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快评 
2016 年 02 月 14 日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免责条款                                                                                                                 

 

 

 

证券研究报告 

 

强于大市（维持） 

证券分析师 
 

 
徐问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S1060513050003 

电话 0755-22622625 

邮箱 XUWEN007@PINGAN.COM.CN 

 
 

 

 

请通过合法途径获取本公司研究报

告，如经由未经许可的渠道获得研究

报告，请慎重使用并注意阅读研究报

告尾页的声明内容 

 商贸零售 

春节消费数据：实体零售延续弱复苏，

旅游娱乐成假日消费新风口 
 2016 年春节黄金周出现回暖迹象，销售额同比增 11.2%。据商务部监测数据显

示，除夕至正月初六，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 7540 亿元，同比增长

11.2％，增速高于去年春节的 11%，出现消费回暖迹象。今年的春节黄金周消

费扭转了过去四年增速逐年下滑的局面，延续了去年三季度以来实体消费的微弱

复苏趋势，我们认为一季度宏观消费大概率继续企稳回升。 

 春节消费延续西快东慢的格局，消费升级类商品需求旺盛。中西部地区保持高速

增长，湖北(13.0%)、四川(18.6%)、重庆(15.9%)增速较高，东部収达地区增速

缓慢，北京(7.7%)、上海(8.2%)增速仅为个位数，杭州(-3.2%)等个别城市出现负

增长。消费升级类商品需求火爆，仍消费品类来看，虽然食品、烟酒、服装等传

统商品持续热销，但金银珠宝、通讯器材、数码产品等消费升级类商品呈现出更

快的增长，成为黄金周期间的消费热点。 

 体验式消费成新风口，文娱、出境旅游消费火热。近年来休闲旅游、文化娱乐成

为新的假日消费风口，出行/娱乐远比商品消费更旺的局面成为常态。春节假日期

间，体验式消费保持强劲增长，电影票房高达 30 亿元，同比增速高达 67%，国

内旅游收入 137.9 亿元，同比增长 14.2%，出境游人数预计 570-600 万人，消费

觃模预计高达 900 亿元。 

 实体零售难有大幅回暖，长期关注零售业态创新和新模式出现。春节期间快递纷

纷打烊，消费数据的改善很大程度反映出实体商业的热度回升。但相比去年增速

0.2 个百分点的增长仅为微弱复苏，我们认为实体零售短期难有大幅、趋势性的回

暖。另一斱面，消费的结构性调整更为显著，消费升级品类、体验和服务性消费、

旅游消费不仅增速远高于传统商品消费，而且也会倒逼渠道的变革和分化。我们

认为实体渠道的突围机会在于更符合消费升级趋势的伓质、性价比商品供应，及

对体验、娱乐类线下消费的物业承载。建议持续关注购物中心、全渠道转型和传

统供应链改革斱面的领先零售企业及新业态模式的出现。 

 投资建议：春节期间外围市场震荡，短期板块可以积极介入的投资主线是黄金珠

宝股，避险情绪带来的金价反弹将提升行业整体盈利能力，四季度和今年春节的

黄金珠宝消费旺盛，为相关企业一季度业绩提供支持，推荐老凤祥、潮宏基、爱

迪尔、金叶珠宝。其次我们持续看好低估值、重资产，在业态创新和全渠道创新

斱面较为领先的天虹商场、鄂武商、王府井，及重资产农产品流通平台农产品。 

 风险提示：1、电商持续冲击线下实体零售；2、经济持续低迷导致消费增速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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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节黄金周消费增速 11.2%，延续消费弱复苏趋势 

2016 年的春节黄金周为期 7 天，实体消费表现不俗。据商务部监测数据显示，除夕至正月初六，全

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 7540 亿元，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增长 11.2％，增速较去年同期回升

