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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本周家用轻工板块相对最优。本周 SW 轻工制造下跌 0.34%（总市值加权平均），

在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15 位。子板块中家用轻工板块相对最优，其他轻

工制造板块跌幅较大。 

 中报出炉，轻工消费表现稳健，地产后周期承压。内销驱动，下游需求偏刚性，轻

工消费板块的晨光文具和中顺洁柔收入、利润均保持中高速增长，且两者身处的

行业虽然竞争激烈，但市场空间巨大，伴随消费升级，龙头品牌在存量市场的份额

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地产后周期的家居板块则表现分化，总体承压。受益于精装

修市场的扩容，工程业务占比较高的江山欧派和帝欧家居收入和利润同步高增，

未来也有望持续受益于精装房占比提升的趋势保持业绩的高速增长。定制家居得

益于对成品家居和手打家居的替代和渠道下沉等，业绩表现依然好于整体家居行

业，但增速较去年同期仍有明显放缓。定制龙头中欧派家居、索菲亚和尚品宅配的

收入增速分别为 13.72%、5.17%和 9.44%，单二季度来看，欧派和尚品的收入增

长环比放缓，索菲亚提速。在宏观经济承压、地产低迷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家居卖

场和街边店客流明显下滑。定制家居公司一方面通过拓展大宗、整装和电商等渠

道努力维持客户数的正增长，另一方面也通过品类的扩展与融合做大客单值，同

时，利用加强费用控制、降低生产成本等手段增厚利润。 

 在具体的做法上，欧派橱柜今年推出城市合伙人制度，即通过分销渠道来进行现

有城市的渠道加密和流量引入，橱柜业务收入 Q2 环比增长加快。索菲亚鼓励经销

商开大家居门店，从单一的衣柜品类增加橱柜和木门以及家居配套品，力求做大

客单值。同时，索菲亚还大力推进康纯板和轻奢系列在的销售，通过这两类产品的

销售占比提升整体客单值。尚品宅配在上半年推出第二代全屋定制，在原先的品

类上增加硬装产品，以期把握住更多有装修需求的客户。同时，尚品今年调整了

O2O服务的收费模式以促进经销商珍惜量尺机会，注重转化率和成交个数的提升。 

 成品家居上半年的表现略显平淡，除顾家家居因去年外延并购保持了收入 20%以

上的增长之外，其余企业增速较缓，也有部分企业上半年收入负增长。 

 不过，去年上半年地产后周期企业所处的经营环境较好，业绩增长的基数普遍较

高也给今年上半年的业绩增长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目前部分企业 7,8 月份的接单

数据表现不错，且去年下半年增长基数下降，叠加地产竣工大概率将在下半年到

明年修复回升，预计下半年家居企业的业绩或出现环比改善，但总体压力仍然较

大。推荐欧派家居、尚品宅配，建议关注顾家家居、索菲亚。 

 其他板块：建议关注 9 月传统旺季来临的纸价提涨机会。木浆价格从去年四季度

开始回落，目前浆价已处于 2017 年之前的水平，大幅低于去年同期浆价。下游需

求疲软，全球范围内库存高企，浆价短期较难打开上行局面。浆价下行，近期纸厂

涨价函频发，建议关注具备成长属性、行业集中度较高和原料自给率较高的文化

纸行业龙头太阳纸业。 

 风险提示：地产竣工回暖不及预期，宏观经济低迷导致整体需求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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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行业新闻汇总 

1.1 中国对美约 750 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 涉及多项浆纸产品 

 纸引未来网讯  美国计划对自中国进口的 3,000 亿美元商品分两批自 9 月 1 日

和 12 月 15 日起额外加征 10%的关税，对此中国在 8 月 23 日宣布反制措施，计划对

750 亿自美进口商品分两批加征 5%或 10%的关税，同样分别自 9 月 1 日和 12 月 15

日起实施。 

  中国此次公布的清单涵盖了多项浆纸类产品，其中纸业联讯日常追踪统计的

税则号产品多数将自 12 月 15 日起加征 5%的关税。（来源：纸引未来网） 

1.2 全国板材上涨 

据了解：随着环保督查力度的不断加大使得山东、河北等地区的板材生产企业大

部分陷入停工状态，板材的产能受到严重的影响，加之木材、板材加征关税等多方面

因素导致板材的生产成本不断地攀升。 

而近期再受到环保严查的影响，全国木材板材生产企业不得不错峰生产，同时大

部分生产企业都相继出现检修、停产整顿等状况。（来源：家具产业） 

1.3 新消费模式下的特种纸产业—部分特种纸产品成为增长黑马 

纸引未来网讯 我国特种纸产业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蓬勃发展，经历了从模仿试制到自主

