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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要点 
市场回顾 
 2018 年 9 月，沪深 300 指数上涨 3.13%，与 2017 年同期相比提升了

2.75pct。CS 商贸零售行业小幅回升 0.37%，但与 2017 年同期相比下降

了 1.32pct，跑输大盘 2.76pct。9 月中信一级 29 个行业中 2/3 呈现回暖

趋势，市场环境有所好转。但由于持续受到消费疲软及行业竞争趋于白

热化的影响，行业仍承受下行压力。CS 商贸零售行业 9 月市场表现弱

于去年同期，在中信 29 个行业排名第 16 位，2018 年年初至 9 月底，

商贸零售行业下跌 22.51%，依然处于中游水平。 

行业数据月报 

 2018 年 9 月 CPI 同比上涨 2.5%，涨幅比上月扩大 0.2pct。其中食品价

格上涨 3.6%，非食品价格上涨 2.2%。9 月 CPI 同比涨幅扩大主要原因

在于食品价格和油价的上涨。食品中的鲜菜、鲜果和鸡蛋价格分别上涨

14.6%、10.2%和 6.2%，非食品中的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上涨 21.2%和

23.5%。受供给端因素影响，伊朗原油供应的下滑叠加受飓风影响的墨

西哥湾石油减产，均对原油的供应方面造成了冲击。据测算，在 9 月份

2.5%的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 0.5pct，新涨价影响

约为 2.0pct。总体来看价格比较平稳，经济稳定运行在合理区间。 

 2018 年 1-9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74299 亿元，同比增长 9.3%。

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78%，比上年同期提

高了 14pct，消费贡献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这些趋势一直在延续。随着

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消费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基础性作用。实物消费方面，升级类的一些商品消费仍然保持较快增长。

在消费转型升级的带动下，传统企业积极转型，部分实体零售业态呈现

回暖态势。 

行业新闻回顾 

 美团点评也要做社交电商，上线“美团拼团”；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 年）》； 

 三季度全国开出了 104 家购物中心。 

投资建议 
 2018 年 9 月 CS 零售指数继续 7 月以来的下滑趋势，已跌落 18 倍 PE 水

平，9 月上半月板块估值水平持续走低，月中后企稳反弹，整体维持一

个震荡回暖的趋势。前三季度全国社零增速保持平稳，Q1 增长较快，

随后单月增速在 9.0%左右波动，且波幅逐渐收窄，虽然下半年以来稳

步回升，但中长期来看增速下行的压力仍然存在。三季报披露期临近，

我们建议中长期关注通过内生增长+外延扩张持续提升自身运营效率的

的线下优质龙头企业，天虹股份、永辉超市、家家悦、苏宁易购。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消费疲软；市场竞争激烈；电商对实体零

售的冲击。 

 

 

 

  

 

 

 

 

 

 

 

 

分析师：谷茜 

执业证书编号：S0760518060001 

Tel: 0351-8686775  

Email: guqian@sxzq.com 

 

地址： 

太原市府西街 69 号国贸中心 A 座 28 层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i618.com.cn 

mailto:guqian@sxzq.com


                                      

 

行业研究/行业月报 

 

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股票评级说明和免责声明                                            2  

 

目录 

1.行业市场表现 ........................................................................................................................................................... 4 

1.1 一级行业概况 ........................................................................................................................................................... 4 

1.2 子行业情况 ............................................................................................................................................................... 4 

1.3 个股表现 ................................................................................................................................................................... 5 

1.4 行业资金流向 ........................................................................................................................................................... 6 

2.行业数据月报 ........................................................................................................................................................... 7 

2.1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7 

2.2 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 ............................................................................................................................................... 8 

2.3 国庆黄金周消费数据 ............................................................................................................................................. 10 

3.行业动态回顾 .......................................................................................................................................................... 12 

4.投资建议 .................................................................................................................................................................. 14 

5.风险提示 .................................................................................................................................................................. 16 

  

 



                                      

 

行业研究/行业月报 

 

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股票评级说明和免责声明                                            3  

 

图表目录 

图 1 2018 年 9 月中信一级行业涨跌幅 ....................................................................................................................... 4 