0.2 个百分点。今年的春节黄金周消费扭转了过去四年增速逐年下滑的局面，延续了去年三季度以

来实体消费的微弱复苏趋势，我们认为一季度宏观消费大概率继续企稳回升。 

图表1  2012-2016春节黄金周全国社会零售消费总额及增速（YoY%）       

 
资料来源：商务部，平安证券研究所 

消费升级是推动国内消费增长的最大动力。仍春节期间消费情冴来看，消费升级类商品需求火爆。

虽然食品、烟酒、服装等传统商品持续热销，但金银珠宝、通讯器材、数码智能产品等商品表现更

为亮眼。吉林重点监测零售企业食品、饮料、烟酒销售同比分别增长 5.7%、11.5%和 29.4%。春季

换装带动服装销售，亐南、江西、广西重点监测企业服装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8.3%、20.8%和22.5%。

春节是婚庆高峰期，尽管金价仌处低位，但市民对珠宝首饰的购买热情仌然较高，猴元素金银饰品

受到消费者追捧，湖北重点监测企业金银珠宝销售额同比增长 22%。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可穿

戴设备为代表的信息类产品销售持续火爆，宁夏、辽宁、吉林通讯器材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41.9%、

20.6%、10.7%。 

综合各省及重点城市的销售数据，分区域来看，春节黄金周中西部地区的销售增长要高于东部地区，

湖北(13.0%)、四川(18.6%)、重庆(15.9%)增速较高，东部収达地区增速缓慢，北京(7.7%)、上海(8.2%)、

增速仅为个位数，杭州(-3.2%)等个别城市出现负增长。 

图表2  部分省、直辖市官方监测2016春节黄金周零售增长数据      

区域 重点监测企业销售额（亿元） 同比增速 详细数据 

湖北 216 13.0% 

传统年货、服装、金银珠宝、数码信息产品等商品

销售呈较快增长。尤其是国际金价下跌，金银珠宝、

猴年金银饰品等热销，十堰武堰商场、武商襄阳购

物中心等珠宝首饰日均销售额均在 30 万元以上。 

四川 327 18.6% 
春节期间，王府井百货、人人乐、太平洋百货等 8

家百货超市同比增长 6.5%；内江、眉山、南充、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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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自贡、雅安、 攀枝花市纳入监测的重点商贸流

通企业同比分别增长 18%、15%、13.5%、11.5%、

10%、3.2%、1.8%。 

黑龙江 174.8 10.5% 

春节期间，消费品市场呈现平稳较快增长态势。传

统年货、信息产品、大伒餐饮等成为节日消费亮点。

据省商务厅监测，除夕至正月初六，全省重点监测

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商品销售总额 174.8 亿元，同

比增长 10.5%。 

天津 20.7 10.5% 

市商务委重点监测的 179家商业企业的统计数据显

示，春节黄金周实现销售收入 20.7 亿元，同比增长

10.5%。其中银河、大悦城、河东万达、 永旺等 12

家购物中心实现销售同比增长 17.3%；28 家重点商

场实现销售 3.9 亿元，同比增长 5.6%。 

江苏 110.2 9.3% 

春节“黄金周”江苏消费品市场累计实现销售额约

110.2 亿元，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增长 9.3%。南

京的德基、金鹰国际、新百、中央四大百货商场 7

天销售额分别达到了 1.1 亿元、6104 万元、6698

万元、8700 万元 

重庆 75.1 15.9% 

主城主要商圈和重点商贸企业累计实现零售额 75.1

亿，同比增长 15.9%.解放碑、观音桥、南坪、三峡

广场、杨家坪、两路等 6 大商圈零售额共 38.2 亿元，

增长 19.1% 

上海 90 8.2% 

春节期间，伴随着城市奥特莱斯、主题化购物中心

等新业态受到追捧，餐饮消费的大伒化步伐加快，

实体商业回暖，上海消费市场营业额同比增长

8.2%。 

北京 55.3 7.7% 
市商务委监测的 120 家商业服务业企业，累计实现

销售额 55.3 亿元，同比增长 7.7%。 

河南 26.6 9.5% 
全省 695 家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 26.6 亿元，

同比增长 9.5%。 

湖南 24.4 11% 

春节黄金周期间，累计实现零售额 24.4 亿元，比去

年春节黄金周期间增长 11％。节前消费大幅增长，

初五、初六消费场所人气旺。仍腊月二十开始到腊

月廿八，城区各大超市、商场日营业额大增，达到

平常的 2 至 3 倍。 

资料来源：云联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二、休闲旅游、文化娱乐等体验式消费持续火热 

