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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文化办公用品零售强势，住宅新开工/开发投资大幅增长 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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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行业近一年市场表现 
 投资要点  

➢ 6 月家具零售额同比下滑 1.4%，基本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据国家统

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 6 月，家具类零售额为 159 亿元，同比下滑 1.40%，

增速环比 5 月份下降 4.40pct，相对去年同期回落 9.70pct；2020 上半年，家

具类零售额累计值为 657 亿元，同比下滑 14.10%，降幅比 1-5 月份收窄 3.40

个百分点。由于疫情原因前期被压抑的婚房、迁居、装修等消费需求陆续

释放出来，看好 Q2 及下半年家居行业将迎来消费回补和业绩反弹。 

➢ 复学复课助推下，6 月文化办公用品零售额强势上涨，远超去年同期

水平：当月 YOY+8.10%，增速相对去年加快 1.6 个百分点。据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2020 年 6 月，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额为 349 亿元，同比增长

8.10%，增速环比 5 月提升 6.20pct，相对去年同期增加 1.60pct；2020 上半

年，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额累计值为 1510 亿元，同比增长 1.60%，增速相

对去年同期下降 2.60pct。 

➢ 投资建议：随着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持续推

进，轻工消费回补行情值得期待，我们看好竣工小高峰+精装修利好、下半

年需求滞后兑现的家具板块，受益全面复学复课和办公集采的文具板块。

（1）家具：建议关注帝欧家居、江山欧派、志邦家居、尚品宅配、欧派家

居、海鸥住工。（2）文具：建议关注齐心集团、晨光文具。（3）造纸包

装：建议关注中顺洁柔、太阳纸业、山鹰纸业。 

市场回顾 

➢ 本周，上证指数下跌 5.00%，报收 3214.13 点，SW 轻工制造指数下跌

1.20%，在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5。 

➢ 分子行业来看，涨跌幅由高到低分别为：造纸（+1.83%）、其他轻工

制造（+1.76%）、家具（+0.39%）、文娱用品（-0.27%）、珠宝首饰（-1.94%）、

包装印刷（-1.98%）。 

行业动态 

➢ 2020 广州建博会落幕，有屋智能引领行业四大发展趋势 

➢ 2020 年 1-5 月废纸浆进口量增长 2.5 倍，仍难弥补缺口 

➢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到 2022 年将建 3-5 个大型废纸分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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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家具零售额同比下滑 1.4%，基本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 6 月，家

具类零售额为 159 亿元，同比下滑 1.40%，增速环比 5 月份下降 4.40pct，相对去年同期回落 9.70pct；2020

上半年，家具类零售额累计值为 657 亿元，同比下滑 14.10%，降幅比 1-5 月份收窄 3.40 个百分点。随着我

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持续推进，由于疫情原因前期被压抑的婚房、迁居、装修等消

费需求陆续释放出来，看好 Q2 及下半年家居行业将迎来消费回补和业绩反弹。 

复学复课助推下，6 月文化办公用品零售额强势上涨，远超去年同期水平：当月 YOY+8.10%，增速相

对去年加快 1.6 个百分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 6 月，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额为 349 亿元，同

比增长 8.10%，增速环比 5 月提升 6.20pct，相对去年同期增加 1.60pct；2020 上半年，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

额累计值为 1510 亿元，同比增长 1.60%，增速相对去年同期下降 2.60pct。随着全国各地各级各类学校的陆

续开学，Q2 迎来学汛期。其次，全国高考延迟一个月，也将学生文具的销售旺季和热度向后拉长了一个月

时间，而二季度属于毕业生学习备考的黄金期，因此拉动了 Q2 文具销售表现。 

图 1：家具零售额当月值及同比增速  图 2：文化办公用品社会零售额当月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国家统计局  资料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国家统计局 

6 月全国住宅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4.03%，住宅竣工面积同比下滑 4.62%；1-6 月住宅销售面积、竣工面

积降幅比 1-5 月份分别收窄 4.20、1.10 个百分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 1-6 月全国商品房住宅

销售面积 61119万平方米，同比下滑 7.60%，降幅比 1-5月份收窄 4.20个百分点，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 6.60pct；

全国住宅竣工面积 20680 万平方米，同比下滑 9.80%，降幅比 1-5 月份收窄 1.10 个百分点，增速比去年同

期提升 1.90pct。单月数据方面，6 月全国商品房住宅销售面积 18178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4.03%；6 月全国

