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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消费升级带来的渠道变化 

商业贸易行业 

投资要点： 

 核心观点：关注消费升级带来的渠道变化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4%，；其中二季度增长9.0%，增

速比一季度回落0.8%。消费能力的提高以及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使得消费

者在各渠道间消费倾向出现变化。上半年全国网上零售额40810亿元，同比

增长30.1%。其中，实物商品零售额31277亿元，增长29.8%，增速比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高20.4%，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为17.4%。比上年提高

3.6%。随着线上线下融合的加速，超市、专业店业态不断涌现出更注重消

费者体验、集餐饮、购物、娱乐、休闲等跨界消费场景于一体的新零售新

模式。上半年限额以上单位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占限额以上单位

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为9.5%，比上年同期提升2.1%；包括超市、百货店、

专业店等在内的限额以上单位实体零售业态零售额同比增长7.6%，其中，

限额以上单位超市、折扣店零售额增速分别比上年同期加快1.2%和4.6%，

便利店和专业店保持10%左右的较高增速。本周我们建议继续长期关注零售

龙头苏宁易购（002024.SZ）、永辉超市（601933.SH）以及茂业商业

（600828.SH）等。 

 本周行业新闻回顾：从沃尔玛看智慧零售改造：腾讯“工具箱”的连

接思路和想象空间、半数奢侈品消费者在品牌打折时入手？“新贵”们更

爱打折、高端美妆看重百货“招新能力”，方案要做到200分、上半年全

国网络零售额4.1万亿同比增长30.1％、2018上半年中国零售电商“独角兽”

榜发布等。 

 行情跟踪：七月下旬中信零售指数冲高回落，月跌幅1.10%至4444.12，

本月振幅达到3.91%。分行业来看，超市跌幅0.99%，百货跌幅3.08%。我

们认为，目前线上线下龙头均在进行转型升级投入期，因此或将持续一段

增收不增利，但若龙头企业将零售网络继续下沉，则将产生更大的渠道优

势。 

 风险提示 

消费不及预期的风险，行业增速不及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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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关注消费升级带来的渠道变化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9.4%，；其中二季度增长 9.0%，增速比

一季度回落 0.8%。消费能力的提高以及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使得消费者在各渠道间

消费倾向出现变化。上半年全国网上零售额 40810 亿元，同比增长 30.1%。其中，

实物商品零售额 31277 亿元，增长 29.8%，增速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 20.4%，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为 17.4%。比上年提高 3.6%。随着线上线下融合的加速，

超市、专业店业态不断涌现出更注重消费者体验、集餐饮、购物、娱乐、休闲等跨界

消费场景于一体的新零售新模式。上半年限额以上单位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商品零售额

占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为 9.5%，比上年同期提升 2.1%；包括超市、百

货店、专业店等在内的限额以上单位实体零售业态零售额同比增长 7.6%，其中，限

额以上单位超市、折扣店零售额增速分别比上年同期加快 1.2%和 4.6%，便利店和专

业店保持 10%左右的较高增速。本周我们建议继续长期关注零售龙头苏宁易购

（002024.SZ）、永辉超市（601933.SH）以及茂业商业（600828.SH）等。 

1） 苏宁易购（002024.SZ）：2018 年一季度公司互联网平台商品丰富度增加，

用户活跃度、复购率稳步提升，预计商品销售规模同比增长超过 40%，一季度预计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为10,000万元-15,000万元，同比增长27.79%-91.69%。

