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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本周其他轻工制造板块相对最优。本周 SW 轻工制造行业指数下跌 4.92%（总

市值加权平均），跑输上证综指 2.47 个百分点，在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23 位。子板块均下跌，其他轻工制造板块相对最优，包装印刷板块排名靠后。 

 其他轻工板块：继续推荐业绩稳定、产品内销、防御属性强的晨光文具。主营业

务受经济周期和贸易摩擦等影响小，必需消费品有强防御属性。传统核心业务聚

焦产品升级和渠道升级，深耕细分赛道，每年保持 15%左右的增速。新业务方面，

办公直销业务连续三年翻倍增长，整合欧迪中国比较顺利，新零售业务模式逐渐

迈向成熟，围绕主营业务的产业并购也在稳步进行。 

 包装板块：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有望年内发布，利于行业健康发展。本周《电

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审查完毕，正处于待批准状态，按照项目计划时间表，该

标准年内有望发布。监管标准的出台，有利于加速行业洗牌。生产不达标、不符合

生产资质的中小企业将逐步被淘汰，规范化生产且具备研发和技术优势的龙头企

业有望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同时，行业标准的制定也为电子烟行业的健康发展

打下基础。目前我国电子烟制造企业主要以出口为主，国内市场基数低仍有很大

的开拓空间。建议关注与云南中烟合作，成立合资公司拓展新型烟草业务的劲嘉

股份和与顺灏股份合作开发电子烟业务的东风股份，其他产业链公司建议关注集

友股份、盈趣科技和亿纬锂能。本周油价继续下跌，原纸价格保持低位运行。推荐

产品结构不断优化、业绩稳健、股息率高的强防性标的塑料软包装龙头永新股份。

建议关注创新业务 PSCP 和 IPS 稳步推进与传统业务产生协同的纸包装龙头

合兴包装。 

 家居板块：各子领域边界逐渐被打破，推荐龙头欧派家居。本周梦百合正式入股

汉森中国，原索菲亚家居董事、副总经理王飚将以 CEO 身份主持汉森中国工作。

汉森是韩国家具家居品牌，其目前占有韩国橱柜市场超过 20%的市场份额，梦百

合是国内记忆棉床垫龙头。近年来，借助生产制造水平的升级，伴随消费者代际变

更和住房存量市场比例的增加，家居行业各子领域边界逐渐被打破，软体、零售、

成品等领域的家居公司纷纷进入定制家居行业，定制家居公司也纷纷开拓家居配

套品业务和整装业务，核心是为了在行业红利逐渐消退时抢夺日趋分化的客流量。

推荐定制家居龙头欧派家居，建议关注尚品宅配、顾家家居和梦百合。同时推荐估

值渐入底部的木地板和人造板龙头大亚圣象，建议逢低买入。 

 造纸板块：浆价下行、新品发布，建议关注中顺洁柔。本周内盘浆价下行，木浆港

口库存仍处于高位，浆价承压对生活用纸企业是利好。本周中顺洁柔旗下的高端

卫生巾品牌朵蕾蜜产品正式落地并于京东线上销售。个人护理品类布局再下一城，

产品结构持续优化，成本端压力释放，建议关注。 

 风险提示：地产竣工回暖不及预期，宏观经济低迷导致整体需求不及预期。 
 

[Table_StockInfo] 
行业相关股票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EPS（元） P/E 投资评级 

2018A 2019E 2020E 2018A 2019E 2020E 上期 本期 

603899 晨光文具 0.88 1.07 1.28 44.60 36.68 30.66 增持 增持 

000910 大亚圣象 1.31 1.42 1.52 7.67 7.08 6.61 买入 买入 

603833 欧派家居 3.77 4.51 5.47 30.49 25.48 21.01 买入 买入 

002014 永新股份 0.45 0.52 0.61 15.84 13.71 11.69 增持 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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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行业新闻汇总 

