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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轻工社零及地产数据点评        维持评级 

淡季轻工消费零售额增速环比下降，地产延续边际向上趋势  看好 

2020 年 8 月 14 日   行业研究/点评报告 

轻工行业近一年市场表现  事件描述：  

➢ 8 月 14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2020 年 1-7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和地产

相关数据。 

事件点评： 

➢ 7 月家具零售额同比下滑 3.9%，增速环比 6 月下降 2.5 个百分点，主

要系夏季高温多雨，全国建材家居市场进入传统淡季所致。据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2020 年 7 月，家具类零售额为 137 亿元，同比下滑 3.90%，增

速环比 6 月份下降 2.50pct，相对去年同期回落 10.20pct；2020 年 1-7 月，

家具类零售额累计值为 793 亿元，同比下滑 12.50%，降幅比 1-6 月份收窄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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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旧房翻新、精装房购置家具等

消费需求陆续释放，继续看好下半年家居零售表现回弹。 

➢ 7 月文化办公用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0.50%，增速环比 6 月下降 7.60pct，

或与前期复学复课文具采购到位、且学生正处暑假有关，预计下半年复学

复课范围和比例有望进一步扩大，看好 8-9 月开学季文具销售迎来热潮。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 7 月，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额为 264 亿元，

同比增长 0.50%，增速环比 6 月下降 7.60pct，相对去年同期回落 14.00pct；

2020年1-7月，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额累计值为1769亿元，同比增长1.40%，

增速相对去年同期回落 0.20pct。预计下半年复学复课范围和比例有望进一

步扩大，8-9 月开学季有望迎来新一轮学汛期，看好下半年文具零售表现。 

➢ 7 月全国住宅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9.89%，住宅竣工面积同比下滑

12.76%；1-7 月住宅销售面积、竣工面积分别同比下滑 5.0%、10.2%。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 1-7 月全国商品房住宅销售面积 73838 万平

方米，同比下滑 5.00%，降幅比 1-6 月份收窄 2.60 个百分点，增速比去年

同期下降 4.60pct；全国住宅竣工面积 23685 万平方米，同比下滑 10.20%，

降幅比 1-6 月份扩大 0.40 个百分点，增速比去年同期提升 0.30pct。单月数

据方面，我们测算 7 月全国商品房住宅销售面积 12719 万平方米，同比增

长 9.89%；7 月全国住宅竣工面积 3005 万平方米，同比下滑 12.76%。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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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12.44%，上半年降幅分别相对 1-6 月份收窄 3.1、1.5 个百

分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 1-7 月住宅新开工面积累计值为

88089 万平方米，同比下滑 5.10%，降幅比 1-6 月份收窄 3.10 个百分点，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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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比去年同期下降 14.70pct；住宅开发投资完成额 55682 亿元，同比增长

4.10%，降幅比 1-6 月份收窄 1.50 个百分点，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 11.00pct。

单月数据方面，我们测算 7 月住宅新开工面积为 16506 万平方米，同比增

长 11.31%；7 月住宅开发投资完成额 9332 亿元，同比增长 12.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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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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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工社零点评：7 月淡季家具零售额同比下滑 3.9%，文化办公用品

零售额小幅增长 0.5% 

7 月家具零售额同比下滑 3.9%，增速环比 6 月下降 2.5 个百分点，主要系夏季高温多雨，全国建材家

居市场进入传统淡季所致。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7月，家具类零售额为137亿元，同比下滑3.90%，

增速环比 6 月份下降 2.50pct，相对去年同期回落 10.20pct；2020 年 1-7 月，家具类零售额累计值为 793 亿

元，同比下滑 12.50%，降幅比 1-6 月份收窄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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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旧房翻新、精装房购置家具等消费需求陆续释放，

继续看好下半年家居零售表现回弹。 

7 月文化办公用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0.50%，增速环比 6 月下降 7.60pct，或与前期复学复课文具采购到

位、且学生正处暑假有关，预计下半年复学复课范围和比例有望进一步扩大，看好 8-9 月开学季文具销售

迎来热潮。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 7 月，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额为 264 亿元，同比增长 0.50%，

增速环比 6 月下降 7.60pct，相对去年同期回落 14.00pct；2020 年 1-7 月，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额累计值为

1769 亿元，同比增长 1.40%，增速相对去年同期回落 0.20pct。预计下半年复学复课范围和比例有望进一步

扩大，8-9 月开学季有望迎来新一轮学汛期，看好下半年文具零售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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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地产数据跟踪观察：7 月全国住宅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9.89%，新开

工面积、开发投资完成额大幅增长 

7 月全国住宅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9.89%，住宅竣工面积同比下滑 12.76%；1-7 月住宅销售面积、竣工

面积分别同比下滑 5.0%、10.2%。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 1-7 月全国商品房住宅销售面积 7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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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同比下滑 5.00%，降幅比 1-6 月份收窄 2.60 个百分点，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 4.60pct；全国住宅

竣工面积 23685万平方米，同比下滑 10.20%，降幅比 1-6月份扩大 0.40个百分点，增速比去年同期提升 0.30pct。

单月数据方面，我们测算 7 月全国商品房住宅销售面积 12719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9.89%；7 月全国住宅竣

工面积 3005 万平方米，同比下滑 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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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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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12.44%，上半

年降幅分别相对 1-6 月份收窄 3.1、1.5 个百分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 1-7 月住宅新开工面积

累计值为 88089万平方米，同比下滑 5.10%，降幅比 1-6月份收窄 3.10个百分点，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 14.70pct；

住宅开发投资完成额 55682 亿元，同比增长 4.10%，降幅比 1-6 月份收窄 1.50 个百分点，增速比去年同期

下降 11.00pct。单月数据方面，我们测算 7 月住宅新开工面积为 16506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1.31%；7 月住

宅开发投资完成额 9332 亿元，同比增长 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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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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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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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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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