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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summary＃  秋冬季全球发生二次疫情概率提升，宅家比例持续走高：截至 11 月 10

日，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突破 5100 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 127

万例，近期单日新增病例数持续突破记录。随着秋冬天气转冷，海外圣诞

节、感恩节等重要节日来临，秋冬季全球二次疫情概率提升。受疫情影响，

目前全球约有 72% 的员工远程工作。因为疫情期间生产率有所提升，根

据调研预计 2021 年永久性远程工作的员工占总员工的比例将达 34.4%，

较疫情前的 16.4% 提高逾一倍。 

 受益“宅”经济，疫情期间小家电销量实现爆发式增长：“宅”经济催生

家庭消费升级需求，西式厨电小家电疫情期间迎来爆发增长，市占率进一

步向头部集中。海外疫情持续蔓延，中国作为海外小家电最大出口国疫情

期间销量快速提升，受益标的 JS 环球生活（1691.HK）；居家催生清洁工

具及家庭 DIY 工具需求，受益标的创科实业（669.HK）。 

 宅家办公激发家居软装需求：疫情居家办公产生的种种不便，提升了居民

换房及家居软装类需求。敏华控股旗下芝华仕软体沙发市占率领先，疫情

期间保持稳定内销，线上份额快速提升；海外越南厂稳定投产，承接疫情

期间及关税影响下内外销订单置换需求。TCL 电子电视机二季度在海外多

个地区的销售量均有大幅上涨，在北美市场的销售量提升 68.5%，在新兴

市场的销售量提升 5.0%，在欧洲市场的销售量提升 55.0%。受益标的敏华

控股（1999.HK），TCL 电子（1070.HK）。 

 家庭清洁、日化用品消费快速增长：自 3 月份以来，中国日用品类零售额

当月增长首次转正达到 0.3%，4 月以来化妆品类零售额同比实现 3.5%增

长，年度首次转正。衣物护理赛道洗衣液渗透率逐步提升，个人护理赛道

洗手液需求爆发式增长，家庭护理赛道消毒液成为长期防疫必需品，生活

用纸赛道纸巾、卫生巾、消毒湿纸巾需求提升，生活方式用品赛道低价小

商品需求回暖。受益标的维达国际（3331.HK）、名创优品（MNSO.N）、

宝洁（PG.N）、联合利华（UL.N）。 

 疫情下家电轻工日化行业 2020 年业绩预期仍然强劲：受到全球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消费者居家生活办公比例提升，对应家居生活相关的家电、轻