图 2 商贸零售子版块 2018 年 9 月涨跌幅 ................................................................................................................. 5 

图 3 商贸零售子版块 2017 年 9 月涨跌幅.................................................................................................................. 5 

表 1  2018 年 9 月个股涨跌幅情况 ............................................................................................................................ 5 

表 2  2018 年 9 月个股资金流向情况 ........................................................................................................................ 6 

图 5  CPI 当月同比、环比 .......................................................................................................................................... 8 

图 6  CPI 当月同比:按类别分 ..................................................................................................................................... 8 

图 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亿元）及同比（%） ................................................................................................ 9 

图 8 限额以上企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亿元）及同比（%） .................................................................................. 9 

图 9 网上商品零售额累计值（亿元）及同比 ........................................................................................................... 10 

图 10 网上商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 ............................................................................................. 10 

图 11 国庆黄金周商品零售额及同比(%) ................................................................................................................... 11 

图 12 9 月重点流通企业销售额月月同比（分业态）................................................................................................ 11 

图 13 CS 商贸零售、上证综指历史估值水平 PE（TTM） ......................................................................................... 15 

 

 

 



                                      

 

行业研究/行业月报 

 

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股票评级说明和免责声明                                            4  

 

1.行业市场表现 

1.1 一级行业概况 

2018 年 9 月，沪深 300 指数上涨 3.13%，与 2017 年同期相比提升

了 2.75pct。CS 商贸零售行业小幅回升 0.37%，但与 2017 年同期相比

下降了 1.32pct，跑输大盘 2.76pct。9 月中信一级 29 个行业中 2/3 呈现

回暖趋势，市场环境有所好转。但由于持续受到消费疲软及行业竞争

趋于白热化的影响，行业仍承受下行压力。CS 商贸零售行业 9 月市场

表现弱于去年同期，在中信 29 个行业排名第 16 位，2018 年年初至 9

月底，商贸零售行业下跌 22.51%，依然处于中游水平。 

图 1 2018 年 9 月中信一级行业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1.2 子行业情况 

从子版块来看，9 月 CS 零售 4 个三级子行业中连锁、超市、贸易

III、百货的涨跌幅分别为 3.48%、3.29%、-1.58%、-1.89%，其中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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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连锁板块较上月反弹，表现好于沪深 300 指数，而贸易和百货板块

小幅下跌。板块年初至今涨跌幅分别为-12.97%、-24.08%、-26.06%、

-26.73%，受上半年延续的可选消费阶段性复苏的影响，目前连锁板块

跌幅最浅。 

图 2 商贸零售子版块 2018 年 9 月涨跌幅 图 3 商贸零售子版块 2017 年 9 月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1.3 个股表现 

从个股来看，9 月共有 48 家上市公司收涨，其中东方创业、上海

物贸、兰生股份、秋林集团和老凤祥 5 家公司月涨幅超过 10%，东方

创业涨幅达 30.13%；还有 46 家上市公司收跌，其中中央商场、*ST

成城、爱婴室、外高桥和跨境通 5 家公司跌幅超过 10%，中央商场跌

幅达 47.49%。 

年初至 9 月底，爱婴室以 49.04%领涨零售板块，但剔除新股影响，

兰生股份、天虹股份、芒果超媒、家家悦、重庆百货、东方创业和苏

宁易购以超过 10%的涨幅领涨零售板块，；而南京新百、金洲慈航、金

一文化等 8 家上市公司跌幅均深于 50%，其中南京新百跌幅达 69.23%。 

表 1  2018 年 9 月个股涨跌幅情况 

9月份涨幅前十的个股 9月份跌幅前十的个股 

代码 简称 月涨跌幅% 代码 简称 月涨跌幅% 

600278.SH 东方创业 30.13 600280.SH 中央商场 -47.49 

600822.SH 上海物贸 18.13 600247.SH *ST成城 -13.51 

600826.SH 兰生股份 17.19 603214.SH 爱婴室 -12.47 

600891.SH 秋林集团 16.73 600648.SH 外高桥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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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612.SH 老凤祥 12.21 002640.SZ 跨境通 -11.28 