苏宁易购正以整合了娱乐与售后的会员服务来确立自己的独特定位，在国内大型电商

平台的激烈竞争中寻找到自己的竞争优势，我们因此预期公司正走向正常盈利，基于

境外市场对成长性电商巨头的市销率估值体系及公司多项股权投资的潜在价值，我们

预测公司的目标市值较当前市值有 30%左右的上升空间，予以推荐评级。 

2）永辉超市（601933.SH）：由于目前公司已形成规模优势和品牌优势，公司

租金收入以及对供应商提供的服务高速增长，导致公司服务业分项收入同比增长

47.15%，而服务业的高毛利率（86.48%）带动了公司整体毛利率提升 0.65pct 至

20.84%。从期间费用来看，由于房租增长低于营收增长以及赛马制对薪酬产生的正

向影响，公司销售费用率减少 0.13pct 至 14.42%，而管理费用率由于公司为吸引高

端人才将职能部门整体搬迁至上海增长 0.42pct 至 3.04%。 

红转绿在提高公司经营效率的同时，也使得单店坪效提高。2017 年红标店店均

坪效 1038 元/㎡，而绿标店则为 1157 元/㎡。从坪效增速来看，绿标店坪效同比增长

3.5%，而红标仅为 1.5%。我们认为随着红转绿的持续进行，公司平均坪效或将继续

提升，经营效率也将进一步提高。 

云创不仅为公司拓宽了门店网络（永辉生活、超级物种），同时也通过 APP、微

信等多种方式增加了客户粘性。我们认为，随着云创项目持续发力，公司将在建立完

善供应链网络的基础上，以红绿标店为中心，形成层次化、广覆盖的超市零售网络，

这或将成为公司增长的新动能。 

我们预计公司 2018-2020 年 EPS 为 0.23、0.29、0.36 元，维持推荐评级。 

3）茂业商业（600828.SH）：2017 年公司营收 117.61 亿元，同比增长 2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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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非净利润 7.81 亿元，同比增长 72.97%。由于公司积极进行购物中心化改造，使得

公司在直营以及租赁上的比例提高，导致公司毛利率提高近 2%至 28.10%。同时由

于公司较好的控制期间费用率（期间费用率 15.70%同比降低 0.66%），导致净利率

增加 3.17%至 9.24%。公司仍将通过并购集团下属优质商贸资产以及地方优质资产

来驱动公司增长。2018 年公司已经通过并购旗下重庆茂业将经营区域扩张至重庆。

公司将继续坚持外延式拓展，通过吸收合并地域龙头实现品牌优势与地域优势的互补，

提升占有率。我们预测公司 2018-2020 年 EPS 为 0.65、0.70、0.73 元，首次覆盖

给予推荐评级。 

 

 

图表 1：本周零售组合 

代码 名称 P/E 月涨幅 年涨幅 

002024 苏宁易购 11.9 -5.44% 4.07% 

601933 永辉超市 40.9 0.00% -26.74% 

600828 茂业商业 7.8 0.78% -15.58%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二、本周行业重要新闻回顾 

 

1. 从沃尔玛看智慧零售改造：腾讯“工具箱”的连接思路和想象空间 

腾讯则计划分三个步骤提供助力：1，连接即会员，实现数字化会员概念，将用

户每一步触点有效记录起来；2，用全平台能力，帮零售企业实现线上线下共同转化；

3，通过科技感、内容感的场景，赋能和提升线下零售体验。 

从连接到转化，再到体验，恐怕是对腾讯智慧零售最合适的注脚。 

今年 3 月份，腾讯公司副总裁、智慧零售负责人林璟骅首次对外阐述腾讯智慧零

售的理念和核心主张，强调自身“数字化工具箱”定位，并在随后明确了以微信公众

平台、微信支付、小程序、腾讯社交广告、腾讯云、企业微信、泛娱乐 IP 等 7 大工

具为核心，开放性提供给所有零售商。 

 

2. 半数奢侈品消费者在品牌打折时入手？“新贵”们更爱打折 

据时尚媒体 FashionUnited 报道，网上市场研究公司 YouGov 周一发布了 2018

奢侈品零售行业调查报告，调查显示全球范围内一半的奢侈品消费者只会在品牌打折

时才购买自己想要的商品，并且刚刚完成财富积累、跻身富人阶层的消费者比从小在

富裕家庭中成长的消费者更偏爱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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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Gov 公司 2000 年在英国伦敦成立，这次发布的行业报告属于该公司始于

2005 年的“走进富人”(Affluent Perspective)系列调查。这个系列的调查关注全世界

10%最富裕的人群，围绕他们的生活、储蓄、消费和家庭事务进行研究，并每年发布

相关报告。 

 

3.高端美妆看重百货“招新能力”，方案要做到 200 分 

2017 年 1 月，阿里出资 26 亿美元收购银泰集团，拉开了线上线下资源整合的

帷幕。此后，腾讯、京东等线上巨头也动作频频。2017 年 12 月，腾讯斥资 42 亿元

入股永辉超市，2018 年 1 月，联合京东、融创、苏宁，入股万达商业等。 

以资本为纽带，线上线下开始深度整合。线上流量红利持续减弱，获客成本与线

下差值逐步缩短，带动资本向线下企业流动，线下企业的价值被重新评估 

 

4.上半年全国网络零售额 4.1 万亿同比增长 30.1％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司巡视员刘宇南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运行总的来

看还是平稳的，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提高，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达到 18 万亿元，同比增长了 9.4％，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78.5％，比上年同期提高了 14.2 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有如下几

个特点： 

一是消费结构持续优化。随着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和有效供给不断增加，居民消费

升级的步伐逐步加快，例如，上半年一些消费升级类的商品增速加快。限额以上单位

通讯器材、化妆品类商品分别增长了 10.6％和 14.2％，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整体增速。服务消费升级势头也很明显，全国居民人均体育健身活动、旅馆住宿支出