住宅竣工面积 3905 万平方米，同比下滑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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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商品房住宅销售面积及同比增速  图 4：住宅竣工面积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国家统计局  资料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国家统计局 

6 月全国住宅新开工面积、住宅开发投资完成额实现大幅增长，当月 YOY+9.65%、+10.52%，上半年

降幅分别相对 1-5 月份收窄 5.70、2.60 个百分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 1-6 月住宅新开工面积

累计值为 71583 万平方米，同比下滑 8.20%，降幅比 1-5 月份收窄 5.70 个百分点，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

18.70pct；住宅开发投资完成额 46350 亿元，同比增长 2.60%，降幅比 1-5 月份收窄 2.60 个百分点，增速比

去年同期下降 13.20pct。单月数据方面，6 月住宅新开工面积为 20695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9.65%；6 月住

宅开发投资完成额 12585 亿元，同比增长 10.52%。 

图 5：住宅新开工面积及同比增速  图 6：住宅开发投资完成额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国家统计局  资料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国家统计局 

投资建议： 

随着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持续推进，轻工消费回补行情值得期待，我们看好

竣工小高峰+精装修利好、下半年需求滞后兑现的家具板块，受益全面复学复课和办公集采的文具板块，以

及需求回暖、盈利弹性向好的造纸包装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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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2019 下半年以来新开工和竣工背离收窄，叠加期房交付期限临近、调控政策和信贷政策的边际

放松，2020 年全国住宅有望迎来竣工小高峰，利好家装需求增长。行业基本面向好、精装修放量，看好疫

情解除后业绩反弹，预计家具板块业绩于 Q1 触底，下半年回升至正常水平。建议关注帝欧家居、江山欧派、

海鸥住工、志邦家居、尚品宅配、欧派家居。 

文具：教育部积极推动大中小学全学段全面复学复课，截至 6 月 9 日，全国已有超过 1.97 亿学生复学

复课，占在校生总数比例超过 71%，下半年复学复课范围和比例有望进一步扩大。全国各地各级各类学校

有序复学，9 月开学季有望迎来新一轮学汛期，看好 Q2 及下半年文具零售表现。此外，随着各行业客户如

期有序复工，办公直销业务将恢复至正常水平，大客户订单增量空间可观。建议关注齐心集团、晨光文具。 

造纸包装：（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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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下游需求回暖+原材料收紧，利好外废配额较高、原材料海外布局完善的头部纸企，下半年废纸系产

品价格及毛利有望回弹。建议关注太阳纸业、山鹰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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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情回顾 

本周，上证指数下跌 5.00%，报收 3214.13 点，SW 轻工制造指数下跌 1.20%，在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

中排名第 5。 

分子行业来看，涨跌幅由高到低分别为：造纸（+1.83%）、其他轻工制造（+1.76%）、家具（+0.39%）、

文娱用品（-0.27%）、珠宝首饰（-1.94%）、包装印刷（-1.98%）。 

图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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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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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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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股涨幅前五名分别为：海顺新材、永艺股份、浙江永强、帝欧家居、裕同科技；跌幅前五名分别为：

退市银鸽、爱迪尔、集友股份、实丰文化、乐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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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顺新材 38.6581  包装印刷Ⅲ 退市银鸽 -39.7590  造纸Ⅲ 

永艺股份 16.4076  家具 爱迪尔 -27.6511  珠宝首饰 

浙江永强 14.2857  家具 集友股份 -19.8783  包装印刷Ⅲ 

帝欧家居 14.1888  其他家用轻工 实丰文化 -17.4879  文娱用品 

裕同科技 13.1952  包装印刷Ⅲ 乐歌股份 -16.8763  其他家用轻工 

王子新材 13.1077  包装印刷Ⅲ 英联股份 -16.4502  包装印刷Ⅲ 

志邦家居 10.0911  家具 *ST 金钰 -15.5340  珠宝首饰 

中顺洁柔 8.4202  造纸Ⅲ 创源文化 -13.7931  文娱用品 

太阳纸业 8.3576  造纸Ⅲ 山东华鹏 -12.5475  其他家用轻工 

邦宝益智 7.7586  文娱用品 德艺文创 -12.4103  其他家用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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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3. 行业重点数据跟踪 

3.1 家具 

原材料：CIT 刨花板指数 1128.91，本周上涨 5.25 点；人造板指数 893.49，本周上涨 13.64 点。 

软体家具上游原材料 TDI 国内现货价 10500 元/吨，周涨跌+500 元/吨，纯 MDI 现货价 13200 元/吨，周

涨跌-600 元/吨。 

图 9：主要板材价格指数走势 图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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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月全国商品房住宅销售面积 61119 万平方米，