002024.SZ 苏宁易购 8.89 000632.SZ 三木集团 -9.39 

600861.SH 北京城乡 8.50 600712.SH 南宁百货 -9.18 

000587.SZ 金洲慈航 8.36 300413.SZ 芒果超媒 -9.08 

002731.SZ 萃华珠宝 8.24 600811.SH 东方集团 -8.18 

600682.SH 南京新百 7.94 601086.SH 国芳集团 -7.99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1.4 行业资金流向  

从行业资金流向来看，9月SW商业贸易主力净入额为-20.25亿元，

9 月全部三级行业主力资金均为流出状态，其中 SW 一般物业经营资

金净流出额为 576.69 万元，是主力净流出资金最少的子行业，SW 百

货板块主力净流出额最多，为 8.60 亿元。 

图 4 SW商业贸易子行业 2018年 9月主力净流入额（万元）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从个股资金流向来看，9 月主力资金净流入额超过 1 亿元的个股

仅有永辉超市，为 1.23 亿元；主力资金净流出额超 2 亿元的个股有中

央商场，净流出 4.46 亿元，超过 1 亿元的个股有苏宁易购、南京新百、

国际医学等 5 家。 

表 2  2018 年 9 月个股资金流向情况 

9月资金流入前十的个股 9月资金流出前十的个股 

代码 简称 主力净流入额（万元） 代码 简称 主力净流入额（万元） 

601933.SH 永辉超市 12,300.65 600280.SH 中央商场 -44,58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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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822.SH 上海物贸 6,888.98 002024.SZ 苏宁易购 -15,522.86 

600753.SH 东方银星 4,211.30 600682.SH 南京新百 -14,944.09 

000560.SZ 我爱我家 4,067.38 000516.SZ 国际医学 -13,921.53 

600739.SH 辽宁成大 3,592.36 000151.SZ 中成股份 -13,336.88 

000501.SZ 鄂武商 A 2,117.49 002127.SZ 南极电商 -10,994.37 

603101.SH 汇嘉时代 2,101.41 600694.SH 大商股份 -8,425.56 

600826.SH 兰生股份 1,384.59 300413.SZ 芒果超媒 -8,423.24 

603708.SH 家家悦 1,205.95 600729.SH 重庆百货 -7,891.23 

600828.SH 茂业商业 1,201.57 002251.SZ 步步高 -7,065.44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2.行业数据月报 

2.1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9 月 CPI 同比上涨 2.5%，涨幅比上月扩大

0.2pct。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3.6%，影响 CPI 上涨约 0.69pct；非食品价

格上涨 2.2%，影响 CPI 上涨约 1.78pct。9 月 CPI 同比涨幅扩大主要原

因在于食品价格和油价的上涨。食品中的鲜菜、鲜果和鸡蛋价格分别

上涨 14.6%、10.2%和 6.2%，三项合计影响 CPI 上涨约 0.55pct；非食

品中的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上涨 21.2%和 23.5%，合计影响 CPI 上涨

约 0.40pct，受供给端因素影响，伊朗原油供应的下滑叠加受飓风影响

的墨西哥湾石油减产，均对原油的供应方面造成了冲击。 

据测算，在 9 月份 2.5%的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

约为 0.5pct，新涨价影响约为 2.0pct。总体来看价格比较平稳，经济稳

定运行在合理区间。CPI 前三季度上涨 2.1%，涨幅比上半年略微扩大

了 0.1pct，扣除食品和能源以后，核心 CPI 前三季度上涨 2.0%，与上

半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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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CPI 当月同比、环比 图 6  CPI 当月同比:按类别分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山西证券研究所 

环比看 CPI 上涨 0.7%，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2.4%，

涨幅与上月持平，非食品价格上涨 0.3%，涨幅比上月扩大 0.1pct。受

夏秋换茬以及部分地区遭受台风、强降水和风雹等极端天气的影响，

鲜菜、鲜果价格分别上涨 9.8%、6.4%，影响 CPI 上涨约 0.35pct；非食

品受成本上升等多种因素影响，教育服务价格上涨 1.9%，秋装上市使

得服装价格上涨 0.7%，成品油调价影响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上涨 2.3%

和 2.5%，暑期过后出行人数减少，飞机票、旅游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

下降 6.8%、3.5%和 1.1%。总体来看 CPI 上行的压力比较小，受目前

消费疲软的影响，尤其冬季是基建施工项目的淡季，需求端表现并不

强劲。 

2.2 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 

2018 年 9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2005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9.2%，增速较 8月份加快 0.2pct，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12762

