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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行业近一年市场表现  投资要点  

➢ 相对 2018 年业绩而言，预计轻工制造板块 2019 年营收增速持续放缓，

归母净利润增速大幅回升。截至 3 月 20 日，已有 60 家轻工制造板块上市

公司披露 2019年业绩快报，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1890.31亿，同比增长 6.46%；

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152.87 亿，同比增长 22.74%。其中，46 家上市公司

营收超过 10 亿，占比 76.67%，太阳纸业、合兴包装和金一文化 3 家公司

营业收入超过百亿；34 家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超过 1 亿，占比 56.67%，太

阳纸业、索菲亚和裕同科技 3 家公司净利润超过 10 亿。 

➢ 根据 2019 年业绩快报披露情况，70%以上轻工制造上市公司营收、净

利润实现同比正增长。从营业收入来看，轻工制造板块 78.33%个股实现同

比正增长，其中，16.67%的上市公司营收实现大幅增长（10 家公司营收同

比增长率>30%），群兴玩具、环球印务和姚记科技同比增速超 70%。从归

母净利润来看，轻工制造板块 83.33%个股实现同比正增长，其中，13.33%

的个股实现大幅增长（8 家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率>100%），其中，

浙江永强、鸿博股份归母净利润增速超过 550%。 

➢ 投资建议：国内新增确诊病例“清零”、全面复工复产，把握轻工消

费回补机会，建议关注因疫情需求滞后兑现的家具，以及文具、生活用纸

等必选消费行业。家具：建议关注尚品宅配、欧派家居、帝欧家居、江山

欧派、海鸥住工。文娱用品：建议关注齐心集团、晨光文具。生活用纸：

疫情防控促进短期销售，卫生消毒意识提升利好长期，建议关注中顺洁柔。 

市场回顾 

➢ 本周，上证综指上涨 0.97%，报收 2772.20 点，SW 轻工制造指数上涨

1.18%，在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8。分子行业来看，涨跌幅由高到

低分别为：珠宝首饰（+3.60%）、文娱用品（+2.21%）、其他轻工制造

（+1.70%）、家具（+0.91%）、包装印刷（+0.32%）、造纸（-0.19%）。 

行业动态 

➢ 爱丽家居在上交所主板上市，上市首日股价涨 44.03% 

➢ 四川公布去年落后产能退出情况，含 8 家纸厂、2 家包装厂 

➢ 四大铜版纸企发减产通知，预计 4 月影响市场供应约 9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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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 2018 年业绩而言，预计轻工板块 2019 年营收增速持续放缓，归母净利润增速大幅回升。截至 3

月 20 日，已有 60 家轻工制造板块上市公司披露 2019 年业绩快报，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1890.31 亿，同比增

长 6.46%；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152.87 亿，同比增长 22.74%。其中，46 家上市公司营收超过 10 亿，占比

76.67%，太阳纸业、合兴包装和金一文化 3 家公司营业收入超过百亿；34 家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超过 1 亿，

占比 56.67%，太阳纸业、索菲亚和裕同科技 3 家公司净利润超过 10 亿。另外，共有两家上市公司出现亏损，

群兴玩具、顺灏股份由盈转亏，浙江永强、金一文化扭亏转盈。 

根据 2019 年业绩快报披露情况，70%以上轻工制造上市公司营收、净利润实现同比正增长。 

从营业收入来看，轻工制造板块 78.33%个股实现同比正增长，其中，16.67%的上市公司营收实现大幅

增长（10 家公司营收同比增长率>30%），群兴玩具、环球印务和姚记科技同比增速超 70%，群兴玩具由“玩

具”向“数字科技”转型的成果丰硕，推动营收增长 272%。环球印务先后于 2018、2019 年分别收购霍尔

果斯领凯网络科技、北京金印联供应链，两家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带动公司营收增长 126%。姚记科技营

收增长 77%主要受益于线上娱乐高景气和并表因素。另有 21.67%的个股营收同比下滑，其中，金一文化、

明牌珠宝、顺灏股份和萃华珠宝营收同比下滑 15%以上。 

从归母净利润来看，轻工制造板块 83.33%个股实现同比正增长，其中，13.33%的个股实现大幅增长（8

家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率>100%），其中，浙江永强、鸿博股份归母净利润增速超过 550%，浙江

永强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563.46%，主要受益于欧洲市场新客户开拓效果明显，销售收入取得较大增长，鸿

博股份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554.21%，主要受到体育即开票业务的推动。另有 16.67%的个股净利润同比下

