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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数据(人民币）   

市场优化平均市盈率 18.90 

国金批发和零售贸易指数 2595 

沪深 300 指数 3895 

上证指数 2887 

深证成指 10831 

中小板综指 1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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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扩容实施意见出台，助力释放国内需求 
行业点评 
 2020 年 3 月 13 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

等 23 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
实施意见》：该文件把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释放出来，把在疫情防控中催
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使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得到回补。
我们认为文件中有以下四点值得关注： 

 1.加强国产商品竞争力，自主品牌建设：文件强调要全面提升国产商品和服
务竞争力，积极推进质量提升行动，在消费品领域积极推行高端品质认证；
深入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三品”战略；保护和发展中华老字号
品牌，加强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制度建设，持续办好中国品牌日活动，塑造中
国品牌形象，提高自主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2.线下网点优化布局，连锁网点和配套物流建设：文件鼓励持续推动都市圈
建设，优化百货商场、购物中心规划布局，支持商业转型升级，推动零售业
转变和创新经营模式，促进社区生活服务业发展，大力发展便利店、社区菜
店等社区商业，推动商业步行街改造提升；鼓励引导大型商业零售企业在中
小城市开展连锁网点建设，深入推进城乡高效配送专项行动，开展农村食品
经营店规范化建设试点，加强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深入开展消费扶贫；
推动电商物流节点与铁路、公路、水运、航空运输网络统筹布局、融合发
展，建设一批综合物流中心，完善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网络。 

 3.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线上线下融合新消费：文件提出要加快 5G 网络
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商用步伐。推动车联网部署应用，提升农村地区宽带
用户接入速率和普及水平；完善“互联网+”消费生态体系，鼓励建设“智
慧商店”、“智慧街区”、“智慧商圈”，促进线上线下互动、商旅文体协同，
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和企业建设一批线上线下融合的新消费体验馆；大力发展
“互联网+社会服务”消费模式。鼓励以高水平社会服务机构为核心，建立
面向基层地区、欠发达地区、边远地区的远程在线服务体系。 

 4.开放进口和免税，改善进口商品供给：文件强调要扩大进口，进一步增加
国内市场优质商品供给，支持中心城市做强“首店经济”和“首发经济”，
落实好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和相关监管政策，优化网络营销生态，落
实好降低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的措施；进一步完善免税业政策，科学确定免
税业功能定位，完善市内免税店政策， 扩大口岸免税业务，增设口岸免税
店，在免税店设立一定面积的国产商品销售区，将免税店打造成为扶持国货
精品、展示自主品牌、传播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 

投资建议 
 扩大消费是对冲疫情影响的重要着力点之一：把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释

放出来，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使实
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得到回补是此次政策文件出台的主要目的。商贸零售板
块，本土自主化妆品品牌、连锁超市、电商板块值得关注；教育板块，学
历学校、教育培训、教育信息化板块值得关注；餐饮旅游板块，免税板块
值得关注。 

风险提示 
 疫情令国内消费增速承压、未能准确把握消费者偏好、消费行业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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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点评 

 2020 年 3 月 13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
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旨在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加快完善促进消费
体制机制，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助力形成强大国
内市场。文件中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2020 年 3 月 13 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宣传部、教育
部等 23 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
场的实施意见》：该文件把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释放出来，把在疫情防控
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使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得到
回补。我们认为文件中有以下四点值得关注： 

 1.加强国产商品竞争力，自主品牌建设：文件强调要全面提升国产商品和
服务竞争力，积极推进质量提升行动，在消费品领域积极推行高端品质认
证；深入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三品”战略；保护和发展中华
老字号品牌，加强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制度建设，持续办好中国品牌日活动，
塑造中国品牌形象，提高自主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2.线下网点优化布局，连锁网点和配套物流建设：文件鼓励持续推动都市
圈建设，优化百货商场、购物中心规划布局，支持商业转型升级，推动零
售业转变和创新经营模式，促进社区生活服务业发展，大力发展便利店、
社区菜店等社区商业，推动商业步行街改造提升；鼓励引导大型商业零售
企业在中小城市开展连锁网点建设，深入推进城乡高效配送专项行动，开
展农村食品经营店规范化建设试点，加强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深入开
展消费扶贫；推动电商物流节点与铁路、公路、水运、航空运输网络统筹
布局、融合发展，建设一批综合物流中心，完善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网络。 