亿元，增长 5.7%。2018 年 1-9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74299 亿

元，同比增长 9.3%。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到 78%，比上年同期提高了 14pct，消费贡献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这些

趋势一直在延续。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消费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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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消费方面，升级类的一些商品消费仍然保持较快增长。前三

季度，与消费升级相关的通讯器材类商品同比增长 10.7%，增速加快

1.4pct，化妆品类同比增长 12.0%，继续保持两位数较快增长，这两类

商品的增速均高于限额以上单位增速。前三季度汽车销售增速有所放

缓，但是 SUV 的销售量在上年同期较高基数的基础上还能继续保持增

长势头，占全部乘用车销量的 41.9%，占比同比提高 1.3pct。 

图 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亿元）及同比（%） 图 8 限额以上企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亿元）及同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山西证券研究所 

在消费转型升级的带动下，传统企业积极转型，部分实体零售业

态呈现回暖态势。前三季度，包括超市、百货店、专业店等在内的限

额以上单位实体零售业态零售额同比增长 6.6%。其中，限额以上超市、

便利店、折扣店的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7.3%、12.3%和 6.1%，增速分

别加快 1.2pct、0.1pct 和 2.7pct；专业店增长 8.6%，增速比实体零售业

平均增速高 2.0pct；百货店、专卖店等业态在上年恢复性增长的基础

上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从商品品类来看，必选消费品保持平稳增长，

消费增长拉动力由汽车等可选消费品向与民生紧密相关的必选消费品

转变，前三季度，限额以上单位服装、日用品类商品同比分别增长 8.9%

和 13.4%，粮油食品类同比增长 10.3%，均保持着较快增长，必选消费

品对社零总额增速的拉动作用高于可选消费品。 

 

 

 



                                      

 

行业研究/行业月报 

 

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股票评级说明和免责声明                                            10  

 

图 9 网上商品零售额累计值（亿元）及同比 图 10 网上商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山西证券研究所 

1-9 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 62785 亿元，同比增长 27.0%。其中，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17.5%，较上年

同期提高 3.5pct，网络零售保持较快增长；在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中，

吃、穿和用类商品分别增长 43.8%、23.3%和 27.7%。在大数据、人工

智能和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推动以及日益完善的物流配送体系支撑

下，超市、专业店等传统零售业态与电商平台融合程度逐渐加深。据

测算，前三季度，限额以上单位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占限额

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为 9.6%，比上年同期提升 2.2pct；通过

互联网实现的零售额对限额以上单位增长的贡献率接近 25%。 

2.3 国庆黄金周消费数据 

商务部发布的国庆黄金周消费数据显示，10 月 1 日至 7 日，全国

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 1.4 万亿元，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

长 9.5%。长假期间，银联网络交易总金额达 1.58 万亿元，交易总笔数

7.94 亿笔，日均较去年国庆黄金周分别增长 31.9%和 24.5%。今年国庆

7 天的银行卡跨行交易规模超过去年国庆黄金周 8 天总量，创国庆长

假历史新高。但从整体趋势上来看，相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6.67%，其

中不乏长假天数比去年少一天及去年基数过高的缘故。随着国民经济

继续保持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促消费一系列政策措施加

快推进落实，预计消费市场平稳发展的态势仍将持续，对经济增长的



                                      

 

行业研究/行业月报 

 

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股票评级说明和免责声明                                            11  

 

拉动作用日益凸显。 

图 11 国庆黄金周商品零售额及同比(%) 图 12 9 月重点流通企业销售额月月同比（分业态） 

  