工、日化消费品需求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受到疫情影响，2020 一季度各

个行业普遍出现业绩下滑，而二季度以来随着疫情常态化与防疫措施提

升，居民消费逐渐恢复，同时可选消费品中家电轻工日化消费需求不减。

根据彭博一致预期，全球家电轻工公司 2020 年经调整净利润仍有半数以

上公司将录得正增长。 

风险提示： 1）行业竞争加剧；2）新冠疫情及其他可能影响宏观环境因素；3）

新产品市场接受度不及预期；4）新店扩张运营不及预期；5）产品质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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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ability of secondary outbreaks in autumn and winter has increased, and the proportion of 
homes has continued to rise: As of November 10,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confirmed cases of 
new coronary pneumonia worldwide exceeded 51 million;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deaths 
reached 1.27 million, and the number of new cases in a single day continued to break through 
recording. As the weather turns cold in autumn and winter, and important holidays such as 
overseas Christmas and Thanksgiving, the probability of a second epidemic in autumn and 
winter has increased. Affected by the epidemic, currently about 72% of employees worldwide 
work remotely. Because of the increase in productivity during the epidemic,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permanent remote working employees will reach 
34.4% of the total staff in 2021, more than double the 16.4% before the epidemic. 
Benefiting from the “indoor” economy, the sales of small home appliances achieved explosive 
growth during the epidemic: The "home" economy has catalyzed the upgrading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Western-style kitchen appliances and small appliances ushered in explosive 
growth during the epidemic, and the market share was further concentrated in the head. The 
overseas epidemic continues to spread, and China, as the largest exporter of small household 
appliances overseas, has rapidly increased sales during the epidemic. The target JS Global Life 
(1691.HK) has benefited; the demand for cleaning tools and household DIY tools has been 
generated at home, and the target Innov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669.HK) has benefited . 
Work from home stimulates the demand for home furnishings: The various inconveniences 
caused by the epidemic at home and office have increased the demand for residents to change 
houses and home soft decoration. CHEERS soft sofas under Man Wah Holdings have a leading 
market share, maintained stable domestic sales during the epidemic, and rapidly increased their 
online share; Vietnamese factories have been put into production steadily to undertake 
domestic and foreign sales order replacement needs during the epidemic 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ariffs. In the second quarter, the sales volume of TCL electronic TVs in many 
overseas regions increased sharply. Sales in the North American market increased by 68.5%, 
sales in emerging markets increased by 5.0%, and sales in the European market increased by 
55.0%. Beneficiary targets Man Wah Holdings (1999.HK) and TCL Electronics (1070.HK). 
The rapid growth of household cleaning and daily chemical products consumption: Since March, 
the retail sales of daily necessities in China turned positive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month and 
reached 0.3%. Since April, the retail sales of cosmetics achieved a year-on-year growth of 3.5%, 
which is the first time in the year. The penetration rate of laundry detergent on the clothing care 
track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the demand for hand sanitizer in personal care track has 
exploded, home care track disinfectant has become a necessity for long-term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the demand for tissue track paper towels, sanitary napkins, and disinfection wet 
wipes has increased. The demand for low-priced small commodities on the track is picking up. 
The beneficiary targets Vinda International (3331.HK), MINISO (MNSO.N), Procter & Gamble 
(PG.N), Unilever (UL.N). 
Under the epidemic, the 2020 performance expectations of the home appliance and light industry 
are still strong: Affected by the global new crown pneumonia epidemic, the proportion of 
consumers living and working at home has increased, and the demand for home appliances, 
light industry, and consumer products related to home life has increased to varying degrees. 
Affected by the epidemic, the performance of various industries generally declined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0. Since the second quarter, with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epidemic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pidemic prevention measures, household consumption has gradually 
recovered.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sumer demand for optional consumer goods, household 
appliances, light industry and daily chemical consumption has not decreased. According to 
Bloomberg's consensus, more than half of the adjusted net profit of global home appliance light 
industry companies in 2020 will still record positive growth. 
Risk tips: 1) Intensified industry competition; 2) New crown epidemic and other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the macro environment; 3) Market acceptance of new products is less than expected; 4) 
New store expansion and operation are less than expected; 5) Product quality events 

 “Indoor” Economy Encountered COVID-19 Relapse, 

Household Consumption Continued To Benefit 

11/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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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正文 

1、 海外可选消费行业 2020 年度总结 

截至 2020 年 11 月 10 日，恒生指数收于 26301.48 点，YTD 下跌 6.70%，恒生非

必需消费品指数收于 3532.90 点，YTD 上涨 23.15%。2020 年以来恒生行业指数

YTD 涨幅中可选消费行业位列资讯科技业及医疗保健业之后排名第三，申万行业

指数中非必需消费品细分行业休闲服务、轻工制造、家用电器、商业贸易、纺织

服装 YTD 涨幅分别为 57%、19%、18%、12%、2%。 

图 1、2020 年恒生指数表现 图 2、2020 年恒生非必需消费品指数表现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3、恒生行业指数 YTD 涨幅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4、申万行业指数非必需消费品行业表现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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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11 月 10 日，港股上市家电公司有 6 家，分别是创科实业、海尔电器、

JS 环球生活、海信家电、TCL 电子、创维集团，海外上市主要家电公司有 8 家，

分别是 Phillips、Ingersoll Rand、惠而浦、SEB、A.O.史密斯、Electrolux、Helen of 

Troy、IROBOT。 

 

港股上市家居日化公司有 8 家，分别是恒安国际、玖龙纸业、敏华控股、红星美

凯龙、理文造纸、维达国际、L'OCCITANE、国美零售。海外上市主要轻工日化

公司有 9 家，包括宝洁、欧莱雅、联合利华、雅诗兰黛、金佰利、高乐氏、纽威、

良品计划、名创优品。 

 

表 1、海外上市家电家居日化行业标的汇总 

    大家电 厨电 小家电 日化用品 家居用品 纸类 卖场 

港股                 

家电行业                 

0669.HK 创科实业     √         

1169.HK 海尔电器 √ √ √         

1691.HK JS 环球生活   √ √         

0921.HK 海信家电 √             

1070.HK TCL 电子 √             

0751.HK 创维集团 √             

平均               

轻工日化行业                 

1044.HK 恒安国际           √   

2689.HK 玖龙纸业           √   

1999.HK 敏华控股         √     

1528.HK 红星美凯龙             √ 

2314.HK 理文造纸           √   

3331.HK 维达国际           √   

0973.HK L'OCCITANE       √       

0493.HK 国美零售             √ 

平均               

外股                 

家电行业                 

PHIA.AS Phillips √ √ √         

IR.N Ingersoll Rand √             

WHR.N 惠而浦 √             

SK.PA SEB   √ √         

AOS.N A.O.史密斯 √             

ELUXB.ST Electrolux √ √ √         

HELE.O Helen of Troy   √ √         

IRBT.O IROBOT     √         

平均               

轻工日化行业                 

PG.N 宝洁       √ √ √   

OR.PA 欧莱雅       √       

UN.N 联合利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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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N 雅诗兰黛       √       