滑，其中，顺灏股份、群兴玩具下滑幅度超过 200%，顺灏股份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 293.59%主要是受到计

提商誉减值的影响，群兴玩具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 744.96%，主要系参股的联营企业广东粤科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 2019 年业绩较去年同期业绩出现大幅下降所致。 

表 1：轻工板块 2019 年业绩快报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前 10 

股票简称 所属行业 营收（亿元） 同比增速% 股票简称 所属行业 归母净利润

（亿元） 

同比增速% 

群兴玩具 文娱用品 0.71  271.71  浙江永强 家具 5.00  563.46  

环球印务 包装印刷Ⅲ 12.57  126.37  鸿博股份 包装印刷Ⅲ 0.34  554.21  

姚记科技 文娱用品 17.34  77.04  金一文化 珠宝首饰 0.71  230.56  

江山欧派 家具 20.27  58.00  海鸥住工 其他家用轻工 1.31  212.03  

新宏泽 包装印刷Ⅲ 4.23  50.97  姚记科技 文娱用品 3.52  156.45  

王子新材 包装印刷Ⅲ 13.26  45.40  环球印务 包装印刷Ⅲ 0.67  137.25  

英联股份 包装印刷Ⅲ 11.70  42.91  齐峰新材 造纸Ⅲ 1.33  1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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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齐心集团 文娱用品 60.38  42.37  爱迪尔 珠宝首饰 0.58  104.83  

皮阿诺 家具 14.71  32.53  高乐股份 文娱用品 0.22  96.03  

吉宏股份 包装印刷Ⅲ 30.03  32.34  英联股份 包装印刷Ⅲ 0.80  89.60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表 2：轻工板块 2019 年业绩快报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后 10 

股票简称 所属行业 营收（亿元） 同比增速% 股票简称 所属行业 归母净利润

（亿元） 

同比增速% 

金一文化 珠宝首饰 108.53  -27.38  群兴玩具 文娱用品 -0.45  -744.96  

明牌珠宝 珠宝首饰 34.30  -16.21  顺灏股份 包装印刷Ⅲ -1.96  -293.59  

顺灏股份 包装印刷Ⅲ 17.23  -16.17  景兴纸业 造纸Ⅲ 1.94  -42.02  

萃华珠宝 珠宝首饰 22.74  -15.55  双星新材 包装印刷Ⅲ 1.87  -41.67  

鸿博股份 包装印刷Ⅲ 6.22  -11.86  易尚展示 其他轻工制造Ⅲ 0.51  -36.86  

齐峰新材 造纸Ⅲ 32.50  -11.67  新宏泽 包装印刷Ⅲ 0.35  -29.66  

景兴纸业 造纸Ⅲ 52.51  -11.57  明牌珠宝 珠宝首饰 0.71  -22.81  

嘉美包装 包装印刷Ⅲ 26.24  -11.36  德尔未来 家具 0.84  -19.51  

金时科技 包装印刷Ⅲ 5.85  -10.49  英派斯 文娱用品 0.51  -19.35  

合兴包装 包装印刷Ⅲ 110.97  -8.79  金时科技 包装印刷Ⅲ 1.80  -7.68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投资建议： 

国内新增确诊病例“清零”、全面复工复产，把握轻工消费回补机会，建议关注因疫情需求滞后兑现

的家具，以及文具、生活用纸等必选消费行业。 

家具：基本面向好、精装修放量，看好疫情解除后业绩反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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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家具板块业绩企稳回升。建议关注尚品宅配、欧派家居、帝欧家居、江山欧派、海鸥住工。文娱用品：

线上办公显著受益，B2B 办公集采订单充足无虞，建议关注齐心集团、晨光文具。生活用纸：疫情防控促

进短期销售，卫生消毒意识提升利好长期，建议关注中顺洁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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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情回顾 

本周，上证综指上涨 0.97%，报收 2772.20 点，SW 轻工制造指数上涨 1.18%，在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中

排名第 8。 

分子行业来看，涨跌幅由高到低分别为：珠宝首饰（+3.60%）、文娱用品（+2.21%）、其他轻工制造

（+1.70%）、家具（+0.91%）、包装印刷（+0.32%）、造纸（-0.19%）。 

图 1：申万一级行业指数涨跌幅排名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图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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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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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个股涨幅前五名分别为：萃华珠宝、东方金钰、德力股份、菲林格尔、哈尔斯；跌幅前五名分别为：

