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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制造 

报告原因：定期报告 

 

行业周报（20190826—20190901）     维持评级 

“开学经济”升温、7 月零售亮眼，建议关注晨光文具     看好 

2019 年 9 月 1 日   行业研究/定期报告 

轻工行业近一年市场表现 
 投资要点  

➢ 结合社零数据及近期终端文具门店热销现象，我们预期今年暑期文化

办公用品类零售表现相比往年会更加亮眼。近期“开学经济”持续升温，

全国各地文具店、各大超市文具销售区大多已推出了开学季的促销活动，

且优惠幅度大，货架上铅笔、文具盒、笔记本、文具套装等一应俱全。根

据草根调研，8 月个别门店的文具销量比平时增加 3 成，终端文具门店、商

超的传统学生文具、书写工具等销量都有显著提升。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7 月零售额增速环比、同比均实现大幅提升。7 月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

总额为 258 亿元，同比增长 14.50%，增速比去年同期提升 12.70pct，环比

6 月提升 8.00pct。 

➢ “开学季”对文具企业业绩有显著推动，每年寒暑假是传统旺季，建

议关注晨光文具。根据晨光文具 2019 年中报，其学生文具、书写工具的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26.67%、10.49%，其中，学生文具销售额显著攀

升，一举扭转 2012 年以来增速下降趋势，重新回到 20%以上的增长轨道。

此外，晨光 2019H1 学生文具、书写工具的营业收入占比分别为 22.22%、

23.41%，合计达到 45.63%，“开学经济”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依然很大。 

➢ 投资建议：家具板块，建议关注尚品宅配、欧派家居、帝欧家居、顾

家家居。文娱用品板块，近期 “开学季”终端文具门店、商超的学生文具、

书写工具等销量都有显著提升，建议关注晨光文具、齐心集团。 

市场回顾 

➢ 本周，上证综指下跌 0.39%，报收 2886.24 点，轻工制造指数下跌 0.34%，

在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15。 

➢ 分子行业来看，涨跌幅由高到低分别为：珠宝首饰（2.93%）、家具

（+0.55%）、文娱用品（-0.02%）、造纸（-2.09%）、包装印刷（-2.81%）、

其他轻工制造（-17.37%）。 

行业动态 

➢ 南京：家装行业消费维权可找“专委会” 

➢ 卫浴行业亚洲第一，九牧再次荣登亚洲 500 强 

➢ 上半年制浆、造纸和纸制品三个行业营收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 

风险提示 

➢ 宏观经济增长不及预期；地产调控政策风险；新店经营不及预期；市

场推广不达预期；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经销商管理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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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主要观点及投资建议 

结合社零数据及近期终端文具门店热销现象，我们预期今年暑期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表现相比往年会

更加亮眼。近期“开学经济”持续升温，全国各地文具店、各大超市文具销售区大多已推出了开学季的促

销活动，且优惠幅度大，货架上铅笔、文具盒、笔记本、文具套装等一应俱全。根据草根调研，8 月个别门

店的文具销量比平时增加 3 成，终端文具门店、商超的传统学生文具、书写工具等销量都有显著提升。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 月零售额增速环比、同比均实现大幅提升。7 月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总额为 258 亿

元，同比增长 14.50%，增速比去年同期提升 12.70pct，环比 6 月提升 8.00pct。 

 “开学季”对文具企业业绩有显著推动，每年寒暑假是传统旺季，建议关注晨光文具。学生文具存在

一定的季节性。在每年的新学期开学前（如：2 月份和 9 月份），学生及家长都会提前为新学期一次性购买

大量的文具，文具厂商也通常选择在此期间举行促销活动，迎来一年中销量的高峰期。根据晨光文具 2019

年中报，其学生文具、书写工具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26.67%、10.49%，其中，学生文具销售额显

著攀升，一举扭转 2012 年以来增速下降趋势，重新回到 20%以上的增长轨道。此外，晨光 2019H1 学生文

具、书写工具的营业收入占比分别为 22.22%、23.41%，合计达到 45.63%，“开学经济”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依然很大。 

