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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BHI 微涨，建材家居市场淡季平稳运行             看好 

2020 年 8 月 23 日   行业研究/定期报告 

轻工行业近一年市场表现 
 投资要点  

➢ 受夏季炎热、多地暴雨等因素影响，全国建材家居市场仍处于传统淡

季时节，7 月 BHI 微涨，市场仍未恢复去年同期水平。根据商务部流通业

发展司、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共同发布的全国建材家居景气指数 BHI，

2020 年 7 月全国建材家居景气指数（BHI）为 85.03，环比上涨 1.18 点，同

比下降 15.49 点。全国规模以上建材家居卖场 7 月销售额为 648.51 亿元，

环比上涨 0.52%，同比下降 20.51%。2020 年 1 月～7 月累计销售额为 3401.35

亿元，同比下降 37.74%。市场受疫情影响逐渐减退，加上淡季因素影响，

整体表现平稳。 

➢ 从 BHI 各分指数来看：客流逐步恢复的同时，购买力环比下跌明显，

即“看多买少”。（1）本月“人气指数”值为 97.95，环比上涨 35.06 点，

同比下降 61.13 点，体现出客流仍在持续回暖，回暖率已超过去年同期 60%，

就全国而言，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当下，客流回归正常还需更长时间。（2）

本月“购买力指数”值为 61.05 点，环比下降 33.54 点，同比上涨 13.77 点。。 

➢ 投资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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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具：建议关注海鸥住工、江山欧派、

帝欧家居、志邦家居、尚品宅配、欧派家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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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指数上涨 0.61%，报收 3380.68 点，SW 轻工制造指数上涨

2.43%，在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4。 

➢ 分子行业来看，涨跌幅由高到低分别为：造纸（+4.96%）、包装印刷

（+2.64%）、其他轻工制造（+1.85%）、文娱用品（+1.67%）、珠宝首饰

（+0.24%）、家具（-0.04%）。 

行业动态 

➢ 近期将有 4 家智能家居公司上市 

➢ 上半年精装智能家居部品配套率增长明显，房企携资本快速切入 

➢ 2020 年第 11 批限制类进口公示：废纸核准总量 19.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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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夏季炎热、多地暴雨等因素影响，全国建材家居市场处于传统淡季时节，7 月 BHI 微涨，市场仍未

恢复去年同期水平。根据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共同发布的全国建材家居景气指数

BHI，2020 年 7 月全国建材家居景气指数（BHI）为 85.03，环比上涨 1.18 点，同比下降 15.49 点。全国规

模以上建材家居卖场 7 月销售额为 648.51 亿元，环比上涨 0.52%，同比下降 20.51%。2020 年 1 月～7 月累

计销售额为 3401.35 亿元，同比下降 37.74%。市场受疫情影响逐渐减退，加上淡季因素影响，整体表现平

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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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BHI 各分指数来看：客流逐步恢复的同时，购买力环比下跌明显，即“看多买少”。（1）本月“人

气指数”值为 97.95，环比上涨 35.06 点，同比下降 61.13 点，体现出客流仍在持续回暖，回暖率已超过去

年同期 60%；7 月乌鲁木齐、大连等地疫情反复，消费者出行受到当地疫情防控措施的直接影响，就全国而

言，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当下，客流回归正常还需更长时间。（2）本月“购买力指数”值为 61.05 点，环

比下降 33.54 点，同比上涨 13.77 点。由于高温多雨天气本就对家装有一定影响，加上随着前期积压的建材

家居消费需求逐步释放，消费者已回归理性。“金九银十”将是行业需要关注的重要节点。 

图 1：全国建材家居卖场景气指数（BHI）及同比增减  图 2：建材家居卖场销售额当月值及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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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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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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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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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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废禁令实施临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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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指数上涨 0.61%，报收 3380.68 点，SW 轻工制造指数上涨 2.43%，在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中

排名第 4。 

分子行业来看，涨跌幅由高到低分别为：造纸（+4.96%）、包装印刷（+2.64%）、其他轻工制造（+1.85%）、

文娱用品（+1.67%）、珠宝首饰（+0.24%）、家具（-0.04%）。 

图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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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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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鸥住工、退市银鸽、永艺股份、乐歌股份、双星新材；跌幅前五名分别为：

德力股份、好莱客、金陵体育、皮阿诺、爱迪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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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鸥住工 37.7670  其他家用轻工 德力股份 -13.7199  其他家用轻工 

