21 中国内地业务渠道结构

资料来源：公司三季报、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三季报、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整理

给予“持有”评级，目标价 24.0 港元：
预期 4Q 电商大促将提振销售业绩，海外市场受关厂、疫情限行等影响也逐步恢复，
规模效应下 4Q 利润率预期维持稳定。公司专注高端化产品，拥有强品牌力、产品
创新及电商渠道的运营能力，我们持续看好公司未来发展。但短期考虑到公司 3Q
业绩低于预期，市场竞争环境激烈，我们下调原盈利预测，预计 21/22 年 EPS 分别
为 1.34/1.57 港元，下调目标价至 24.0 港元，对应 22 年 15 倍 PE，给予“持有”评
级。
图 7：维达国际 PE Band

资料来源：Wind 一致预期、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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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定义和免责条款
投资评级
买入
持有
卖出
未评级

未来 12 个月内目标价距离现价涨幅不小于 20%
未来 12 个月内目标价距离现价涨幅在正负 20%之间
未来 12 个月内目标价距离现价涨幅不小于-20%
对未来 12 个月内目标价不做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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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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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与本报告中提及公司无财务权益关系。本报告所载的意见、评估及预测仅为本报告出具日
的观点和判断。该等意见、评估及预测无需通知即可随时更改。在不同时期，国元证券经纪（香港）可能会发出
与本报告所载意见、评估及预测不一致的研究报告。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可能会不时与国元证券经纪（香港）的客户、销售交易人员、其他业务人员或在本报告中
针对可能对本报告所涉及的标的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市场价格产生短期影响的催化剂或事件进行交易策略的
讨论。这种短期影响的分析可能与分析师已发布的关于相关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目标价、评级、估值、预测等
观点相反或不一致，相关的交易策略不同于且也不影响分析师关于其所研究标的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基本面评
级或评分。
国元证券经纪（香港）的销售人员、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
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意见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没有将
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国元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资产管理部门、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
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除非另行说明，本报告中所引用的关于业绩的数据代表过往表现。过往的业绩表现亦不应作为日后回报的预
示。我们不承诺也不保证，任何所预示的回报会得以实现。
分析中所做的预测可能是基于相应的假设。任何假设的变化可能会显着地影响所预测的回报。
本报告提供给某接收人是基于该接收人被认为有能力独立评估投资风险并就投资决策能行使独立判断。投资
的独立判断是指，投资决策是投资者自身基于对潜在投资的目标、需求、机会、风险、市场因素及其他投资考虑
而独立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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