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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行业 2016 半年报总结：行业仍处于艰难调整期，布局国企改

革和跨界转型机会 
 
 
 零售板块半年报发布完毕，过半企业收入/净利润下滑。截至 8 月 31 日，商贸零售板块 93 家上市公司已全部

发布半年报。其中，30 家公司实现营业收入正增长，63 家公司营业收入出现下滑，50 家公司扣非净利润下
滑，20 家公司扣非后出现亏损。除天虹商场（+15.78%）、鄂武商（+18.98%）、欧亚集团（+9.94%）、北京城
乡（+9.49%）外，其余百货个股业绩大多出现不同程度的降幅，津劝业（-31.23%）、新华百货（-49.36%）、
文峰股份（-30.73%）、中央商场（-45.98%）部分小区域和单体百货降幅明显。超市板块，除永辉超市
（+39.82%）、新华都（扭亏为盈）外，其余公司均有较大的业绩滑坡。黄金珠宝板块两极分化严重，老凤祥
（+0.63%）、潮宏基（+8.17%）在逆势下仍能实现业绩正增长，明牌珠宝（ -44.53%）、豫园商城（ -
63.53%）、爱迪尔（-48.50%）均出现较大降幅。从 ROE 来看，百货企业自 2014 年开始保持逐年下降趋势，
仍没有企稳迹象。上半年，百货 ROE 为 3.27%，较去年同期下降 1.06%。超市企业 ROE 在 15 年 4Q 出现巨
大滑坡，但今年以来表现较好。上半年，超市 ROE 为 0.95%，与去年同期持平。 

 社零低位徘徊，行业仍处于艰难调整期。今年以来，社零增速一直在低位徘徊且走势疲软。1-7 月份，社零总
额 182,966 亿元，同比增长 10.3%，较去年同期增速回落 0.26%。消费者信心日趋悲观，信心指数自 15 年 2Q
达到 107.7 高点后持续回落，16 年 2Q 仅有 101.23。大型零售企业经营压力依旧，上半年百强零售企业销售额
同比下降 3.2%，较增速去年同期下滑 3.8%。在行业寒冬期，零售企业表现更为分化，部分资产优质、较早开
始购物中心业态转型、经营能力较强的龙头百货表现出更强的抗风险能力，放缓扩张、关闭亏损门店、减员增
效等措施帮助利润增速表现好于收入增速，部分行业龙头也在低谷期开启了收购整合步伐。2012 年以来反腐对
中高端消费是重大打击，但目前公款相关消费已经大幅压缩，从预收账款来看，经过 3 年多调整，规模基本稳
定未有进一步下滑。我们认为虽然行业调整周期长且艰难，但逆境更考验企业的战略调整、精细化运营能力，
一旦行业开始趋势性恢复龙头企业将率先受益。 

 各业态营收增长乏力，超市略好于百货：上半年零售上市公司营收增速仍然较弱，其中重点百货收入同比下降
2.75%，重点超市收入同比增长 3.98%(剔除永辉-4.16%)，黄金珠宝板块收入同比下降 2.28%，以苏宁云商、
宏图高科为代表的 3C 连锁受益电商布局及新奇特转型，营收仍保持较高增速，上半年同比增长 8.72%。但从
趋势来看，百货增速自 2014 年 2Q 以来一直处于低位，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速下滑 3.94%，环比回升 0.38%，
未有进一步扩大的迹象。超市营收增速则仍在放缓，上半年增速同比下降 3.55%，环比下滑 1.43%。黄金珠宝
零售尽管上半年金价上涨，营收增速仍同比大幅下滑 10.41%，环比下滑 20.09%，根据中国黄金协会的数据，
上半年黄金首饰消费量 341 吨，同比下降 17.38%，品类消费仍未出现拐点。 

 百货、超市毛利率逐年上升，但可持续性仍待观察：随着消费市场逐渐低迷，百货、超市等零售企业均开始注
重内功，通过增加自营、布局跨境、联合采购等一系列措施改造传统供应链来扩大毛利空间。从结果来看，百
货毛利率出现逐年上升趋势，从 11 年约 19%升至目前的 21%，超市毛利率从约 20%升至目前 21%。黄金珠宝
零售企业受益金价上涨，毛利率也出现小幅提升。但我们认为百货业态的竞争力仍在被购物中心、电商削弱，
渠道的议价能力长期处于下行趋势，未来可能部分竞争对手会采取破坏性创新、降低扣点率来提升市场份额，
综上行业毛利率上升存在瓶颈，较难持续。 

 行业费用率仍呈上扬趋势，收入下行期费用管控难度更大：二季度，零售行业仍然保持费用率上升的趋势，各
子板块差异加大。其中，百货板块销售费用率、管理费用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16 年 2Q 分别同比上升
0.34%、0.92%至 8.51%、7.83%。超市板块销售费用率出现明显提升，管理费用率较为稳定，16 年 2Q 分别
上升 0.57%、0.01%至 18.36%、3.03%。专业专卖 16 年 2Q 分别上升 0.72%、-0.81%至 8.95%、3.13%。综
合来看，行业固定费用很难压缩，人力成本处于上行趋势，物业租金有升有降，不同区域分化，同店下滑环境
下，费用率很难压缩，关店、减员是最为有效途径。 