图 1：文化办公用品社会零售额当月同比增速 图 2：晨光文具书写工具&学生文具营业收入增速（%）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图 3：晨光文具主营业务收入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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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投资建议：家具板块，结合近期数据，18 年底开始的全国房地产市场“小阳春”并未持续，5 月地产

边际数据普遍有所降温。家具板块上市公司的 18 年报及 19 一季报业绩增速普遍下降一个台阶，但是在前

期地产边际数据回暖的支撑下，家具消费增速、终端流量和市场信心已有所好转，再结合去年整体环境低

迷、业绩基数较低的因素，预期下半年家具板块业绩企稳回升。我们看好龙头在渠道实力、成本效率控制

能力、产品质量等多重优势下跑赢行业。建议关注尚品宅配、欧派家居、帝欧家居、顾家家居；文娱用品

板块，近期“开学经济”持续升温，结合社零数据及近期终端文具门店热销现象，我们预期今年暑期文化

办公用品类零售表现相比往年会更加亮眼，同时我们看好消费的防御性、文具行业的发展空间和龙头综合

实力，建议关注晨光文具、齐心集团。 

2. 行情回顾 

本周，上证综指下跌 0.39%，报收 2886.24 点，轻工制造指数下跌 0.34%，在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中排

名第 15。 

分子行业来看，涨跌幅由高到低分别为：珠宝首饰（2.93%）、家具（+0.55%）、文娱用品（-0.02%）、

造纸（-2.09%）、包装印刷（-2.81%）、其他轻工制造（-17.37%）。 

图 4：申万一级行业指数涨跌幅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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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图 5：轻工制造行业各子板块涨跌幅对比（%）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个股涨幅前五名分别为：老凤祥、欧派家居、姚记科技、荣晟环保、索菲亚；跌幅前五名分别为：我

乐家居、易尚展示、银鸽投资、东港股份、通产丽星。 

表 1：轻工制造行业个股涨跌幅排名  

一周涨幅前十名 一周跌幅前十名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所属申万 

三级行业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所属申万 

三级行业 

老凤祥 9.3000 珠宝首饰 我乐家居 -17.4737 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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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派家居 7.5863 家具 易尚展示 -17.3710 其他轻工制造Ⅲ 

姚记科技 7.1304 文娱用品 银鸽投资 -16.3399 造纸Ⅲ 

荣晟环保 6.4765 造纸Ⅲ 东港股份 -8.2028 包装印刷Ⅲ 

索菲亚 5.9435 家具 通产丽星 -7.6139 包装印刷Ⅲ 

周大生 5.7343 珠宝首饰 尚品宅配 -7.2755 家具 

仙鹤股份 5.4348 造纸Ⅲ *ST 赫美 -7.2034 珠宝首饰 

恒林股份 5.1724 家具 顺灏股份 -7.0513 包装印刷Ⅲ 

大亚圣象 4.8077 家具 文化长城 -6.6845 其他文化传媒 

喜临门 3.5448 家具 我乐家居 -17.4737 家具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3. 行业重点数据跟踪 

3.1 家具 

原材料：CIT 刨花板指数 1115.76，本周下跌 5.26 点；人造板指数 929.36，本周上涨 24.90 点。 

软体家具上游原材料 TDI 国内现货价 12900 元/吨，本周涨跌-100 元/吨，纯 MDI 现货价 18300 元/吨，

本周涨跌-200 元/吨。 

图 6：主要板材价格指数走势 图 7：TDI 和 MDI 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房地产数据跟踪：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7 月商品房住宅销售面积 77756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0.40%，

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 4.60pct，环比 1-6 月提升 0.60pct。1-7 月，全国住宅竣工面积 26374 万平方米，同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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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10.50%，增速比去年同期回升 1.70pct，环比 1-6 月提升 1.20pct。 

图 8：商品房住宅销售面积及同比增速 图 9：住宅竣工面积及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3.2 造纸包装 