退市银鸽 27.2727  造纸Ⅲ 好莱客 -8.0056  家具 

永艺股份 21.6524  家具 金陵体育 -7.8913  文娱用品 

乐歌股份 20.4039  其他家用轻工 皮阿诺 -7.1229  家具 

双星新材 19.9336  包装印刷Ⅲ 爱迪尔 -6.6038  珠宝首饰 

梦百合 18.9595  家具 顺灏股份 -5.8182  包装印刷Ⅲ 

*ST金钰 18.5484  珠宝首饰 浙江永强 -5.7252  家具 

文化长城 17.1610  其他文化传媒 我乐家居 -4.9390  家具 

恒林股份 16.2410  家具 帝欧家居 -4.9011  其他家用轻工 

四通股份 12.7524  其他家用轻工 大亚圣象 -4.3694  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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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87，本周下降 4.97 点；人造板指数 875.85，本周下降 1.80 点。 

软体家具上游原材料 TDI 国内现货价 14000 元/吨，周涨跌+1700 元/吨，纯 MDI 现货价 14500 元/吨，

周涨跌+500 元/吨。 

图 5：主要板材价格指数走势 图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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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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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商品房住宅销售面积及同比增速 图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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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8 元/吨，较上周均价下调 5 元/吨； 

全国箱板纸均价 4493 元/吨，环比上周保持稳定。 

图 9：玖龙纸业瓦楞纸出厂平均价（元/吨） 图 10：玖龙纸业箱板纸出厂平均价（元/吨）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下游行业需求：2020 年 1-6 月，粮油、食品类零售额累计值为 7453.50 亿元，同比增长 12.90%。6 月，

粮油、食品类零售额为 1252.20 亿元，同比增加 10.50%。 

2020 年 1-6 月，饮料类零售额累计值为 1026.40 亿元，同比增长 10.50%。6 月，饮料类零售额为 208.80

亿元，同比增加 19.20%。 

2020 年 1-6 月，卷烟累计产量为 12694.50 亿支，累计同比增加 2.80%。6 月，卷烟当月产量为 1726.00

亿支，同比下降 5.40%。 

图 11：粮油食品类当月零售额及同比增速 图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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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月，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营业收入为 5093.00 亿元，同比下滑 14.10%；利润总额

为 220.100 亿元，同比下滑 21.00%。 

图 13：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营业收入 图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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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口连续 3 个月增长，疫情后的“陶瓷之都”佛山这样自救 

据佛山官方公布的数据，今年一季度，当地陶瓷总产量为 133.58 亿元，同比下降 22%，其中，瓷质砖

产量下降 20.6%，陶质砖产量下降 45.5%，卫生陶瓷产量下滑 46%。虽然在佛山中国陶瓷城等周边批发市场，

依然是生意“萧条”、人流稀少的局面。但是，从数据上来看，广东陶瓷出口整体恢复情况正在逐步改善。

来自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2 月，全省卫生陶瓷出口值下降 25.9%，3 月、4 月和 5 月出口

值由负转正，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32.5%、5.7%和 30.8%。数据还显示，3-5 月产地为潮州、广州、佛山的

卫生陶瓷出口值为 12.5 亿元、7.2 亿元和 5.5 亿元，分别增长 85.3%、64.5%和 42.2%。 

根据佛山《陶城报》不完全统计，蒙娜丽莎、欧神诺、东鹏、唯美等多家陶瓷企业获得了共计 6268 万

元的退税减税降费优惠。今年一季度，蒙娜丽莎欧神诺等 80 多家企业获得了 2500 万元用气、用电等补助，

安华、贝斯特等陶瓷企业获得阶段性减免社保费等税务优惠。（亿欧家居） 

➢ 近期将有 4 家智能家居公司上市 

近期将有 4 家智能家居公司上市：美的集团、海康威视正在分拆智能家居业务排队上市；青岛有屋智

能启动 IPO；欧瑞博正在接受上市辅导。在这 4 家之前，8 月 6 日，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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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匠心智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匠心智能是从事智能电动沙发、智能电动床及

其核心配件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招股书显示，匠心智能连续三年研发费用均占营

收的 5.5%以上，拥有 92 项境内外专利，其中包括 5 项发明专利。在 2019 年度国内智能家居行业研发占营

收的均值为 3.34%，匠心独具为 5.68%，高出行业两个百分点。（亿欧家居） 

➢ 上半年精装智能家居部品配套率增长明显，房企携资本快速切入 

从精装智能家居整体配套率来看，2020 年上半年绝大部分的智能家居的配套率较去年同期有明显的增

长。根据奥维云网地产大数据调研 300+城的数据显示，配套率最高的是是智能安防，配套率为 66.1%。智

能安防产品各等级城市分布较为均匀。配套率位居第二的是智能门锁，该部品的配套率为 62.9%，较去年同

期提升 13 个点。该部品在新一线城市配套率最高，达 75.8%，一线城市配套率为 62.6%，而二-四线城市配

套率在 50-60%，其他城市的智能门锁需求量较低，整体市场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智能坐便器、智能开

