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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社零数据点评：社零增速底部改善，可选消费品继续回暖 
 
事件 

10 月 19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9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7,976 亿元，同比增长 10.7%(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9.6%)；1-9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38,482 亿元，同比增长 10.4%。9 月份限额以上单位
消费品零售额 13,504 亿元，增长 8.8%；1-9 月份，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108,344 亿元，增长 7.8%；1-9 月
份，全国网上零售额 34,651 亿元，同比增长 26.1%。 

评论 

社零增速保持环比上升趋势，创年内新高：9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0.7%，与 15 年同期 10.9%的
增速相比有所回落，环比上升 0.1%，为今年以来最高月度增速；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 9%，较 15 年同
期 8.2%的增速有上升，环比回升 0.2%。综合国庆消费数据来看，居民消费呈平稳势头，随着双 11、双 12 等购物
狂欢节的到来，四季度消费增速应能维持环比好转趋势。 

品类分化加剧，可选消费回暖利好百货、购物中心销售：分品类来看，粮油食品(+11%)、服装(+6.7%)、化妆品
(+7.7%)、金银珠宝(+5%)、日用品(+12.5%)、家电(+8.6%)、石油制品(+2.9%)等品类回升，其他品类环比增速均出
现下滑。可选消费品增长强劲，黄金珠宝(环比+11.3%)、化妆品(环比+1.9%)、服装(环比+0.5%)、家电(环比
+1.5%)回升明显；房地产相关消费回落，建筑装潢(环比-2.1%)、家具(环比-2.4%)小幅下滑。随着四季度销售旺季
渐入高潮，化妆品、服装、黄金珠宝、家电等可选消费品回暖利好百货、购物中心销售。 

大型零售企业销售额增幅明显，家用电器表现亮眼：9 月全国 50 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零售额同比增长 2.3％，增速
高于去年同期-1.1％，环比提升了 3.1 个百分点。分品类看，除金银珠宝、粮油食品以外的品类均实现了正增长，
其中家用电器类同比增长 18.2%。自 14 年以来，受困电商分流、消费疲软，大型零售商一直处于阵痛期，销售额
增长持续乏力。经过两年多的调整变革，部分零售商尤其是中高端购物中心在业态调整、品类升级等方面成效明
显，在逆市下具有更强的抗风险和扩张能力，未来向好趋势有望持续。 

线上消费逐渐减速，对线下替代效应减弱：1-9 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 34,651 亿元，同比增长 26.1%，增速同比下
滑 10.1 个百分点，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25.1%，增速同比下降 9.6 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到 11.7%。目前电商已经进入成熟发展阶段，线上对线下实体的分流效应持续减弱。 

 

投资建议 

零售板块需求面和业绩正处于谷底，社零虽微幅改善，但短期内行业的收入和利润增速改善有限。行业仍缺乏自上
而下的整体性机会，未来投资主线仍在于主题性行情和自下而上的个股挖掘。 

1） 价值低估、业绩稳定的百货/购物中心龙头：可选消费品类出现回暖趋势，化妆品、服装鞋帽、黄金珠宝、家电
品类作为商场销售的主力产品，有望拉动销售额增长。双 11 的来临，百货/购物中心业绩的不确定性加大，业绩
长期稳定、门店主题特色突出的百货企业大概率可实现稳定的经营表现，具有较高安全边际，推荐：鄂武商、
欧亚集团、天虹商场、王府井； 

2） 过往年度双 11 预热期零售和电商板块都有相对收益，随着娱乐造势的逐步加码、预热事件催化，板块或继续表
现，建议继续重视电商、快递物流产业链以及布局线上的品牌商，推荐南极电商、跨境通、苏宁云商、上海家
化； 

3） 继续推荐受益央企改革、盈利能力年内持续改善的飞亚达，定增即将获批、布局钻石产业链并购的爱迪尔，转
型物流地产，定增稳步推进、年内布局 60 万方物流地产运营面积的东百集团、百货主业经营稳定、布局民办教
育的翠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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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社零增速仍保持在低位  图表 2：限额以上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3：大型零售企业零售额增速出现回暖  图表 4：超市业态好于百货，专业店回暖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5：建筑、汽车、石油增速情况  图表 6：食品、日用品增速情况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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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服装、化妆品、珠宝增速情况  图表 8：办公、体育、家具增速情况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9：限额以上各品类增速情况 

品类 9 月同比增速 15 年同期增速 增速环比变化 

粮油、食品类 11% 19.6% 0.8% 

饮料类 10.3% 19.4% -1.2% 

烟酒类 7.5% 16.5% -3.4% 

服装鞋帽针纺织

品类 
6.7% 8.5% 0.5% 

金银珠宝类 5.0% 6.5% 11.3% 

日用品类 12.5% 8.8% 2.5% 

化妆品类 7.7% 8.7% 1.9% 

家用电器和音像

器材类 
8.6% 11.3% 1.5% 

中西药品类 12.0% 13.3% -1.9% 

文化办公用品类 10.4% 23.2% -3.2% 

家具类 8.7% 19.1% -2.4% 

通讯器材类 5.1% 42.2% -5% 

石油及制品类 2.9% -7.2% 0.2% 

建筑及装潢材料

类 
14.2% 23.2% -2.1% 

汽车类 13.1% 2.7% 0% 
 

来源：国家统计局，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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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竞争力评级的说明： 

长期竞争力评级着重于企业基本面，评判未来两年后公司综合竞争力与所属行业上市公司均值比较结果。 

 

 

 

 

 

公司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变动幅度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下跌幅度在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变动幅度相对大盘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下跌幅度超过大盘在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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