本周全国瓦楞纸均价 3320 元/吨，环比上周变化 0 元/吨，月变化-63 元/吨；全国箱板纸均价 4043 元/

吨，环比上周下滑 167 元/吨，月变化-300 元/吨。 

图 10：瓦楞纸出厂平均价走势（元/吨） 图 11：箱板纸国内平均价走势（元/吨）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下游行业需求：2019 年 1-7 月，粮油食品、饮料、烟酒零售额为 11435.90 亿元，同比增长 9.50%，增

速相比去年同期下滑 0.20 个百分点。2019 年 1-7 月，卷烟累计产量为 14303.40 亿支，累计同比增加 3.50%，

增速较去年同期下滑 1.10 个百分点。 

图 12：包装下游行业零售额及增速 图 13：卷烟当月产量及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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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3.3 文娱及其他 

2019 年 1-7 月，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营业收入为 7642.30 亿元，同比增长 6.40%，增速相比去

年同期提升 0.10 个百分点；利润总额为 375.10 亿元，同比增长 17.30%，增速相比去年同期提升 17.70 个百

分点。 

图 14：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 图 15：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利润总额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4.行业动态及重要公告 

4.1 行业要闻 

➢ 南京：家装行业消费维权可找“专委会” 

南京市消协发起成立“家装消费维权专业委员会”。今后消费者遭遇诸如家装过程中的以次充好、商家

跑路等，可找“专委会”撑腰。南京市消费者协会统计显示，自 2017 年至今，家装建材商品与家装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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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投诉量基本持平，每年都接近 2000 件，投诉以家装建材商品质量和装修合同争议为主，投诉涉及金额

有逐年上涨趋势。记者了解到新成立的“家装维权专委会”由市消协工作人员、专业教授等业界专家组成。

可以进行家装责任鉴定，通过委员会专业人士、装修专家做分析，快速辨别，解决矛盾；遇到重大维权事

件，专委会还会提供律师帮助消费者诉讼。消协提醒消费者在面对家装促销时要避免冲动消费，同时注意

保留商家促销宣传页等证据，应将商家承诺的优惠条件写入正式合同再签约付款。（腾讯家居网） 

➢ 卫浴行业亚洲第一，九牧再次荣登亚洲 500 强 

8 月 29 日，全球知名、权威品牌价值评估机构之一，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Lab）公布了 2019

年《亚洲品牌 500 强》排行榜，腾讯、华为等中国知名企业入选该榜单。凭借不断攀升的品牌价值与影响

力，九牧再次入选亚洲品牌 500 强，荣登卫浴行业第一。近年来，九牧品牌战略不断深化，将品牌打造作

为提升产品附加值的新动能，用创新为品牌发展赋予不竭动力。九牧不仅用品质征服、赢得了国内外消费

者口碑，更以技术创新，实现了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型升级，成为民族品牌的标杆。九牧再

次登榜亚洲品牌 500 强，同时也是九牧连续 8 年入选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品牌价值突破 281.69 亿元，

连续 8 年蝉联行业第一。（腾讯家居网） 

➢ 智能门锁消费指南正式发布 

8 月 25 日，“中国智能门锁行业质量与消费”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中国五金制品协会首次发

布《智能门锁消费指南》。指南共 22 条，对什么是智能门锁、智能门锁的功能、优缺点、安全性、适用性

等方面进行了通俗易懂的阐述。并在选购渠道、价格、购买流程等方面为消费者提供了参考依据。 

据了解，我国智能门锁行业从 2001 年开始起步，2014 年之后智能门锁的供应链开始日趋走向成熟，产

业分工配套也开始逐步完善，到 2018 年行业进入爆发期，市场销售规模接近 200 亿元，行业供应链产业开

始走向专业化。 

中国五金制品协会理事长石僧兰指出，智能门锁是传统锁具与智能化技术相融合的集成创新产品，随

着智能门锁普及率的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稳定性、可靠性和安全性等方面的问题，也成为社会关注热点。

