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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业库存异常增加是隐忧 

家用电器行业 

事件：家电行业2018中期报告总结 

投资要点： 

 凭借结构升级与品类创新推动成长 

按中信行业分类标准划分的家电板块2018年中期营业总收入高达6060

亿元，创出历史新高，较上年同期增长14.16%；净利润450亿元，增长

18.8%。行业的成长主要来自于产品的大规模结构升级与品类创新。 

 产品表现各异   空调一枝独秀 

上半年家电各产品线表现差异极大，空调一枝独秀，维持较好增长，其它

产品特别是大厨电出现下滑。空调业据产业在线数据,上半年厂家出货9070

万台，同比增长14.3%，其中内销和出口分别同比增长21.6%、12.4%。 

 盈利能力分化 

家电行业整体中期毛利率达24.22%，较上年同期微降0.57个百分点。基于

原材料上涨的大背景，家电业整体上凭借涨价保持了盈利能力的稳定。就

销售净利润率指标看，小家电和白电都在9%以上，而黑电净利率仅2.42%、

照明仅3.16%。由于行业竞争格局的差异，在盈利能力上的差距仍将延续。 

 库存异常增加  后期趋势堪忧 

今年中报全行业存货高达141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60亿元。其中比较

突出的产品如空调库存上半年高达3920万台，处于增长28.3%的高水位，

这已经警示了行业下半年乃至明年行业增速陡然下滑的极大可能性。从7月

份空调出货内销下滑5.1%、零售下滑31%的增速看，行业未来2年将受高库

存的显著不利影响。 

 龙头独享盛宴  行业集中度高企 

上半年行业集中度进一步集中，三巨头美的、格力、海尔的优势进一步加

强，三家巨头的收入占比达到53.5%，净利润占比达到67.8%。 

 投资策略 

基于行业竞争格局的寡头效应，投资机会来自于寡头的份额与净利润率双

提升：基于行业天花板的不断突破，投资机会来自于品质提升与品类创新，

如新兴家电中集成灶、洗碗机、吸尘器、按摩椅等销售增长突出的品类。

具体投资机会： 1）白电业寡头垄断带来的市场溢价机会，推荐美的集团

（000333.sz），格力电器(000651.sz)，青岛海尔(600690.sh)； 2）消费

升级带来的档次提升机会，推荐小天鹅(000418.sz)、老板电器(002508.sz)、

苏泊尔(002032.sz)； 3）消费升级带来的新品类导入机会，推荐浙江美大

(002677.sz)、奥佳华(002614.sz)。  

 风险提示  

房地产失速、国内销售剧烈下滑、国外市场出口遇阻、盈利能力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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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凭借结构升级与品类创新推动成长 

根据万得统计，按中信行业分类标准划分的家电板块 2018 年中期营业总收入高

达 6060 亿元，创出历史新高，较上年同期增长 14.16%；净利润 450 亿元，增长

18.8%。家电行业的成长首先来自于产品的大规模结构升级，如彩电的大屏液晶化、

洗衣机的滚筒化、冰箱的大型化、空调的健康化等，智能化、舒适化、高能效的高端

产品占比不断提升，如今年上半年洗烘一体式洗衣机在线下零售额的占比已超过 3 成，

线下 10kg 滚筒洗衣机跃升为占比最高（37.5%）的容量，类似的产品结构改善推动

家电业传统产品的更新升级，最终推动了行业收入的上升。其次行业增长还来自于各

种品类创新层出不穷，特别是各类厨房小家电和生活小电器快速推出，象集成灶、吸

尘器、洗碗机等为代表的新兴品类高速增长，如今年上半年集成灶市场零售量增长

47.6%；洗碗机上半年累计零售额达到 24.3 亿元，同比增速为 38.2%；吸尘器整体

市场零售额规模达 86.5 亿元，同比增长 29.5%。 

2  产品表现各异   空调一枝独秀 

上半年家电各产品线表现差异极大，空调一枝独秀维持较好增长，其它产品特别

是大厨电出现下滑。空调业据产业在线数据,上半年厂家出货 9070 万台，同比增长

14.3%，其中内销和出口分别同比增长 21.6%、12.4%；零售端根据中怡康推总数据,

上半年空调零售量和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 16.6%、21.7%；价格方面据中怡康推总数