分别增长了 39.3％和 37.8％，运动型多用途汽车销售同比增长了 9.7％，增速比基本

型的乘用车（轿车）高了 4.2 个百分点。 

二是服务消费需求持续旺盛。今年以来，随着旅游市场消费环境日趋改善和旅游

产品多样性不断提高，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上半年国内旅

游人数达到28.26亿人次，同比增长了11.4％。国内旅游收入2.45万亿元，增长12.5％，

文化娱乐市场十分火爆。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 320.3 亿元，观影人次达到 9.01 亿，

分别增长 17.8％和 15.3％。马拉松等体育消费势头非常强劲，经常性参加体育锻炼

的人口不断增加。 

三是网上零售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随着“互联网+”向更多传统消费领域持续

渗透融合，网购用户规模不断扩大，上半年全国网上零售额 4.1 万亿，增长了 30.1％。

其中，实物商品零售额 3.1 万亿元，增长 29.8％，增速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了

20.4 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高到 17.4％，比上年提高了 3.6 个

百分点。 

四是农村居民消费的潜力持续释放。随着农村地区交通、物流、通信等消费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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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进一步完善和电子商务不断向农村地区延伸覆盖，乡村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增

长很快，乡村市场比重逐步提高，上半年乡村消费品市场零售额比上年增长了10.5％，

增速高出城镇 1.3个百分点，乡村市场占比达到 14.4％，比上年提高了 0.1个百分点。 

 

5. 2018 上半年中国零售电商“独角兽”榜发布 

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17 年国内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达

71751 亿元，相比 2016 年的 51556 亿元，同比增长 39.17％。预计 2018 年我国网

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有望达 93863 亿元。 

1）随着电商模式的丰富多样，电商品类也被不断细分。跨境、母婴、农村电商

成为各企业的发力点，并实现了从发展到完善，完善到优化的一系列飞跃转变。2017

年的高增长率或因“未来零售”热潮带动大量线下传统零售与线上电商的融合，从而

带来相当的增长。 

2）以“阿里系”与“京腾系”牵引的“两超多强”零售创新格局已经形成，无

论是“新零售”还是“无界零售”，都在以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与力度，引领着全球

零售业颠覆性变革的方向。 

  

6.购物中心新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 

受零售消费市场的影响，购物中心市场继续保持积极向上。一方面是由于居民对

消费的需求，及体验式购物中心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另一方面，购物中心运营商大部

分为房地产企业，受到楼市调控的影响，房企在住宅开发上的表现有所回落，需要寻

求其他增长点，因而促使他们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购物中心等商业地产的开发运营中。 

根据商务部发布的 2018 年一季度中国购物中心发展指数报告显示，购物中心全

国综合指数为 67.5，环比上升 0.3，并高出荣枯线 17.5。整体购物中心市场对未来 6

个月的预期指数向好，为 72.1，环比上升 1.2。其中，有 85%的业主表示短期内企业

的盈利状态会持续变好。 

  

7.第二季度购物中心与便利店市场保持健康发展 

商务部 8 月 2 日发布 2018 年第二季度《中国购物中心发展指数报告》与《中国

便利店景气指数报告》。 

《中国购物中心发展指数报告》显示，2018 年第二季度中国购物中心发展指数

为 66.1，同比上升 1.3，环比下降 1.4，高出荣枯线 16.1，购物中心市场仍处于健康

发展的状态。其中，现状指数为 61.9，环比下降 2.5，主要受部分二三线城市整体出

租率和客流下降影响；预期指数为 72.4，环比上升 0.3，并高出荣枯线 22.4，表明企

业对下半年保持信心和乐观的预期。 

从分项指标看，宏观市场、租赁活跃度、运营表现指数环比下降，但受益于零售

新技术的运用，成本控制指数环比上升 2.2 达 41.8。一线城市市场发展势能不减，发

展指数为 69.5，环比上升 1.9，同比上升 5.0。都市型物业指数为 66.3，环比上升 0.4，



   

 6 请务必阅读报告末页的重要声明 

行业研究简报 

同比上升 2.3，表明市场对都市型物业的租赁需求保持旺盛，但从中长期来看，奥特

莱斯型物业成长潜力不容小觑，品牌入驻意愿较强。 

《中国便利店景气指数报告》表明，2018 年第二季度便利店行业总体景气指数

为 70.25，高于荣枯线 20.25，便利店市场仍处于健康发展区间。整体而言，2018 年

第二季度我国购物中心与便利店市场保持着稳定健康的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物

联网等新技术的运用，在给消费者带来全新消费体验的同时，也为购物中心、便利店

等实体商业注入新的活力。 

 

8.利群时代今日 5 店同开，全国布局进入实质性阶段 

《联商网》了解到，此次开业的 5 家“利群时代”门店经营面积 1-3 万平米不等，

主要涵盖大型生鲜超市、餐饮、服饰等业态，其中“利群生活超市”经营生鲜、食品、

日用百货、母婴用品、文体玩具、家用电器等品类，单品数量 3 万余种。 

 