数据来源：商务部，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信，山西证券研究所 

“十一”假期期间，商品消费升级势头十分明显。出行旅游方面，

由于国庆期间全国大部分地区温度适宜，居民的出行热情高涨，黄金

周期间航空、铁路、公路及与自驾相关的加油等交通出行类日均消费

金额同比增长近 50%，宾馆住宿类日均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近 60%，餐

饮类日均消费金额同比增长也超过 50%。作为传统出境游高峰期，个

性化、定制化、高品质的出境旅游产品受到欢迎。游客出境游的目的

地更加分散，除了欧美澳等常见目的地，摩洛哥、比利时、冰岛等新

兴目的地的交易量增幅明显；随着移动支付的全球化布局程度日渐加

深，游客从休闲旅游向深度体验的转变趋势也十分显著，自由行游客

消费更加本地化，带动境外交通、娱乐、超市、餐饮、住宿类商户的

银联卡交易额持续增长。 

消费购物方面，黄金周期间以日用百货、大型家电和珠宝首饰等

为主的购物类日均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分地域来看，消费总量

上北京、广东和河南位居全国前三名，同比增速上北京、重庆和甘肃

增长最快。商务部数据显示，陕西、云南、四川、湖北重点商贸企业

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12.7%、12%、11.3%和 11.1%。上海以举办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契机，打响“上海购物”品牌，重点监测企业

销售额同比增长 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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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业动态回顾 

 美团点评也要做社交电商 上线“美团拼团” 

9 月 20 日，美团点评正式登陆港交所，首日开盘价 72.9 港元，

较 IPO 发售价 69 港元上涨 5.65%，市值一度突破 4000 亿港元，超过

京东、网易和小米，成为国内继阿里、腾讯、百度之后第四大互联网

公司。美团点评是继小米之后港交所迎来的第二家“同股不同权”创

新试点企业，亦是国内互联网三小巨头今日头条、美团、滴滴三家中

最早上市一家。在业内看来，成立于 2010年的美团点评作为一个连接

商家、用户和配送物流多方的互联网平台，是全球第一大综合性生活

服务平台。 

10 月 18 日，美团点评宣布推出“美团拼团”业务，正式进军社

交电商。据悉，美团点评官方微信小程序已上线“好货拼团”板块。

用户在点击“好货拼团”后，即可跳转至“美团拼团”微信小程序页

面。此外，基于 LBS 定位，用户还可以查看到附近拼团商品。由于尚

处于灰度测试阶段，“美团拼团”微信小程序无法在微信小程序入口直

接搜索到。美团“好货拼团”，由有赞提供技术支持，而美团和有赞基

于微信小程序插件的合作从今年 9 月便已开始。美团方面表示，双方

对于新模式的探索仍处于初期阶段。美团小程序业务负责人称，和有

赞在插件层面的技术合作是首次尝试。目前仅在部分城市小范围测试，

有一定灰度范围。（联商网）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

年）》 

10 月 11 日电，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实施方案（2018－2020 年）》，部署加快破解制约居民消费最直接、最

突出、最迫切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 

《方案》提出了 2018－2020 年实施的六项重点任务。一是进一步

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主要包括出台实施进一步促进乡村旅游

提质升级的政策措施，扩大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范围，

http://t.linkshop.com.cn/kindex_id_158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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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制定赛事审批取消后的服务管理办法，合理放宽社会办医疗机构