关配套率均为 10%以上。整体来看，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对于该部品的接受度均高于总体水平。其他的

部品，如智能晾衣架、智能窗帘、智能电梯、智能花洒、智能家电等部品配置率仍不足 5%，但从趋势来看，

呈增长态势，较去年同期配置率有明显的增长。从奥维云网地产大数据 300+城市调研数据看，这些智能家

居的部品在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配置率相对而言还是较高，并且呈持续增长态势，但二线及以下城市的

部品需求量较低，市场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亿欧家居） 

➢ 2020 年第 11 批限制类进口公示：废纸核准总量 19.784 万吨 

2020 年 8 月 18 日，固废中心公布的 2020 年第十一批限制进口类申请明细表显示，共审核通过了杭州

东大纸业有限公司，杭州通达纸业有限公司，浙江东大纸业有限公司，浙江高阳纸业有限公司，浙江金东

纸业有限公司，浙江上游纸业有限公司，玖龙纸业（泉州）有限公司，联盛纸业（龙海）有限公司，山鹰

华南纸业有限公司，昌乐新迈纸业有限公司，汇胜集团有限公司，莱州鲁通特种纸业有限公司，山东世纪

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泰山石膏有限公司，远通纸业（山东）有限公司，枣庄华润纸业有限公司，共计

废纸核定进口总量为 19.784 万吨。（中国纸网） 

4.2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造纸包装 

【晨鸣纸业】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6.00 亿元，同比增加 1.88%；实现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

利润 5.16 元，同比增加 1.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0.68 元，同比下滑 77.61%。 

【岳阳纸业】2020 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46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45.6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84.18%。 

【劲嘉股份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共实现营业总收入 1,917,455,057.59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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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5,357,314.37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0.64%； 

【奥瑞金】2020 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64,298.34 万元，同比增长 1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169.17 万元，同比下降 62.62%。 

【东港股份】2020 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5.47 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35.5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88.93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48.08%。 

【吉宏股份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1,666.96 万元，同比增长 37.42%；

实现净利润为 27,452.3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5.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806.01 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74.33%。 

成品家具、软体家具 

【江山欧派】2020 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6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5.3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5.71%。 

【顾家家居】2020 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8.61 亿元，同比下降 2.97%；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6 亿元，同比增长 3.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0 亿元，同比增长 6.69%。2020 年上半年，公司利润实现了逆势增长。 

【浙江永强】2020 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9.44 亿元，同比上升 6.33%，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8 亿元，同比增长 70.70%。 

【菲林格尔】2020 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2 亿元，同比下降 42.66%；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643.32 万元，同比下降 84.43%；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暨变更境外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方案的公告：公司拟

与关联方 CLEOR COMPANY LIMITED 以现金方式共同投资设立菲林格尔家居科技（江苏）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 4,081.632653 万美元，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081.632653 万美元，持股比例为 51.00%，CLEOR 

COMPANY LIMITED 出资 2,000 万美元，持股比例为 49.00%。 

定制家具 

【金牌厨柜】2020 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29 亿元，同比增长 5.51%；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0.61 亿元，同比减少 11.93%。 

【尚品宅配】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比例超过 1%的公告：股东达晨财信减持 113.9060 万股，减持

比例 0.5743%，股东达晨创富减持 111.5008 万股，减持比例 0.5622%。两大股东合计减持 225.4068 万股，

减持比例 1.1366%。 

【志邦家居】2020 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2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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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68.85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3.99%。 

文娱用品及其他 

【晨光文具】2020 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7.61 亿元，同比下降 1.6%，实现归

母净利 4.64 亿元，同比下降 1.44%。新业务方面，晨光科力普实现营业收入 159,969.49 万元，同比增长 6.63%。

晨光生活馆(含九木杂物社)实现总营业收入 2.35 亿元，同比增长 1.83%，其中，九木杂物社实现营业收入

1.96 亿元，同比增长 19.06%。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全国拥有 404 家零售大店，其中晨光生活馆 109 家，

九木杂物社 295 家(直营 180 家，加盟 115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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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