“利群时代”门店的开业，标志着利群股份真正走上了全国规模化扩张的道路，

实现了本土零售企业对外资零售大鳄的成功收购。 

 

除了收购乐天大陆地区公司，利群股份还收购了乐天集团所属两家香港公司，这

对未来利群股份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作为在世界金融、贸易领域均占有重要地位的

香港，借此，未来无论是在跨境电商、进口商品等外贸领域，还是在金融投融资领域，

借助所属香港子公司进行市场运作，利群股份都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9.消费分级未改品质升级网易考拉携易观发布“品味生活”趋势 

依据易观对 4,000 位网易考拉用户的调研，消费者普遍认可“品质”的价值，有

34%的用愿意只购买品质更好的商品，而 66％的用户愿意在注重品质的前提下，去

考虑价格因素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坚持只购买品质更好商品的“消费升级”用户，

随着年龄的增长其比重也越来越高，据分析，这不仅与用户自身经济条件的改善有关，

也与其面临的生活场景、家庭和社会责任不同有关。 

例如，更为年轻的 00 后群体，对于“品味生活”的理解，集中在潮流/时尚、艺

术气质、独特、有趣、创意等个性表达上，而已婚有孩群体，对于“品味生活”的需

求，则更倾向于家庭的需求，自然有机、温馨、健康和高效/省力成为他们的首选。

当然，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对于“品质”的标准也有共通的地方，例如“健康”和“精

致”就是大众的普遍标准之一。 

 

10.苏宁零售云下沉四六线市场布局千店加码“县域新物种” 

今天的零售业正处于一个微妙的时间节点：智慧化转型升级成为大势所趋，眼看

即将翻过历史性一页，但过程甘苦，恐怕只有企业主们心里最清楚；人、商品、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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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化也在全面展开，不过相对线上，线下市场的数字化相对困难很多，仅是渠道

下沉一件事，就够互联网巨头们消化几年。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达成一个简单的共识：区域零售市场自有其复杂和特色之处，

改造和转型要对症下药，一、二线城市验证过的模型，放在三四线及县乡镇等低线地

区，未必就行得通。反过来亦然。 

意图在四、六级县乡镇市场取得实质突破的巨头们，可能无法对苏宁零售云这个

对手，视而不见。作为苏宁智慧零售战略重要分支，零售云主要以家电、3C 等为切

入点，通过向县乡镇零售商赋能形式实现落地，全面输出苏宁智慧零售能力。《零售

老板内参》从苏宁方面了解到，零售云门店如今已快速进入 198 座城市，基本实现

除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西藏等省份之外的全国性覆盖。 

 

 

三、行情跟踪 

3.1 行情判断 

七月下旬中信零售指数冲高回落，月跌幅 1.10%至 4444.12，本月振幅达到

3.91%。分行业来看，超市跌幅 0.99%，百货跌幅 3.08%。我们认为，目前线上线下

龙头均在进行转型升级投入期，因此或将持续一段增收不增利，但若龙头企业将零售

网络继续下沉，则将产生更大的渠道优势。 

图表 2：零售指数与沪深 300 对比  图表 3：零售指数与上证 50 对比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 4：本周零售行业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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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幅前十名     跌幅前十名     

代码 简称 涨幅（%） 代码 简称 涨幅（%） 

600278 东方创业 48.46% 000564 供销大集 -15.63% 

600247 *ST 成城 25.89% 002345 潮宏基 -13.46% 

600822 上海物贸 25.47% 600655 豫园股份 -11.44% 

600712 南宁百货 15.14% 600859 王府井 -10.06% 

600826 兰生股份 9.13% 300413 芒果超媒 -8.13% 

002277 友阿股份 7.67% 603900 莱绅通灵 -6.12% 

600821 津劝业 7.29% 002419 天虹股份 -3.97% 

000861 海印股份 5.35% 603708 家家悦 -3.75% 

600723 首商股份 5.24% 600241 时代万恒 -2.95% 

000151 中成股份 4.99% 000587 金洲慈航 -2.81%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3.2 本月覆盖股票涨跌幅 

 

图表 5：本月覆盖股票涨跌幅 

代码 名称 P/E 月涨幅 年涨幅 

002024 苏宁易购 11.9 -5.44% 4.07% 

601933 永辉超市 40.9 0.00% -26.74% 

600828 茂业商业 7.8 0.78% -15.58% 

600280 中央商场 45.6 8.49% 17.28% 

600859 王府井 11.1 -10.67% -16.41% 

002419 天虹股份 18.4 -11.92% 22.35%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四、风险提示 

1）消费不及预期的风险； 

2）行业增速不及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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