据均价为 3586.2 元,同比增长 4.4%。从数据看，空调品类是各大家电品类中增幅最

高、市场规模最大的，以致格力电器一家中期的净利润就占到家电全行业的 28.4%，

可以说是空调中期的出色表现支撑了家电整体的年中良好业绩。 

洗衣机中期出货量 3103 万台，微增 3.4%；零售端销量更仅微增 0.9%，但均价

上升了 6.4%达 1914 元，导致零售额增长 7.5%。从洗衣机销量数据看，似乎洗衣机

行业的大规模滚筒化进程即将结束，后期进入正常更新阶段，销量难以出现双位数增

值，主要依赖于产品升级带动的售价提升来推动行业销售额增加。冰箱销量中期 3793

万台，下滑 2..9%，其中内销下滑 3.7%、出口下滑 1.3%；零售量据中怡康数据下滑

图表 1：上半年营业总收入对比图（单位：10 亿元）  图表 2 上半年净利润对比图（单位：10 亿元） 

 

 

来源： 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 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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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零售均价为 2,897.4 元,同比上涨 10.0%，导致零售额增长 7.5%。冰箱业销量

难以增长，后期主要依赖于产品升级推动价格提升维持行业发展。 

彩电出货据产业在线数据 6548 万台，增长 14.5%，其中内销量和出口量分别同

比增长 1.4%、23%，可见增长主要来自于出口。但行业售价下滑明显，奥维云网数

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上彩电市场均价为 2545 元，同比下降 10.2%，导致零售额下

降 5.2%。推动价格下降的首要因素是上游主要原材料面板价格的大幅下降，以目前

国内彩电销售的主要尺寸 55 寸为例，其面板价格下跌 26%，相应尺寸的价格下跌

17%；未来主流尺寸 65 寸的面板价格下跌 41%，彩电价格下跌 30%左右。可以预期

的是，随着大尺寸面板生产线的进一步扩产，面板价格长期向下，这是决定彩电价格

长期下降的关键要素。但是由于人工成本、物流成本的长期刚性上涨，彩电价格的下

降幅度理论上应低于面板价格的跌幅。彩电价格战激烈的第二因素是行业竞争格局的

寡头程度不足，难以形成白电领域那样的二元寡头格局，反而形成前 5 大不相上下与

行业外手机及互联网企业不断入侵并行的行业格局，这导致彼此间的竞争力度高于其

他产品，而新进入者不以创新入局而以低价甚至赠机入场的方式更加剧了价格战力度。

彩电行业价格战此起彼伏的第三大推动因素则来自于行业销售渠道的日益电商化，对

一个电商占比近半的产品要维护其价格体系过于困难，加之电商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沦

为比低价的市场现实，我们对行业价格战的减缓不抱希望。 

吸油烟机今年零售量和零售额分别下滑 5.2%、3.3%;燃气灶具分别同比下滑

5.1%、1.6%;热水器零售量下滑 7.0%，但各产品均价仍全面上升，吸油烟机、燃气

灶具、热水器零售均价分别同比上升 2.0%、3.6%、12.7%。厨电行业尽管受制于房

地产行业下滑而出现销量下滑，但因行业格局良好，产品售价上行，行业发展仍值得

期待。中怡康推总数据显示，今年净水器零售量和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了 12.4%、

24.2%；集成灶市场零售量增长 47.6%；洗碗机增速为 38.2%；吸尘器整体市场零售

额规模达 86.5 亿元，同比增长 29.5%。整体看，新型厨电和小家电增长形势良好。 

 

 