1.1 汉森中国获梦百合入股 原索菲亚王飚将担任 CEO 

6 月 6 日，梦百合董事长倪张根宣布，梦百合正式入股汉森中国，后者是韩国家

具定制、零售品牌。梦百合将成为汉森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 

另外，原索菲亚家居董事、副总经理王飚将以 CEO 身份主持汉森中国工作。（来

源：家居头条） 

1.2 电子烟国家标准正在批准 发布时间未定 

记者查询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显示，于 2017 年 10 月下达的《电子

烟》国家标准制定计划，项目进度要经过网上公示、起草、征求意见、审查、批准、

发布几个阶段，目前项目状态已进入“正在批准”阶段，按标准的制订周期 24 个月及

12 个月内将由国标委批准通过并发布，项目正式结束时间剩下 4 个月左右。届时中国

电子烟生产流通将依据国家标准要求执行。 

其中，国家标准计划《电子烟》、《电子烟液烟碱、丙二醇和丙三醇的测定气相色谱

法》由 TC144 (全国烟草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上报及执行，主管部门为国家烟草专卖

局。（来源：东方财富网，第一财经） 

1.3 太阳纸业：老挝 40 万吨再生纤维浆板生产线已经进入试生产阶段 

6 月 4 日，太阳纸业在互动平台回答投资者提问时表示，公司老挝 120 万吨造纸项

目按计划有序推进。目前，40 万吨再生纤维浆板生产线已经进入试生产阶段，该项目将

可以为公司国内 160 万吨箱板纸项目提供高品质的废纸浆板，对丰富公司包装纸产品系

列、提升产品品质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此外，太阳纸业表示，老挝公司会稳步推进 2 条年产 40 万吨高档包装纸项目，预

计将于 2020 年末或 2021 年上半年投产。（来源：纸业内参） 

1.4 中顺洁柔：朵蕾蜜 6.6 京东首发 

公司旗下卫生巾品牌朵蕾蜜产品正式落地并于京东线上销售，代言人是马思纯。（来

源：洁柔 只在乎您） 

 

2. 重点公告汇总 

2.1 晨鸣纸业：董事长增持 

公司 2019 年 6 月 6 日收到公司董事长陈洪国先生关于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基

于对公司的价值认可及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陈洪国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

券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54.32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0187%。本

次增持前，陈洪国先生持有公司 1053.68 万股 A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0.3628%，增持

后，其持有公司 1108.00 万股 A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0.3815%。 

2.2 志邦家居:股份回购实施完毕 

截至 2019 年 6 月 4 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 199.9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0%

（因回购期间公司实施分红转赠，已回购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导致回购股份

占总股本的比例被动降至 1%以下），最高成交价为 36.44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8.72

元/股，成交均价为 25.30 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5060.70 万元（不含交易费

用）。本次回购的实施符合公司回购股份预案的要求。本次回购的股份将作为公司实施

https://mp.weixin.qq.com/s/YNQDVgtNiWC2Dad2Qc6Vsg
http://emwap.eastmoney.com/news/info/detail/201906031140756363?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s://mp.weixin.qq.com/s/qoxRf3G99OQ2lZIlA3FLDw
https://mp.weixin.qq.com/s/s0xyLe-vPOmoqW-wdVnk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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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激励计划之标的股份，公司将尽快制定股权激励计划并予以实施。 

2.3 索菲亚: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进展公告 

截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账户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1088.20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784%；其中，最高成交价为 22.085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5.570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2.02 亿元（成交价格取自营业部下发的交割单数据，成交总金额

不含交易费用）。 

2.4 永新股份: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截止 2019 年 5 月 31 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回购股份数量为 750.01 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49%，最高成交价为 7.59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6.47 元/股，支付总金额为 5234.79 元（不含交易费用）。 

2.5 武汉中商：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019 年 6 月 3 日发布公告，拟发行股份购买居然控股、阿里巴巴等 23 名交易对方

持有的居然新零售 100%股权，交易价格 356.5 亿元。交易完成后，居然新零售成为武

汉中商的全资子公司。同时，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将由武汉商联变更为居然控股，实际控

制人将由武汉国资公司变更为居然新零售董事长、居然控股董事长兼总裁汪林朋，交易

完成后汪林朋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控制上市公司 61.86%的股份。 

6 月 6 日，公司收到许可类重组问询函，要求说明仅 3 名交易对手方而非全部交易

对手方作为业绩承诺人的原因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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