 3.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线上线下融合新消费：文件提出要加快 5G 网
络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商用步伐。推动车联网部署应用，提升农村地区
宽带用户接入速率和普及水平；完善“互联网+”消费生态体系，鼓励建设
“智慧商店”、“智慧街区”、“智慧商圈”，促进线上线下互动、商旅文体协
同，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和企业建设一批线上线下融合的新消费体验馆；大
力发展“互联网+社会服务”消费模式。鼓励以高水平社会服务机构为核心，
建立面向基层地区、欠发达地区、边远地区的远程在线服务体系。 

 4.开放进口和免税，改善进口商品供给：文件强调要扩大进口，进一步增
加国内市场优质商品供给，支持中心城市做强“首店经济”和“首发经济”，
落实好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和相关监管政策，优化网络营销生态，
落实好降低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的措施；进一步完善免税业政策，科学确
定免税业功能定位，完善市内免税店政策， 扩大口岸免税业务，增设口岸
免税店，在免税店设立一定面积的国产商品销售区，将免税店打造成为扶
持国货精品、展示自主品牌、传播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 

 扩大消费是对冲疫情影响的重要着力点之一：把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释
放出来，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使实
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得到回补是此次政策文件出台的主要目的。商贸零售板
块，本土自主化妆品品牌、连锁超市、电商板块值得关注；教育板块，学
历学校、教育培训、教育信息化板块值得关注；餐饮旅游板块，免税板块
值得关注。 

 风险提示：疫情令国内消费增速承压、未能准确把握消费者偏好、消费行
业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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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回顾 

 2020 年 3 月 9 日至 2020 年 3 月 14 日，沪深 300 指数涨跌幅-5.88%，上
证综指-4.85%，深圳成指-6.49%，商业贸易指数（申万）-4.35%。 

 年初至今，沪深 300 指数涨跌幅-4.91%，上证综指-5.33%，深圳成指
+3.84%，商业贸易指数（申万）-2.26%。 

图表 1：近一周各指数涨跌幅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2：年初至今各指数涨跌幅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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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重点公告 

【海澜之家】（600398）3 月 9 日 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到 1%暨回购进展公告 

截至 2020 年 3 月 6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4436.55 万股，占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的比例为 1.0037%，
与上次披露数相比增加 0.0144%，购买的最高价为 8.74 元/股、最低价为
6.59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3.43 亿元（不含交易费用）。 

【王府井】（600859）3 月 9 日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告 

本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不超过 775.5 万份股票期权，约占本计划草案公
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7.76 亿股的 0.999%。其中，首次授予 771.5 万份股票
期权，约占股票期权总量的 99.48%，约占本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7.76 亿股的 0.994%；预留 4 万份股票期权，约占股票期权总量的 0.52%，
约占本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7.76 亿股的 0.005%。每份股票期权
在满足行权条件的情况下，拥有在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购买 1 股公司股票
的权利。 

【苏宁易购】（002024）3 月 9 日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会议选举张近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孙为民先生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基于公司业务发展需求，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
司董事会同意设立第二届执行委员会。聘任侯恩龙先生为苏宁易购零售业
务线总裁，负责苏宁易购零售业务的日常运营管理工作。侯恩龙先生履行
公司总裁职责。聘任姚凯先生为苏宁易购物流业务线总裁，负责苏宁物流
集团的日常运营管理工作。 

【歌力思】（603808）3 月 10 日 关于补选董事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公司
董事会同意提名黄国维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聘任黄国
维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任期均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拉夏贝尔】（603157）3 月 10 日 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因本次诉讼案件被申请财产保全的成都乐微所有的位
于成都市温江区金马镇光明社区二、三组的工业用地已解除查封；公司根
据案件后续执行情况，已申请对被保全的成都乐微银行存款进行解冻，其
中 789.70 万元拟用于支付执行款。 

【健盛集团】（603558）3 月 10 日 2019 年年度报告 

2019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80 亿元，同比+12.86%，营业利润 3.02 亿
元，，同比+32.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3 亿元，母公司实
现净利润 4316.80 万元。其中针织运动棉袜营业收入 8.31 亿元，无缝运动
服饰营业收入 4.52 亿元，针织休闲棉袜营业收入 2.73 亿元，家居服饰及
其他营业收入 0.17 亿元。 