图表 3：近 3 年中期空调销量对比图 
 

图表 4：最近 3 年中期洗衣机销量对比图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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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各子行业中期收入对比图（单位：10 亿元） 
 

图表 6：各产品中期销售增速对比图（%）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 7：近 3 年彩电销量对比图 
 

图表 8：近 3 年冰箱销量对比图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 9：近几年行业总收入增长率对比图（%） 
 

图表 10：近几年白电收入增速对比图（%）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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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2018 年中报各子行业收入增长率对比图（%）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3  盈利能力分化 

家电行业整体中期毛利率达 24.22%，较上年同期微降 0.57 个百分点。基于原材

料上涨的大背景，家电业整体上凭借涨价保持了盈利能力的稳定。分子行业看，小家

电和白电的毛利率明显胜出一筹，而黑电和照明的毛利率都在 20%以下。就销售净

利润率指标看，小家电和白电都在 9%以上，而黑电净利率仅 2.42%、照明仅 3.16%。

故除彩电和照明因价格下降明显导致盈利能力持续低位外，其它产品的盈利能力在中

期仍保持较好水平。我们预计，由于行业竞争格局的差异，在盈利能力上的这一差距

仍将延续。 

图表 12：各行业毛利率历年对比图（%） 
 

图表 13：各行业净利率历年对比图（%）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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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家电业毛利率变化图（%） 
 

图表 15：家电业净利率变化图（%）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 16：白电利润占绝对优势（单位：10 亿元）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在费用率方面，由于汇率变动，财务费用率下降，销售费用率略降，管理费用率

略升，总体看三项费用率变化不大，但由于汇率进入高波动期、加之库存增大后竞争

加剧，预计未来三项费用率总体稳中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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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销售费用率下降（%） 
 

图表 18：财务费用率较低（%）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进一步细分，如我们按照行业产品进行分类，将中信家电板块分为白电、黑电、

小家电、厨电以及上游产品。其中白电包含美的集团、小天鹅 A、长虹美菱、格力电

器、海信科龙、长青集团、奥马电器、澳柯玛、青岛海尔、四川长虹、春兰股份以及

惠而浦；黑电包含深康佳 A、TCL 集团、创维数字、海信电器；小家电包含苏泊尔、

九阳股份、爱仕达、奥佳华、哈尔斯、新宝股份、莱克电气、荣泰健康、飞科电器、

乐金健康、开能健康；厨电包含万家乐、华帝股份、老板电器、万和电气、浙江美大、

日出东方、瑞尔特；上游品类包含三花智控、zkxc、康盛股份、毅昌股份、兆驰股份、

银河电子、顺威股份、星帅尔、东方电热、依米康、和晶科技、天银机电、聚隆科技、

海立股份、金海环境、三星新材、春光科技、奇精机械。 

分行业来看，由于空调增速放缓，白电增速较去年同期降低 35.1pct 至 19.0%，

净利润增速略微下滑 3.7pct 至 23.8%。上半年家电行业仍受同期原材料价格上涨影

响，但是由于行业产品结构升级明显，导致白电行业毛利率同比提升0.2pct至 28.9%，

销售费用率同比降低 0.7pct 使得期间费用率同比降低 1.1pct 至 16.9%。上半年白电

行业龙头继续集聚，三大白电占白电营收比例提高 1.0pct 至 78%，占净利润比例维

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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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9：白电营收保持稳健增长（单位：亿元） 
 

图表 20：毛利率保持稳定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黑电行业营收保持稳定，但净利润由于 TCL 面板利润上升，使得行业净利润同

比增长 24.0%。但是由于行业依然没有改变目前已有格局，毛利率同比下降 2.7pct 至

15.4%。行业期间费用率同比降低 14.3%使得行业净利润同比提升 0.3pct 至 3.0%。 

图表 23：黑电行业利润回暖（单位：亿元） 
 

图表 24：黑电行业毛利率下降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 21：期间费用率略有降低 
 