同比下滑 7.60%，降幅比 1-5 月份收窄 4.20 个百分点，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 6.60pct；全国住宅竣工面积 20680

万平方米，同比下滑 9.80%，降幅比 1-5 月份收窄 1.10 个百分点，增速比去年同期提升 1.90pct。 

图 11：商品房住宅销售面积及同比增速 图 12：住宅竣工面积及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国家统计局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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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造纸包装 

本周，全国瓦楞纸均价 3675 元/吨，较上周均价上涨 185 元/吨； 

全国箱板纸均价 4543 元/吨，较上周上涨 256 元/吨。 

图 13：瓦楞纸价格指数（元/吨） 图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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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5 月，粮油、食品类零售额累计值为 6205.90 亿元，同比增长 13.40%。5 月，

粮油、食品类零售额为 1159.60 亿元，同比增加 11.40%。 

2020 年 1-5 月，饮料类零售额累计值为 819.30 亿元，同比增长 8.50%。5 月，饮料类零售额为 183.00

亿元，同比增加 16.70%。 

2020 年 1-5 月，卷烟累计产量为 10968.50 亿支，累计同比增加 4.20%。5 月，卷烟当月产量为 1732.80

亿支，同比下降 5.30%。 

图 15：5 月包装用纸下游需求行业显著回暖 图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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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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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文娱及其他 

2020 年 1-5 月，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营业收入为 3155.90 亿元，同比下滑 18.00%；利润总额

为 120.60 亿元，同比下滑 31.80%。 

图 17：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营业收入 图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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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 广州建博会落幕，有屋智能引领行业四大发展趋势 

7 月 11 日，第 22 届中国建博会(广州)落下帷幕。作为行业疫后首场大型展会，本届建博会吸引了全国

24 个省市的 1600 余家企业参与，参展面积超 30 万平方米。4 天时间里，有屋智能发布多款新品及全屋场

景解决方案，吸引大批客商体验咨询，凭借其全屋智能场景优势，引领行业四大发展趋势：1. 全屋智能取

代单品智能，有屋智能 29 个智能模块融入全屋打造最佳购物体验；2. 健康环保成新宠，有屋智能全屋医疗

级杀菌构筑差异化竞争力；3. 家居直播深入各领域，有屋智能多种直播形式抢占行业新风口；4. 消费升级

下品牌合作模式迎变革，有屋智能“大家居、全场景”受推崇。（亿欧网） 

➢ 近日废纸瓦楞纸涨势不断，纷纷上行 

7 月 13 日废纸和瓦楞纸价格迎来大幅度上调，13 日废黄板纸市场收购均价为 2155.71 元/吨，当日价格

上调 2.85%，与月初（7 月 1 日废纸收购均价为 1990 元/吨）废纸收购均价相比上调了 165.71 元/吨，上涨了

8.33%。13 日瓦楞原纸出厂价格均价为 3275 元/吨，当日价格上调 2.34%，与月初（7 月 1 日瓦楞原纸出厂

价格均价为 3125 元/吨）瓦楞原纸出厂价格均价相比上调了 150 元/吨，上涨了 4.8%。瓦楞原纸价格方面，

近期瓦楞纸市场价格继续大幅上行，7 月 13 日，玖龙纸业多基地再次上调原纸价格，幅度在 200-30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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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这已经是玖龙第 8 次上调原纸价格，这使得多数纸厂纷纷跟涨，而价格似乎还在持续上升中。东莞

玖龙和华南山鹰近期宣布的停机检修，也会对瓦楞纸市场带来一定影响。目前废纸和原纸市场价格整体呈

现向好态势，雨水天气和纸厂停机等因素的影响，预计短期内废纸和瓦楞纸价格可能将处于上行趋势。（中

国纸网） 

➢ 2020 年 1-5 月废纸浆进口量增长 2.5 倍，仍难弥补缺口 

据中国造纸协会理事长赵伟最新的报告，2020 年至今，废纸进口审批共 9 次，合计 568 万吨，1-5 月份

实际进口 247 万吨，同比下降 44%，废纸浆虽然进口增长比例比较大，翻了 2.5 倍，但总量仅有 72 万吨，

仍难以弥补废纸进口的减少量。我国大规模进口废纸浆始于 2018 年，当年全国共进口废纸浆在 30 万吨，

到 2019 年，进口量增加到 92 万吨。距离废纸进口截止日仅有半年时间，废纸浆和成品纸大量进口实际上

已经开始，对于生产高档挂面箱板纸的企业来说时间尤其宝贵，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原料继续生产 A 级产品，