【富安娜】（002327）3 月 11 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及经营预算，公司拟向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申请总额不
超过 5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包括 5 亿元人民币）、花旗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3500 万美元综合授信额度（包括 3500 
万美元），授信有效期为公司与银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之日起一年内。 

【波司登】（3998）3月 11 日 翌日披露报表 

公司于本公告日购回证券 500 万股，占现有已发行股份数目约 0.0463%。 
每股最高价 2.22 港元，最低价 2.21 港元，付出总额 1106.25 万港元。 

【珀莱雅】（603605）3 月 12 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的议案》。公司的经营范围增加：卫生用品批发；卫生用品和一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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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医疗用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零售；消毒剂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零
售；五金产品零售；第一类医疗器械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卫生用品和一次性
使用医疗用品生产；消毒剂生产；保健食品销售；食品生产；保健食品生
产；食品经营。 

【比音勒芬】（002832）3 月 12 日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水星家纺】（603365）3 月 13 日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进展公
告 

截至 2020 年 3 月 13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
量为 341.94 万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2823%，成交最高价为
16.92 元/股，成交最低价为 13.28 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5399.54 万元
（不含交易费用）。 

【罗莱生活】（002293）3 月 13 日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薛伟成
先生、薛伟斌先生、薛嘉琛先生、陶永瑛女士、赵丙贤先生、龚陟帜女士
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唐善永先生、吕巍先生、洪伟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邢
耀宇先生、瞿庆峰先生当选为股东代表监事。通过了《关于董事薪酬的议
案》，《关于监事薪酬的议案》。 

【苏宁易购】（002024）3 月 13 日 2019 年度业绩快报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规模实现稳定增长，2019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03.15 亿
元，同比+10.35%。营业利润 161.44 亿元，同比+18.20%。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0.16 亿元，同比-17.34%。整体来看，2019 年公司商
品销售规模（含税，区域上涵盖中国大陆、香港及日本市场，包括线上线
下自营及开放平台，以及提供物流、金融、售后等服务）为 3,796.73 亿元，
同比+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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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重点新闻 

华为 2020 年出货量或将大滑坡 将遭遇首次负增长 

 亿邦动力网 3 月 9 日讯，华为在内部公布了销量目标，2020 年的销售量因
为美国制裁加上疫情影响，今年会下降 20%。2019 年，华为全球出货量
超过 2.4 亿部，现在预计销量为 1.9 亿至 2 亿部。这是华为手机出货量第
一次出现同比负增长。 

斯凯奇七成以上店铺仍未开业 加快智慧零售上线计划 

 联商网 3 月 9 日讯，受疫情影响，斯凯奇 70%以上的店铺是处于闭店状态。
斯凯奇正在加快智慧零售工具的上线计划，通过线上智能导购、小程序商
城这些智能零售工具，让消费者在家也能享受购物的便利性。斯凯奇正积
极拓展全渠道零售模式，天猫、京东、官网商城、微信朋友圈等渠道线上
购物，增加与电商平台的合作及推广力度；线上直播卖货进行引流；借助
节日增加热度。疫情影响下，斯凯奇也对电商渠道的折扣活动进行了相应
的调整，消费者可在这段时间购买享受到优惠的产品价格。 

宜家 CEO 来淘宝直播“云签约” 3 小时涨粉 15 万 

 亿邦动力网 3 月 10 日讯，30 万人在淘宝直播间围观了宜家中国区 CEO
“云签约”入驻天猫。宜家中国区总裁安娜库丽佳与天猫兼淘宝总裁蒋凡
通过淘宝直播隔空连麦，揭晓新店。宜家家居今天不仅开起了天猫旗舰店，
还把线下标志性的样板间搬到了淘宝直播间。在家躺着也能逛宜家。宜家
中国区 CEO 上阵直播，3 小时就涨粉 15 万。宜家未来还会将直播常态化
运营，让线下场景快速数字化，帮助线上线下深度结合。 

支付宝改版 3 年要帮 4000 万商家完成数字化升级 

 联商网 3 月 10 日讯，蚂蚁金服在线上举行支付宝合作伙伴大会。蚂蚁金服
CEO 胡晓明宣布，打造支付宝数字生活开放平台，聚焦服务业数字化，并
立下目标“未来三年，携手 5 万服务商帮 4000 万服务业商家完成数字化
升级”。 