 投资建议 

 消费需求持续低迷且短期内看不到拐点，零售企业仍处于调整期。但我们认为消费黄金未来进一步恶化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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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且百货企业自有物业居多，多年来的物业资产价格暴涨提升了固定资产价值，为市值提供了较高的安全
边际，随着多种物业资产证券化手段的应用，行业隐蔽的物业价值有望获得体现。部分资产优质、较早开始购
物中心业态转型、经营能力较强的龙头百货收入和利润都表现出更强的逆市增长能力，当前低估值下具有较强
配置价值。此外整个板块国企占比较高，属于竞争类资产，未来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或将对整个行业形成催
化，迎来较大主题性投资机会。我们维持行业“增持”评级。建议选择以下投资标的： 

1） 资产优质、较早开始购物中心业态转型、业绩较为稳健、低估值的龙头百货，且自有物业价值充裕，推荐鄂武
商、天虹商场、王府井；及实力强劲的外贸供应链服务龙头企业江苏国泰。 

2） 主业低迷下，跨界转型成为突破发展瓶颈的重要途径，布局高成长性、稀缺性的行业的公司有望进入发展的快
车道，推荐东百集团(转型物流地产)、南极电商（电商/IP 供应链服务平台企业）、宏图高科(布局艺术品拍卖、
消费金融)、翠微股份(介入教育投资)。 

3） 国企改革自上而下有望提速，商贸企业作为完全竞争领域将迎来制度松绑，混合所有制或股权激烈推进有利于
推动企业盈利改善和转型加速，国资退出/资产注入也将给公司带来质的变化，建议关注兰生股份、北京城乡、
首商股份、广百股份、南宁百货、中百集团、飞亚达。 

4）资产价值充裕、市值较物业重估值折让最为严重的大商股份、欧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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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社零增速仍保持在低位  图表 2：消费者信用明显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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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见改善趋势  图表 4：超市业态好于百货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5：重点百货营收增速(整体法)  图表 6：重点百货营收增速(平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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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超市增速仍在放缓  图表 8：重点超市增速仍在放缓(剔除永辉)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9：专业专卖/专业市场收入增速变化  图表 10：百货/超市 ROE 逐年下滑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11：百货毛利率持续走高  图表 12：超市毛利率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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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专业专卖毛利率小幅上升  图表 14：预收账款增速基本稳定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15：百货销售、管理费用率逐年上升  图表 16：超市销售费用率上升明显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17：专业专卖/专业市场销售费用率较为稳定  图表 18：专业专卖/专业市场管理费用率大体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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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百货经营性现金流恶化  图表 20：超市经营性现金流长期负增长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21：专业专卖经营性现金流基本持平 

 
来源：Wi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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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点评 

- 8 -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上海 北京 深圳 

电话：021-60753903 

传真：021-61038200 

邮箱：researchsh@gjzq.com.cn 

邮编：201204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 号 

           紫竹国际大厦 7 楼 

电话：010-66216979 

传真：010-66216793 

邮箱：researchbj@gjzq.com.cn 

邮编：100053 

地址：中国北京西城区长椿街 3 号 4 层 

电话：0755-83831378 

传真：0755-83830558 

邮箱：researchsz@gjzq.com.cn 

邮编：518000 

地址：中国深圳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1 号 

           时代金融中心 7BD 
 
 

特别声明：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已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版权归“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授权，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均

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或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经过

书面授权的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删节和修

改。 

本报告的产生基于国金证券及其研究人员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或实地调研资料，但国金证券及其研究人员对这

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对由于该等问题产生的一切责任，国金证券不作出任何担保。且本报告中

的资料、意见、预测均反映报告初次公开发布时的判断，在不作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可能会随时调整。 

客户应当考虑到国金证券存在可能影响本报告客观性的利益冲突，而不应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因

素。本报告亦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邀请。 

证券研究报告是用于服务机构投资者和投资顾问的专业产品，使用时必须经专业人士进行解读。国金证券建议

客户应考虑本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有必要）咨询独立投资顾问。报告本身、报告

中的信息或所表达意见也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的最终操作建议，国金证券不就报告中的内容对最终操作

建议做出任何担保。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国金证券的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并可能为

这些公司正在提供或争取提供多种金融服务。 

本报告反映编写分析员的不同设想、见解及分析方法，故本报告所载观点可能与其他类似研究报告的观点及市

场实际情况不一致，且收件人亦不会因为收到本报告而成为国金证券的客户。 

         本报告仅供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机构客户使用；非国金证券客户擅自使用国金证券研究报告进行投资，遭

受任何损失，国金证券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report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