很快就要被前面提到的几家龙头企业或者进口纸取代，如果退而求其次去生产低端产品或者转产瓦楞芯纸，

则要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纸网） 

➢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到 2022 年将建 3-5 个大型废纸分拣中心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7 月 15 日消息，为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

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协同转型升级，提升区域资源利用效率，培育绿色新动能，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工信

部制定并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协同转型提升计划(2020-2022 年)》。在提升计划

的重点任务中提到：加强废纸及纸基快递包装物回收利用，以天津、北京、河北、山东等地为重点，建设 3~5 

个大型区域废纸分拣加工中心和废纸仓储物流交易中心，打造区域废纸回收利用产业集群。（中国纸网） 

4.2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造纸包装 

【中顺洁柔】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司上半年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

50%~70%，达到 4.12 亿元~4.67 亿元。业绩变动原因说明：（1）本报告期受疫情影响，消费习惯改变，公

司相关品类销售良好，相关渠道快速增长。（2）本报告期公司产品结构继续调整，高毛利品类占比继续提

升，重点单品、新品推广加速，渠道建设日趋完善，销售继续稳定快速增长。（3）本报告期受国际原材料

市场价格下降的影响，营业成本下降。 

【岳阳林纸】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司上半年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365.4%~434.3%，达到 13,500 万元~15,500 万元。 

【凯恩股份】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司上半年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106.0%~180.9%，达到 3,300 万元~4,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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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鹤股份】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司上半年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106.5%~121.8%，达到 2.7 亿元~2.9 亿元。 

【嘉美包装】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司上半年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137.7%~143.7%，达到-2,500~-2,900 万元（亏损）。 

【奥瑞金】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司上半年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70.2%~56.8%，达到 1.45 亿元~2.1 亿元。 

【鸿博股份】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业绩修正后，公司上半年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达到 1,598 万元~2,058 万元（扭亏为盈）。业绩修正的原因说明：（1）.2020 年 6 月 12 日，成都高新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告披露，受让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股权，受让价格约 4.245 元/股。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上市公司持有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3000 万股，受上述股转事项影响，

持有股权公允价值需重新计量，变动金额应确认为非经常性损益。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已

就上述股权公允价值做出初步认定，预计公允价值将增加 3,380 万元-3740 万元。（2）因国内疫情控制较好，

公司上半年主营业务好于预期。 

成品家具、软体家具 

【美克家居】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天津美克 1,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

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天津美克成立于 1997 年 5 月，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 

【曲美家居】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项目名称：要约收购挪威奥斯

陆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Ekornes ASA 至少 55.57%已发行股份，截至 2020 年 7 月 8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 250,000.00 万元。公司现决定使用募集资金 63,047.41 万元置换预

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定制家具 

【索菲亚】关于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暨对外投资的公告：拟使用自有资金 1 亿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广

州索菲亚供应链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局核准为准)。公告称，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索菲亚分布在全

国的制造基地需要实现集中采购，实现构建总部监控下的低风险、低成本和高效的供应体系；成立广州索

菲亚供应链有限公司有利于于强化总部供应链体系，打造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可以使索菲亚的供应链运

作达到最优化，减少运营成本，同时提高资金结算的效益，降低企业面临的风险。 

关于建设索菲亚华南区定制家居智能化工业 4.0 工厂项目的公告：公司拟在增城宁西工业园建设索菲亚

华南区定制家居智能化工业 4.0 工厂。项目将分期投资，其中，首期投资金额达 5.1 亿元。项目建成投产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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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生产加工定制衣柜柜身、趟门、线条百叶、吸塑类、木门类；同时优化索菲亚华南区生产基地仓储、

物流环节，提升公司运行效率，间接提升经济效益。 

【志邦家居】2020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0 年半年度报告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2.24 亿元，同比上

年同期增长 6.57%，实现利润总额 0.58 亿元，同比上年下降 54.5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51

亿元，同比上年下降 53.99%。公司围绕着全年经营目标，积极开展各项工作，调整产品规划、深耕经销渠

道、完善大宗客户结构，工程渠道销售规模不断提升，报告期内，二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2.22%,

净利润同比增长 21.44%，实现公司整体经营稳健发展。 

文娱用品及其他 

【海伦钢琴】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司上半年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55%~85%，达到 416 万元~1,24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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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