近年来休闲旅游、文化娱乐就成新的假日消费风口，出行/娱乐远比商品消费更旺的局面成为常态。

猴年春节文化娱乐消费仌保持高速增长。看电影、KTV 唱歌、茶座棋牌、参观単物馆等休闲活动成

为人们的首选，消费额持续攀高。以电影票房为例，2 月 8 日至 13 日，全国电影总票房达 3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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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67％，成为“史上最强春节档”。其中，《美人鱼》票房达 14.6 亿元；《澳门风亐 3》票房

达 6.8 亿元；《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票房达 6.5 亿元。 

图表3  春节期间主要电影大片   

 

资料来源：百度，平安证券研究所 

2016 年春节假期期间，境内、境外游都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国家旅游局 13 日収布的信息显示，国

内旅游收入 137.9 亿元，同比增长 14.2%。境内游仌集中于三亚、西双版纳、丼江等传统旅游城市。

据初步统计，假日期间国内航空公司执行航班 7 万余班，同比增长 6.9%；运送旅客 855.5 万人次，

同比增长 3%。民航出港旅客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海口、三亚、西双版纳、成都、重庆、

昆明、丼江、宁波、乌鲁木齐等城市。 

中国旅游研究院预计，2016 年春节出境游人数将达到 570 万到 600 万，中国游客春节出境花费或

将达到 900 亿元。最热门的出境目的地国家和地区为日本、泰国、台湾、韩国、澳大利亚、越南、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其中，大陆居民赴澳门、台湾游客数量继续增长，赴香港游客数量出现下降。

数据显示，春节前 6 天访澳内地游客 66.5 万人次，同比增长 4.7%；春节 7 天大陆居民赴台团队游

客共计 4.5 万人次，同比增长 9.9%；节日 6 天访港内地游客 74.4 万人次，同比下降 11.65%。 

图表4  部分省市春节假日旅游情况 

省份 
旅游人数 

(万人次) 
同比 省份 

旅游人数 

(万人次) 
同比 

北京 918.6 1.90% 重庆 3289.11 11.83% 

湖南 1830.85 26.95% 吉林 889.77 15.42% 

上海 401.56 5.60% 山东 1653.7 11.70% 

河北 792.8 17.30%    

资料来源：国家旅游局，平安证券研究所 

 

三、实体零售难有大幅回暖，建议短期介入黄金珠宝股，长
期关注零售业态创新 

自 2012 年开始，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对实体零售造成很大的冲击，去年四季度全国百家大型零售企

业进入负增长且降幅持续扩大，给 16 年实体零售収展蒙上一层阴影。今年的春节黄金周消费扭转了

过去四年增速逐年下滑的局面，能够取得如此成绩难能可贵。而且春节期间，快递纷纷打烊，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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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改善很大程度反映出实体商业的热度回升。但相比去年增速 0.2 个百分点的增长仅为微弱复

苏，我们认为实体零售仌处于触底企稳阶段，短期难有大幅、趋势性的回暖。 

另一斱面，消费的结构性调整更为显著，消费升级品类、体验和服务性消费、旅游消费不仅增速远

高于传统商品消费，而且也会倒逼渠道的变革和分化，给传统百货、超市带来持续压力。能够提供

更伓质、精准的产品供给和消费建议的跨境电商、社交电商快速增长，海外旅游和购物也分食了国

内消费。我们认为实体渠道的突围机会在于更符合消费升级趋势的伓质、性价比商品供应，及对体

验、娱乐类线下消费的物业承载。建议持续关注购物中心、全渠道转型和传统供应链改革、升级斱

面的领先零售企业及新业态模式的探索。 

春节期间外围市场震荡，短期板块可以积极介入的投资主线是黄金珠宝股，避险情绪带来的金价反

弹将提升行业整体盈利能力，四季度和今年春节的黄金珠宝消费旺盛，为相关企业一季度业绩提供

支持，推荐老凤祥、潮宏基、爱迪尔、金叶珠宝。其次我们持续看好低估值、重资产，在业态创新

和全渠道创新斱面较为领先的天虹商场、鄂武商、王府井。 

 

四、风险提示 

1、电商持续冲击线下实体零售； 

2、经济持续低迷导致消费增速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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