智能门锁的销售价格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想买到合适的智能门锁其实并不难，但一定要选择有品牌知

名度的产品。在价格方面，一般中低端智能门锁在 1100 元-1800 元之间，中端智能门锁在 1800 元-2600 元

之间，高端智能锁基本都在 2600 元以上。消费者在选购时，一定不要购买超出价值底限“无品牌、无服务、

无技术”的三无企业产品。（腾讯家居网） 

➢ 上半年制浆、造纸和纸制品三个行业营收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 

据中国轻工业网的报道，2019 年 1-6 月，造纸及纸制品业汇总企业单位数 6633 个，亏损企业数个，营

业收入 7210.72 亿元，同比增长 12.47%。其中：纸浆制造业营业收入 118.38 亿元，同比增长 32.36%；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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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营业收入 4285.11 亿元，同比增长 12.53%；纸制品制造业营业收入 2807.23 亿元，同比增长 11.67%。（中

国纸网） 

➢ 最高涨 200 元/吨，14 省纸厂紧急发出涨价函 

在东莞一波纸厂集体上调 50 元/吨后，成品纸价格在全国激起浪花。据不完全统计，截止 8 月 26 日已

有约 40 家纸厂发出涨价函。纸种涉及箱板纸、瓦楞纸、白卡纸，目前主要还是以中小纸厂的涨价为主，大

厂动作不明显，玖龙方面暂未提价。涨价幅度开始从 50 元/吨的小试牛刀，慢慢有个别纸厂开始抛出 100 元

/吨、甚至 200 元/吨的大涨！（中国纸网） 

4.2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造纸包装 

【奥瑞金】2019 年中报：公司 19H1 实现收入 41.44 亿元，同比增长 2.57%，归母净利润 4.86 亿元，同

比增长 5.36%，扣非归母净利润 4.44 亿元，同比增长 8.22%。 

【劲嘉股份】公司以 3,962 万元收购江西丰彩丽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48%股权，丰彩丽位于江西省南昌

市，注册资本 2,50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各类产品的包装装潢印刷及包装材料的开发、生产与销售。 

【博汇纸业】2019 年中报：公司 19H1 实现收入 40.44 亿元，同比下降 7.33%，归母净利润 1.32 亿元，

同比下降 67.99%，扣非归母净利润 1.26 亿元，同比下降 69.43%。投资建设的“年产 50 万吨高档牛皮箱板

纸项目和年产 50 万吨高强瓦楞纸项目” 已正式投产。 

【青山纸业】2019 年中报：公司 19H1 实现收入 13.60 亿元，同比下降 12.02%，归母净利润 0.93 亿元，

同比下降 26.86%，扣非归母净利润 0.59 亿元，同比下降 45.93%。 

【太阳纸业】2019 年中报：公司 19H1 实现收入 107.76 亿元，同比增长 2.89%，归母净利润 8.87 亿元，

同比下降 27.81%，扣非归母净利润 8.64 亿元，同比下降 28.70%。 

【岳阳林纸】2019 年中报：公司 19H1 实现收入 31.29 亿元，同比下降 7.93%，归母净利润 0.29 亿元，

同比下降 90.18%，扣非归母净利润 307.75 万元元，同比下降 98.90%。 

【恒丰纸业】2019 年中报：公司 19H1 实现收入 8.19 亿元，同比增长 11.42%，归母净利润 0.43 亿元，

同比增长 39.04%，扣非归母净利润 0.39 亿元，同比增长 28.08%。 

成品家具、软体家具 

【亚振家居】2019 年中报：公司 19H1 实现收入 4.59 亿元，同比增长 4.58%，归母净利润 0.23 亿元，

同比下降 22.13%，扣非归母净利润 0.16 亿元，同比下降 18.19%。 

【中源家居】2019 年中报：公司 19H1 实现收入 4.89 亿元，同比增长 22.11%，归母净利润 0.36 亿元，

同比增长 45.45%，扣非归母净利润 0.25 亿元，同比增长 48.79%。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定期报告 