图表 22：三大白电占比持续提升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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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家电行业营收增速略有下滑，2018 年 H1 营收同比增长 16.8%至 276.6 亿元。

行业毛利率由于成本因素影响同比降低1.1pct至30%，期间费用率保持稳定在19.8%，

净利率较去年同期微增 0.1pct 至 9.4%，这使得净利润达到 26.1 亿元，同比提升

19.2%。从单个公司来看，小家电行业出现增长两极，第一按摩椅等新型行业依然保

持高速增长，我们认为随着行业渗透率逐步提升，行业或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第二

小家电龙头增速依旧喜人，以苏泊尔为首的小家电龙头在渠道、品牌以及产品创新上

均有完善的布局，同时品类扩张能力依旧强劲，因此可以在行业出现新兴品类时可以

迅速跟进，并获取较高市场份额，这使得龙头公司依旧保持较为稳健的增长。 

图表 27：小家电营收增速放缓（单位：亿元） 
 

图表 28：小家电净利润同比稳定增长（单位：亿元）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 25：期间费用率降低 
 

图表 26：毛销差降低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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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9：净利率保持稳定 
 

图表 30：期间费用率保持稳定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2018 年上半年厨电行业营收同比增长 17.2%至 128.3 亿，净利润 15.1 亿元同

比增长 10.8%，由于原材料价格影响毛利率同比降低 1.9pct 至 41.0%。上半年行业

控费效果明显，期间费用率同比降低 1.5pct 至 27.5%。由于毛利率同比下滑 0.5pct，

行业净利润同比增加 10.8%至 15.1 亿元。上半年可以观测到一二线厨电增速与三线

及以下厨电增速出现明显差异。由于厨电行业受上游房地产周期影响强烈，因此房地

产销售的差异导致不同城市增速的差异，而厨电公司渠道布局均有地域性质，因此半

年报表现出不同增速。 

图表 31：厨电营收放缓（单位：亿元） 
 

图表 32：厨电净利润增速同比放缓（单位：亿元）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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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3：厨电毛利率进一步下降 
 

图表 34：行业控费明显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家电上游行业上半年出现增收不增利的情况，上半年营收增长 23.0%而净利润

仅增长 5.1%。由于家电行业格局较为稳定，因此家电上游企业受到原材料上涨以及

下游议价强势的两头挤压，毛利率持续下滑 2018 年 H1 达到 17.4%较去年同期降低

1.4pct。虽然行业通过控制费用使得期间费用率同比降低 0.4pct 至 10.9%，但净利率

仍下滑 1.0pct 至 5.8%。 

图表 35：上游营收增长稳健（单位：亿元） 
 

图表 36：上游利润增速大幅下滑（单位：亿元）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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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7：上游毛利率维持下滑趋势 
 

图表 38：上游期间费用率稳中略降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4  库存异常增加  后期趋势堪忧 

尽管上半年行业经营数据较好，但行业库存增加的隐忧加大。今年中报全行业存

货高达 141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60 亿元。其中比较突出的产品如空调库存上半

年高达 3920 万台，处于增长 28.3%的高水位，这已经警示了行业下半年乃至明年行

业增速陡然下滑的极大可能性。从 7 月份空调出货内销下滑 5.1%、零售下滑 31%的

增速看，行业未来 2 年将受高库存的显著不利影响。而其它子行业中，小家电、照明

的存货增幅也较大，黑电的库存保持稳定。  

图表 39：行业存货中期对比图（单位：10 亿元）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5  龙头独享盛宴  行业集中度高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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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行业集中度进一步集中，三巨头美的、格力、海尔的优势进一步加强，在

产品份额、收入占比、利润占比等指标方面更为突出。三家巨头的收入占比达到 53.5%，

净利润占比达到 67.8%。在如此高的龙头集中度下，中小企业基本失去了在家电业腾

挪的空间，投资机会多体现在龙头企业上。 

图表 40：3 巨头收入与其他对比图（亿元） 
 

图表 41：3 巨头利润与其他对比图（亿元）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6 市场回顾与投资策略 