创新，从进口主导到进口替代的发展历程。2018 年，我国特种纸产量达到 695 万吨，2007-

2018 年实现了 17.31%的年均增长率，远高于同期我国纸和纸板 3.24%的年均增长率。（来

源：纸引未来网） 

 

2. 重点公告汇总 

2.1 已披露中报业绩公告 

表 1 重点公司中报业绩情况 

证券简称 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率)今年中报%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率)今年中报%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

常损益(同比增长率)今年中报% 

齐心集团 57.94 26.43 50.55 

集友股份 57.75 40.78 49.28 

江山欧派 52.01 41.18 45.17 

吉宏股份 45.42 82.45 77.77 

帝欧家居 30.13 48.18 33.33 

晨光文具 27.78 25.78 25.39 

顾家家居 23.74 15.79 9.99 

梦百合 23.17 294.77 149.09 

中顺洁柔 22.67 37.59 41.95 

红星美凯龙 21.85 -10.96 1.36 

美凯龙 21.70 -10.96 6.08 

玖龙纸业 18.27 -47.81 -50.51 

劲嘉股份 15.90 22.64 25.24 

海鸥住工 13.93 35.39 194.66 

欧派家居 13.72 15.04 15.70 

周大生 12.51 34.63 32.13 

裕同科技 12.09 11.22 16.16 

https://www.51zywl.com/news/63169.html
https://mp.weixin.qq.com/s/fdkMi41Pw6xGXyVEU9pQqA
https://www.51zywl.com/news/631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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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凤祥 11.31 13.73 15.13 

喜临门 10.75 24.63 29.20 

中粮包装 10.52 18.82 21.13 

志邦家居 10.24 16.13 18.29 

永新股份 9.88 16.14 16.84 

尚品宅配 9.44 32.38 96.49 

恒安国际 8.33 -3.55 -3.92 

欧普照明 7.10 13.09 1.79 

惠达卫浴 6.97 20.51 23.15 

索菲亚 5.17 5.96 0.39 

永艺股份 3.44 91.47 128.45 

太阳纸业 2.89 -27.81 -28.70 

奥瑞金 2.57 5.36 8.22 

东港股份 1.41 7.61 5.90 

东风股份 1.00 0.43 3.34 

大亚圣象 -2.45 9.57 5.91 

合兴包装 -6.15 10.99 2.09 

山鹰纸业 -6.56 -45.77 -45.79 

博汇纸业 -7.33 -67.99 -69.43 

齐峰新材 -9.80 7.89 -9.22 

晨鸣纸业 -14.16 -71.43 -80.29 

康欣新材 -15.17 -3.64 -0.88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2.2 欧派家居: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 

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时间：2019 年 9 月 4 日。 

2.3 顾家家居:关于收到 2019 年半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顾家家居收半年报问询函，要求补充披露排除并购影响的 2019 年半年度关键经营

数据及其同比变化，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销

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存货等，同比变化较大的请说

明原因。 

2.4 奥瑞金: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办理部分股份质押的

公告 

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上海原龙函告，获悉其因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

券业务需要，上海原龙将其持有的公司 1.8196 亿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债券受托

管理人中泰证券，并将该部分股份划转至质押专户“上海原龙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可交换私募债质押专户”。该部分质押股票用于为此次债券换股和本息偿付提供担保。

上述质押手续已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毕，质押期限至出质人办理解除质押的相关手续后终止。 

截至公告日，上海原龙持有公司股份 10.0010 亿股，此次债券质押登记股份

1.8196 亿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8.13%；其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8.8729 亿股

(包含其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划入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的公司 3.8672 亿

股股份，以及此次债券划入质押专户的公司 1.8196 亿股股份)，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88.72%，占公司总股本的 3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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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中顺洁柔：财务总监董晔拟减持不超 9.49 万股 

公司于近日收到了公司财务总监董晔出具的《关于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董晔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 9.487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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