配置大型医用设备规划预留空间，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开展家政

服务标准化试点示范建设，举办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等政

策措施。 

二是完善促进实物消费结构升级的政策体系。主要包括大力发展

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壮大绿色消费，促进智能汽车创新发展，加快推

进第五代移动通信（5G）技术商用等政策措施。 

三是加快推进重点领域产品和服务标准建设。主要包括将内外销

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工程实施范围逐步由食品农产品领域向消费品

等其他领域拓展，加强消费产品和服务标准制定等政策措施。 

四是建立健全消费领域信用体系。主要包括完善消费领域信用信

息共享共用机制，在部分地区试点建立失信企业惩罚性赔偿制度，完

善食品药品等重要消费品召回制度等政策措施。 

五是优化促进居民消费的配套保障。主要包括制定出台新个人所

得税法相关配套制度和措施，积极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

试点工作，加快消费信贷管理模式和产品创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等政策措施。 

六是加强消费宣传推介和信息引导。主要包括加强消费领域统计

监测，加强消费领域大数据应用，认真做好消费宣传引导工作等政策

措施。（新华网） 

 三季度全国开出了 104 家购物中心 

受中秋、国庆两大节假日以及“金九银十”开业旺季影响，2018

年第三季度全国又迎来商业项目开业小高峰。据统计，2018 年三季度

（7-9 月）新增 104 家大型购物中心（单体商业建筑面积 2 万平方米以

上，不含专业市场、酒店及写字楼），新增商业建筑面积 915.71 万平

方米，项目平均体量约 8.8 万平方米。 

从近五年三季度开业的情况来看，整体呈现有涨有跌的趋势。以

2016 年为分界点，2017 年和 2018 年三季度虽然都维持在百个以上的

开业量，但已经出现下滑的态势，说明开发商的态度越来越谨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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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是全国下半场的开端，向来是开业高峰期，尤其是临近国庆节的

9 月份，2018 年三季度的情况符合这一规律。据统计，三季度新开的

商业项目中，国庆和中秋“双假”共同作用下的 9 月是开业集中期，

有 66 家购物中心开业，占比约 64%，而 7 月和 8 月均开出 19 家，各

占比 18%。接下来的四季度也是开业高峰期，购物中心开业量预计将

略高于三季度（但不少项目将延期至明年），优质项目将逐步放量。（联

商网） 

4.投资建议 

2018 年 9 月 CS 零售指数继续 7 月以来的下滑趋势，已跌落 18 倍

PE 水平，9 月上半月板块估值水平持续走低，月中后企稳反弹，整体

维持一个震荡回暖的趋势。截至 9 月 30 日，CS 零售 PE 小幅回升至

18.26X，继续处于年内和历史双低位水平。前三季度全国社零增速保

持平稳，Q1 增长较快，随后单月增速在 9.0%左右波动，且波幅逐渐

收窄，虽然下半年以来稳步回升，但中长期来看增速下行的压力仍然

存在。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6.6%，增速与上半

年持平，和经济增长速度也基本同步。以汽车为首的一系列可选消费

品的增速逐渐放缓，基本生活用品等必选消费品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

重要动力。今年以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前三季度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 78%，比上年同期提高了 14pct。 

在经济稳定运行与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环境下，10 月 11 日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 年）》，

部署加快破解制约居民消费最直接、最突出、最迫切的体制机制障碍，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方案》提出要完善促进实物消费提档与结

构升级的政策体系，结合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

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商务部将从供给侧着力，

通过一系列举措实施消费升级行动计划。通过改善消费环境和完善配

套消费保障机制来提升消费者信心；通过消费结构的不断优化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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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领域良好的投资增势，去提升实物消费领域的商品内容和服务质

量，全面激发居民的消费潜力；通过个税起征点的抬高和专项税收抵

扣优惠政策的持续推进，将对中产阶级带来实质性的减税惠民效果，

促使他们在必选消费品方面的消费升级，一定程度上改善下半年以来

市场延续的悲观预期。 

图 13 CS 商贸零售、上证综指历史估值水平 PE（TTM）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三季报披露期临近，我们建议中长期关注通过内生增长+外延拓展

持续提升自身运营效率的的线下优质龙头企业，包括坚守品质保证，

不断创新优化业态组合，增强门店数字化体验，积极探索智能化技术

的天虹股份；2018 上半年进一步扩大规模效应，短期虽受云创亏损和

股权激励影响业绩承压，长期看拥有以合伙人+赛马机制+智慧供应链

平台形成的核心竞争力的永辉超市；在山东地区持续巩固区域布局密

度、多业态互补、生鲜特色及供应链方面的优势，18 年下半年加速推

进西部战区门店铺展计划的家家悦；把握品质消费、低线市场消费崛

起的市场机会，打造了覆盖各市场级别以及线上线下的全渠道网络，

坚定实施智慧零售战略，自营与开放相结合，并注重金融、物流服务

能力的提升的苏宁易购。 



                                      

 

行业研究/行业月报 

 

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股票评级说明和免责声明                                            16  

 

5.风险提示 

1）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消费疲软； 

2）市场竞争激烈； 

3）电商对实体零售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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