完美日记母公司出新品牌“完子心选” 不仅仅是护肤品牌 

 亿邦动力网 3 月 11 日讯，完美日记母公司逸仙电商将推出战略新品牌“完
子心选（Abby'schoice）”。Abby's choice 天猫旗舰店已于几天前正式上线，
目前粉丝数近千人。完子心选的产品线将涵盖护肤、彩妆、美容仪器、个
人护理、饰品、美瞳品类，而不仅仅是一个护肤品牌。完子心选与完美日
记两个品牌在目标用户、品类、风格上将会有所区分。从品牌定位来看，
完子心选的研发思路是“与粉丝共创”。目前 Abby'schoice 天猫旗舰店共
有面部、眼部、手部、手部护理、眼妆、唇妆、卸妆 7 个大类，十多个单
品。 

可持续时尚产品好卖吗？伊芙丽反正要用科技抢人 

 联商网 3 月 11 日讯，中国女装品牌伊芙丽正在走一条产品创新和多元化的
道路，这成为伊芙丽突破竞品包围，提升产品竞争力的关键手段。伊芙丽
将目光放到了可持续时尚生意上——打造科技环保主题时装。在今年 3.8
之际，伊芙丽的“黑科技服装”再次登陆天猫旗舰店。 

拼多多 2019 营收 301.4 亿元 GMV 突破万亿大关 

 联商网 3 月 11 日讯，拼多多发布的 2019 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显示： 
2019 年，平台成交额突破万亿大关，全年 GMV 达人民币 10066 亿元，
较上一年同期的 4716 亿元增长 113%。截至 2019 年底，平台年活跃买家
数达 5.852 亿，单季度净增 4890 万，较上一年同期净增 1.67亿。 

阿迪达斯公布 2019 财年业绩 收入增长 6%欧洲重回增长 

 亿邦动力网 3 月 12 日讯，阿迪达斯公布了 2019 财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务
业绩。2019 财年，剔除汇率因素，阿迪达斯收入增长 6%，大中华区及电
商两大战略领域的销售都实现双位数增长。运营利润率上升至 11.3%，全
球持续运营带来的净收入增长 12%至 19.18 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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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事公司再次官宣收购，这次出手花了 268 亿 

 联商网 3 月 12 日讯，继收购中国休闲零食公司百草味后，百事公司战略投
资再落一子。百事公司对外宣布已达成协议，将以 38.5 亿美元（合人民币
约 268 亿）的价格收购美国功能饮料品牌 Rockstar Energy Beverages
（以下简称“Rockstar”）。百事公司董事长兼 CEO 拉蒙·拉古塔(Ramon 
laguta)在百事官方公告中称，“公司在需求不断增长的功能性饮料领域注
资，这项有战略意义的收购将利用百事的资源，既加速 Rockstar 的业绩表
现，又能释放现有品牌（如 Mountain Dew）在该领域的扩张能力。” 

GAP2019 年销售额 164 亿美元 Q4 净亏损 1.84 亿美元 

 亿邦动力网 3 月 13 日讯，GAP 于 3 月 12 日美股盘后公布 2019 年第四季
度及全年业绩。2019 年全年销售额为 164 亿美元，同比下滑 1%。毛利为
61.3 亿美元，同比下滑 3%。经调整毛利为 61.6 亿美元，同比下滑 3%。
毛利率为 37.4%，同比下滑 70 个基点。经调整毛利率为 37.6%，同比下
滑 50 个基点。摊薄后每股收益为 0.93 美元，经调整摊薄后每股收益为
1.97 美元。有效税率为 33.5%。截至 2019 年末，该公司在全球拥有 3919
家门店。 

走出上海 盒马 mini 有望落地北京 

 联商网 3 月 13 日讯，盒马 mini 负责人倪晓俊透露，盒马 mini 今年将大规
模加速开店，并走出上海向全国复制。目前，盒马 mini 在上海开出了 6 家
门店。倪晓俊称，今年除了上海继续加速覆盖，也会在盒马拥有成熟门店
体系的北京、深圳、广州、杭州等地批量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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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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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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报告仅供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中风险评级高于 C3 级(含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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