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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年春节消费数据：春节消费增速同比提升 0.2 个百分点，多地延

续回暖趋势  
 
 
事件 

 2 月 2 日，商务部公布 17 年春节消费数据，除夕至正月初六（1 月 27 日至 2 月 2 日），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
现销售额约 8400 亿元，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增长 11.4%。 

评论 

 2017 年春节消费持续回暖，发达区域率先复苏：商务部监测数据，今年的春节黄金周销售额同比增长 11.4%，
较 16 年提升 0.2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湖北、云南、广西、湖南、青海等中西部地区重点监测商贸企业销售
额增速较快，均在 11%以上。与去年对比，北京、上海销售额增速较 16 年同期大幅提升，北京销售额同比增
长 9.8%，创近 5 年最高增幅，较 16 年 7.7%大幅提升，上海销售额同比增长 10.6%，16 年同期仅 8.2%；湖
北、云南增速分别为 11%、12.7%，较 16 年同期 13%、17.1%有所放缓。整体来看，今年的春节黄金周延续
了去年三季度以来的弱复苏趋势，地区延续西快东慢的格局，但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东部及一线城市春节消费
增速提升更快，印证发达区域消费率先复苏，我们认为一季度宏观消费数据大概率继续改善。 

 服装、珠宝等可选消费品成热点，消费升级品类受市场欢迎：春节期间，受益春装上市，服装市场现销售热
潮，郑州王府井、洛阳泉舜、武汉群光服装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86.1%、43.8%和 28.2%。黄金珠宝消费火
热，鸡元素金银首饰备受追捧，甘肃、河北、安徽重点监测企业金银首饰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15%、12%和
10.8%。重庆消费热点仍为家用电器、衣帽鞋袜、金银珠宝、化妆品等传统消费，运动类服装消费增速达
15.1%，珠宝首饰类商品消费增长达 14.6%。综合来看，可选消费品均有较好表现，服装、珠宝、化妆品等品
类成为消费热点。此外，消费者对新奇特产品的偏好进一步强化，消费升级品类受到市场欢迎，空气净化器、
智能电视、VR/AR 产品、扫地机器人等环保、智能商品成新年亮点。 

 高端消费市场复苏，百货业态表现优异：16 年三季度以来，在消费结构升级以及人民币贬值的背景下，国内高
端消费出现复苏迹象，作为奢侈品消费的重要渠道的百货/购物中心率先反应市场变化。从春节百货销售数据来
看，百货业态正延续着向好的趋势。作为全国消费中心的北京，其监测的 30 余家百货企业近三年来首次实现
春节期间销售同比正增长，东安商场、燕莎友谊商城、王府井百货大楼、燕莎奥特莱斯、首创奥特莱斯等企业
均实现 10%以上的零售额增长。 

投资建议 

 16 年下半年以来，零售板块基本面呈现触底信号，社零增速回升和中高端消费弱复苏将支撑板块营收/业绩持
续改善。春节黄金周消费数据也延续了弱复苏趋势，我们认为一季度宏观消费数据大概率继续改善，有望进一
步提振零售股业绩。特朗普政策引发国际市场动荡，短期市场避险情绪将推高金价，且春节黄金珠宝旺盛消费
需求为相关企业一季度业绩提供坚实支撑，可积极关注黄金珠宝板块机会。建议沿以下主线布局： 

1） 春节消费数据验证实体零售景气回升，商业运营能力出众、控费能力凸显的零售龙头在行业上升期将有更

大业绩弹性，推荐鄂武商 A、天虹商场、永辉超市； 

2） 黄金珠宝消费底部恢复，春节消费支撑一季度业绩，且板块估值仍处低位，推荐黄金消费龙头企业老凤

祥； 

3） 继续自下而上精选个股，推荐化妆品产业链领导者，颜值经济产业圈雏形初现的青岛金王；定增审核通

过，物流地产加速推进的东百集团；并购匡时国际，进军稀缺、金融场景丰富的拍卖行业务的宏图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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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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012-2017 春节黄金周全国社会零售消费总额及增速（YoY%） 

 
来源：商务部，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2：部分省、直辖市官方监测 2016-17 春节黄金周零售增长数据 

分区域 

2016 年

重点监测

企业销售

额同比增

速 

2017 年

重点监测

企业销售

额同比增

速 

详细 

湖北 13.0% 11% 
 

四川 

18.6% 

(社零增速
11%) 

2.50% 

(社零增速
11.5%) 

春节七天，全省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

365 亿元左右，同比增长 11.5%、较平时增

长 22.6%左右。全省重点零售企业春节期间

实现销售额 10.2 亿元，同比增长 2.5%。 

天津 10.5% 10.20% 
据市商务信息中心对 175 家重点监测企业监

测，春节前四日实现销售收入 8.1 亿元。 

江苏 
 

10.60% 

春节黄金周期间，江苏消费品市场累计实现

销售额约 121.88 亿元，同比增长 10.6%。

南京市、徐州市、连云港市以及昆山市的同

比增长幅度都达到了 11%以上。 

重庆 15.9% 
 

春节前三天，主城主要商圈和重点监测的商

贸企业实现零售额 29.73 亿元，同比增长

12.8%。家用电器、衣帽鞋袜、金银珠宝、

化妆品、超市商品等传统消费仍占市场大

头。其中，运动类服装消费增速达 15.1%，

珠宝首饰类商品消费增长达 14.6%。 

上海 8.2% 10.60% 
 

北京 7.7% 9.80% 

春节期间，北京总消费额 46.8 亿元，市商

务委重点监测的 120 家商业服务业企业销售

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9.8%，创近 5 年最高增

幅。市商务委监测的 30 余家百货企业近三

年来首次实现春节期间销售同比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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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9.5% 
 

春节长假第五天，全省消费品市场继续平稳

运行。重点监测的郑、汴、洛 3 市 27 家零

售和餐饮企业共实现销售收入 7078.79 万

元，同比增长 17.71%。 

安徽 3.8% 15.50% 
 

云南 17.1% 12.70% 
 

广西 12.4% 11.80% 
 

湖南 11.0% 11.5% 
 

青海 10.6% 11.3% 
  

来源：互联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3：部分城市春节消费情况 

 
2016 年 2017 年 

南京 

市商务局对 120 家商贸企业监测

统计，共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23.8 亿元，同比增长 9.6%。 

全市重点商贸企业监测，节日前三天全

市城乡居民消费 11.2 亿元，同比增长

13.6%。全市 30 余家百货店实现销售 

5.3 亿元  , 同比增长  18.4%其中服装

类、鞋帽类销售同比分别增长 21.2%、

19%。 

广州 

据重点监测的 135 家商贸流通样

本企业数据显示，春节黄金周实

现销售总额超 26.5 亿元 

春节期间，广州商贸企业销售总额约

27.1 亿元，增幅达两位数。据监测，黄

金周期间，广百股份、广州友谊、天河

城百货、摩登百货等 7 家百货吸金约

4.4 亿元，同比增长 8%；苏宁、国美电

器等电器销售企业同比增长近 8%；梦

芭莎、京东等电商企业销售同比增长约

20%。 

西安 

全市实现商品销售额约 132.2 亿

元，同比增长 10.7%，其中，日

用百货商品零售约 122.1 亿元，

同比增长 10.5%，餐饮收入约

10.1 亿元，同比增长 12.9%。 

全市实现商品销售额约 147.01 亿元，

同比增长 11.2%，其中日用百货商品零

售约 135.47 亿元，同比增长 11%，餐

饮 收 入 约 11.54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4.3%。 
 

来源：互联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行业点评 

- 4 -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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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