浙江永强、双星新材、群兴玩具、英派斯、永安林业。 

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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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萃华珠宝 32.7362  珠宝首饰 浙江永强 -14.2857  家具 

东方金钰 15.5440  珠宝首饰 双星新材 -12.6050  包装印刷Ⅲ 

德力股份 14.5299  其他家用轻工 群兴玩具 -10.2672  文娱用品 

菲林格尔 9.3480  家具 英派斯 -9.6394  文娱用品 

哈尔斯 9.0535  其他家用轻工 永安林业 -8.5057  家具 

美克家居 8.6957  家具 江山欧派 -7.2590  家具 

四通股份 8.2210  其他家用轻工 鸿博股份 -6.6116  包装印刷Ⅲ 

老凤祥 7.9162  珠宝首饰 威华股份 -6.4950  家具 

劲嘉股份 7.2009  包装印刷Ⅲ 梦百合 -6.3317  家具 

晨光文具 7.1429  文娱用品 吉宏股份 -6.2051  包装印刷Ⅲ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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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业重点数据跟踪 

3.1 家具 

原材料：CIT 刨花板指数 1118.83，本周下跌 0.08 点；人造板指数 907.35，本周上涨 9.67 点。 

软体家具上游原材料 TDI 国内现货价 10900 元/吨，周涨跌-200 元/吨，纯 MDI 现货价 14800 元/吨，周

涨跌-200 元/吨。 

图 3：主要板材价格指数走势 图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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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商品房住宅销售面积 7489 万平方米，同比下

滑 39.20%，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 36.00pct。1-2 月，全国住宅竣工面积 6761 万平方米，同比下滑 24.30%，

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 16.50pct。1-2 月，住宅新开工面积 7559 万平方米，同比下滑 44.40%，增速比去年同

期回落 48.70pct。1-2 月，住宅开发投资完成额 7318 亿元，同比下滑 16.00%，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 34.00pct。 

图 5：商品房住宅销售面积及同比增速 图 6：住宅竣工面积及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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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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造纸包装 

本周，全国瓦楞纸均价 3408 元/吨，较上周下滑 9.00%； 

全国箱板纸均价 4163 元/吨，较上周价格下滑 5.74%。 

图 7：瓦楞纸价格指数（元/吨） 图 8：箱板纸价格指数（元/吨）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百川资讯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百川资讯 

下游行业需求：2019 年 12 月，粮油食品、饮料、烟酒零售额为 2074.30 亿元，同比增长 10.70%，增速

相比去年同期提升 0.20 个百分点。 

2020 年 1-2 月，卷烟累计产量为 5187.40 亿支，累计同比增加 4.40%。 

图 9：包装下游行业零售额及增速 图 10：卷烟当月产量及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3.3 文娱及其他 

2020 年 1-2 月，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营业收入为 1311.70 亿元，同比下滑 25.70%；利润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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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5.40 亿元，同比下滑 42.30%。 

图 11：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营业收入 图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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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爱丽家居在上交所主板上市，上市首日股价涨 44.03% 

3 月 23 日，爱丽家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证券代码为：603221，发行价格为 12.9 元/股，

本次发行 60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为 25%，发行市盈率为 22.98 倍。上市后，爱丽家居股价升至 18.58

元/股，涨幅达 44.03%。据悉，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 PVC 塑料地板生产基地建设项目、PVC 塑料地板生

产线自动化建设项目、研发总部大楼建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爱丽家居成立于 1999 年，主营业务

为室内外装饰材料（不含化学品）、家居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塑料地板、地砖及相关塑料制

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业务范围已覆盖北美、欧洲、

东南亚、澳洲等地区。（腾讯家居） 

➢ 玖龙八大基地下调废纸价，多家纸厂日降两次 

从 3 月初至今，废纸价格已连续下降 20 多天。3 月 25 日，国内又有数十家纸厂下调废纸收购价，最高

跌幅为 100 元/吨。其中，玖龙、山鹰、理文等多个基地参与下调，不少纸厂更是在一天之内连降两次，甚

至三次。目前，国内废纸价格已跌至 2000 元/吨以下，部分纸厂的一级废纸甚至跌至 1600 元/吨左右。由于

国外疫情快速发展，不少外贸企业损失惨重，沿海地区有纸箱厂甚至在复工后因缺少订单突然放假。（中

国纸网） 

➢ 四川公布去年落后产能退出情况，含 8 家纸厂、2 家包装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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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20 日，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公示了 2019 年落后产能退出情况。公示称，根据国家 16 部

委《关于利用综合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的指导意见》、《四川省 2019 年度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工