家电板块年初至今（2018 年 9 月 4 日）下跌 23.65%，涨跌幅位居全市场 29 个

行业的第 20 位，结束了前 2 年的领先位置。根据以往的板块周期特征，我们预计家

电板块暂时落后的趋势还将延续1-2年。从估值对比看，家电板块当前估值13.69倍，

低于万得全 A 目前的估值水平 14.65 倍，各子板块中目前黑电、白电估值都较低，而

照明与小家电估值稍高。 

在投资策略上，着眼于当前的家电行业投资策略根基于行业竞争格局的寡头效应，

投资机会来自于寡头的份额与净利润率双提升：三大白电领域与厨电小家电领域寡头

垄断竞争格局的形成是市场化竞争的结果，并且这种竞争由国内扩展到国外，由网下

到网上，全球市场一体化的推进和线下线上一体化的竞争态势，使得家电这样的成熟

行业的小企业的生存难度更大而被淘汰，同时效率更高的企业却能在更广阔的市场上

充分发挥优势，这正是美的这样效率优先的企业在电商时代份额加速提高的原因。因

此，寡头垄断时代将会导致赢家的价值更为提高。 

着眼于未来的家电行业投资策略则根基于行业天花板的不断突破，投资机会来自

于品质提升与品类创新。在品质提升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居民生活水平的

提升，居民可支配消费收入不断提升，普及型消费业已满足，品质而不是低价正成为

消费决策的出发点，品质需求逐步成为消费的主流，这促使家电市场呈现出高端化趋

势。高端化主要体现在产品具备更好的品质、更高的价格、更优质的使用体验。针对

家电市场需求的这一变化，家电厂商纷纷推行以产品创新及智能化为方向的高端化竞

争战略，并在厨电和白电领域取得初步成功。在品类创新方面，以小家电的品类扩张

与消费升级效应最为显著，向着更多功能、更高价格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多像美容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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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料理机、洗碗机、咖啡机等全球流行的小电产品，以及融合了网络技术、IT 技术，

涵盖智能控制、红外线感应、定位系统、自动识别、自动扫描等一系列新技术手段的

智能家电将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创造新的规模化市场。这两者共

同推动了行业天花板的不断突破，而面向未来的行业机会就孕育于此。从值得投资的

新兴细分行业看，根据今年中期各产品的销售差异，新兴家电中集成灶、洗碗机、吸

尘器、按摩椅等销售增长仍然突出，是值得投资的细分行业。 

总之，天花板的不断突破与强大的盈利能力是家电股走牛的原动力，家电业整体

通过扩张市场区域在销量上不断突破市场预期的天花板，通过产品结构升级不断突破

行业销售收入的天花板，而品类创新则是家电业长期内不断突破行业天花板的终极武

器。家电业随着时代发展，因应技术变革，不断推陈出新，以品类创新不断创造新的

消费市场。在品类的创新与扩张中，家电业的边界无限伸展，龙头企业规模与盈利持

续扩张，各种行业寡头因此诞生成长，牛股则在其中孕育壮大。 

未来机会在哪里？ 1）白电业寡头垄断带来的市场溢价机会，推荐美的集团

（000333.sz），格力电器(000651.sz)，青岛海尔(600690.sh)； 2）消费升级带来的

档次提升机会，推荐小天鹅(000418.sz)、老板电器(002508.sz)、苏泊尔(002032.sz)； 

3）消费升级带来的新品类导入机会，推荐浙江美大(002677.sz)、奥佳华(002614.sz)。  

图表 42：家电板块年初至今下跌 23.65%，居全市场第 20 位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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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3：各子板块市场表现对照图  图表 44：各子板块估值对比图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7 风险提示 

房地产失速、国内销售剧烈下滑、国外市场出口遇阻、盈利能力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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