 

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股票评级说明和免责声明                                            12  

【恒林股份】2019 年中报：公司 19H1 实现收入 11.83 亿元，同比增长 16.79%，归母净利润 1.26 亿元，

同比增长 122.38%，扣非归母净利润 0.88 亿元，同比增长 132.88%。  

【好太太】2019 年中报：公司 19H1 实现收入 5.77 亿元，同比增长 1.06%，归母净利润 1.12 亿元，同

比增长 1.13%，扣非归母净利润 0.96 亿元，同比增长 11.64%。公司投资的智能家居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现由于建筑容积率修改，及施工方案调整等原因，该项目预计完工时间由 2019 年底延期至 2020 年 12 月。 

【大亚圣象】2019 年中报：公司 19H1 实现收入 30.83 亿元，同比下降 2.45%，归母净利润 1.97 亿元，

同比增长 9.57%，扣非归母净利润 1.87 亿元，同比增长 5.91%。 

定制家具 

【欧派家居】2019 年中报：公司 19H1 实现收入 55.10 亿元，同比增长 13.72%，归母净利润 6.33 亿元，

同比增长 15.04%，扣非归母净利润 5.95 亿元，同比增长 15.70%；其中 19Q2 实现收入 33.07 亿元，同比增

长 12.51%，归母净利润 5.41 亿元，同比增长 13.48%，扣非归母净利润 5.19 亿元，同比增长 14.97%。 

【志邦家居】2019 年中报：公司 19H1 实现收入 11.49 亿元，同比增长 10.24%，归母净利润 1.10 亿元，

同比增长 16.13%，扣非归母净利润 0.99 亿元，同比增长 18.29%；其中 19Q2 实现收入 7.35 亿元，同比增长

13.30%，归母净利润 0.79 亿元，同比增长 21.36%，扣非归母净利润 0.74 亿元，同比增长 29.35%。 

【索菲亚】2019 年中报：公司 19H1 实现收入 31.42 亿元，同比增长 5.17%，归母净利润 3.91 亿元，同

比增长 5.96%，扣非归母净利润 3.48亿元，同比增长 0.39%；其中 19Q2实现收入 19.57亿元，同比增长12.18%，

归母净利润 2.84 亿元，同比增长 6.84%，扣非归母净利润 2.69 亿元，同比增长 7.67%。 

【好莱客】2019 年中报：公司 19H1 实现收入 9.38 亿元，同比增长 3.86%，归母净利润 1.49 亿元，同

比下降 17.86%，扣非归母净利润 1.29 亿元，同比增长 1.11%；其中 19Q2 实现收入 5.75 亿元，同比增长 3.02%，

归母净利润 1.10 亿元，同比下降 24.21%，扣非归母净利润 0.99 亿元，同比下降 0.31%。 

文娱用品及其他 

【老凤祥】2019 年中报：公司 19H1 实现收入 281.05 亿元，同比增长 11.31%，归母净利润 7.39 亿元，

同比增长 13.73%，扣非归母净利润 7.24 亿元，同比增长 15.13%。 

【德艺文创】2019 年中报：公司 19H1 实现收入 2.79 亿元，同比增长 10.91%，归母净利润 0.22 亿元，

同比增长 77.84%，扣非归母净利润 0.19 亿元，同比增长 83.71%。 

【海伦钢琴】2019 年中报：公司 19H1 实现收入 2.57 亿元，同比增长 3.64%，归母净利润 0.28 亿元，

同比下降 8.82%，扣非归母净利润 0.27 亿元，同比增长 2.96%。 

【乐凯胶片】2019 年中报：本期实现营收 8.85 亿元，同比下滑 6.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5.21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滑 60.32%，扣非净利润 856.07 万元，同比下滑 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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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增长不及预期；地产调控政策风险；整装业务拓展不及预期；新店经营不及预期；市场推广

不达预期；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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