作方案》，现将落后产能退出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20 日至 3 月 26 日。经整理发现，名

单中包含 8 家造纸企业和 2 家印刷包装企业，所淘汰的设备多数为小型纸机和锅炉设备。分地区来看，成

都市共有 5 家，泸州、攀枝花、南充、广安、达州市各一家。（中国纸网） 

➢ 四大铜版纸企发减产通知，预计 4 月影响市场供应约 9 万吨 

近期铜版纸市场整体偏弱。纸厂订单一般。部分经销商表示库存压力较大，心态弱势，实单成交商谈

空间加大，市场价格窄幅下调。终端需求仍在恢复中，宣传彩页印刷量减少，社会需求偏淡。受此影响，

国内规模纸企纷纷发函，针对 4 月份铜版纸进行减产。此次减产主要是为了应对近期铜版纸市场需求不足，

以稳定市场情绪。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内铜版纸需求恢复缓慢，下游订单不足。加上近期国外疫情蔓

延，铜版纸出口市场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整体需求疲软，出货缓慢。因此，市场短期内呈现明显的供大

于求的态势，纸厂和经销商库存高位，市场价格走低。（中国纸网） 

4.2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造纸包装 

【晨鸣纸业】公司公布 2019 年年报：2019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3.95 亿元，同比增长 5.26%，实

现利润总额 20.48 亿元，同比减少 36.11%，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16.57 亿元，同比减少 34.00%，公司资

产总额为人民币 979.59 亿元。公司完成机制纸产量 501 万吨，同比增长 9.63%、销量 525 万吨，同比增

长 21.53%。 

【劲嘉股份】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

回购的资金总额介于人民币 2 亿元至 4 亿元之间，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0.50 元/股，预计可回购股

份数量约为 3809.52 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2.60%。公司于 3 月 26 日首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股

份，回购股份数量为 101 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7%，最高成交价为 9.03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8.90 

元/股，成交金额为 906.61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裕同科技】全资子公司重庆裕同印刷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裕同”）于近日取得了重庆市

科学技术局、重庆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1951100208，发证日期：2019 年 11 月 21 日，有效期：三年），重庆裕同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根

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重庆裕同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当年起连续三年内将享受高

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即重庆裕同在 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可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该事项将对公司生产经营和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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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家具、软体家具 

【江山欧派】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公司及子公司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27 日期间，累计获得

政府补助 1,943.14 万元，全部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2.73%。 

【海鸥住工】关于对外捐赠支持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公告：疫情期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春

节期间加班加点、积极援建河南郑州、湖北孝感、湖北汉川、浙江绍兴、广西梧州等多地“小汤山医院”，

捐赠及援建装配式整装卫浴产品 1,227 套，向青岛市中心医院捐赠卫生洁具 33 套，向玉环市人民政府、海

盐县抗疫情物资保障组、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等捐赠口罩、杜邦防护服、护目镜等防疫物资一批用于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公司上述捐赠及援建行动从农历春节期间开始持续进行，至今全国疫情趋缓

并受控，公司的捐赠及援建行动趋近尾声。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捐赠物资价值为 517 万元。 

【顾家家居】顾家集团持有本公司 29657.46 万股股票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9.30%。本次部分股票解除质

押及再质押后，顾家集团累计质押股票 17158.42 万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数的 57.86%，占公司总股本的 

28.52%。顾家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 45867.83 万股股票，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6.24%。本次

顾家集团部分股票解除质押及再质押后，累计质押股票 24774.61 万股，占顾家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持

有公司股数的 54.01%，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1.18%。 

定制家具 

【索菲亚】公司发布 2019 年度报告：2019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6.86 亿元，同比增长 5.13%，归母

净利润 10.77 亿元，同比增长 12.34%，2019 年第四季度，公司营业收入 23.75 亿元，同比增长 7.69%，归

母公司利润 3.58 亿元，同比增长 33.79%。 

【欧派家居】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限售股上市流通，限售期为 36 个月。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

共计 5 名，均为自然人股东。本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32558.38 万 股，将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上市流通。 

【好莱客】截至 2020 年 3 月 23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931.26 万 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01%，购买的最高价为 18.20 元/股，最低价为 13.70 元/股，支付的金额为 13812.39

万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文娱用品及其他 

【萃华珠宝】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萃华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向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贰亿贰仟万元人民币并由公司为此笔授信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127,000 万元（不包含本次），其中对子公司担保 127,000 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不含本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7.59%，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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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的 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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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