KMB.N 金佰利           √   

CLX.N 高乐氏       √       

NWL.O 纽威   √ √   √     

7453.T 良品计划     √ √ √   √ 

MNSO.N 名创优品     √ √ √   √ 

资料来源：Wind，公司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5、全球家电轻工日化行业市值（截至 2020 年 11 月 10 日）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新冠疫情影响下全球家电轻工日化行业 2020 年业绩预期仍然强劲：受到全球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消费者居家生活办公比例提升，对应家居生活相关的家电、轻

工、日化消费品需求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受到疫情影响，2020 一季度各个行业普

遍出现业绩下滑，而二季度以来随着疫情常态化与防疫措施提升，居民消费逐渐

恢复，同时可选消费品中家电轻工日化消费需求不减。根据彭博一致预期，全球

家电轻工公司 2020 年经调整净利润仍有半数以上公司将录得正增长。 

 

图 6、港股家电轻工公司 2020 年经调整净利润预期 图 7、外股家电轻工公司 2020 年经调整净利润预期 

  
资料来源：Bloomberg，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Bloomberg，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重要声明 

                                   - 10 - 

海外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2020 年，家电轻工日化板块多家公司录得高涨幅。截至 2020 年 11 月 10 日，JS

环球领涨板块 YTD 涨幅达到 202%，敏华控股 YTD 涨幅达到 152%。涨幅在

50%-100%的公司有 TCL 电子、创科实业、维达国际，涨幅在 20%-50%之间的公

司有海信家电、海尔电器、IROBOT、玖龙纸业、国美零售、高乐氏、惠而浦、

雅诗兰黛。 

 

图 8、2020 年海外家电轻工行业 YTD 收益（截至 2020 年 11 月 10 日）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全球新冠疫情仍在持续，下半年家庭消费逐渐复苏 

 

海外确诊病例新增数创历史新高，秋冬季全球二次疫情概率提升：截至 11 月 10

日 8 时 58 分，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到 51,231,980 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

1,268,904 例。截至 2020 年 10 月 28 日的整周，全球共报告了近 300 万例新冠病

毒病例，超过此前最高记录。世界卫生组织在新闻稿中说，这是自新冠大流行开

始以来，全球病例数增长最快的一周。随着秋冬天气转冷，海外圣诞节、感恩节

等重要节日来临，秋冬季全球二次疫情概率提升。 

 

图 9、全球新冠疫情确诊人数持续攀升 

 
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各国 CDC，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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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抗疫进入常态化，二季度以来经济逐渐恢复：根据截至 11 月 10 日数据，我

国累计确诊病例达到仍控制在 10 万例内，全球确诊人数排名落于 20 名外，防疫

工作步入常态化。疫情使得居民宅家比例提升，上半年以来家庭相关用品购买及

更新需求爆发式增长。 

 

图 10、中国新冠疫情确诊人数实现基本控制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国内社零实际增长首回正，PMI 新出口订单指数创下两年内最好表现：截至 2020

年 9 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9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5295 亿元，同

比名义增长 3.3%，增速比 8 月加快 2.8 个百分点，市场销售连续两个月同比正增

长，月度增速连续七个月提高。扣除价格因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

2.4%，8 月为下降 1.1%，月度实际增速年内首次转正。9 月份新出口订单指数达

到 50.8%，不仅是年内首次进入景气区间，也创下自 2018 年 7 月以来两年多时间

里的最好表现。 

 

图 1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图 12、PMI 新出口订单回升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海外经济逐步复苏，消费品支出同比增幅提升：观察美国个人消费品支出数据，6

月份以来耐用品及非耐用品个人消费支出首度实现正同比增长。截至 8 月，美国

非耐用品个人消费支出当月同比增长 2.6%，耐用品个人消费支出当月同比增长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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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美国非耐用品个人消费支出同比增长 图 14、美国耐用品个人消费支出同比增长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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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疫情催生“宅”经济，小家电需求爆发 

2.1、居家消费迎升级，西式厨电小家电走强 

预计明年居家办公比例将继续提升：根据美国第三方机构 ETR 的调查，受疫情影

响，目前全球约有 72% 的员工远程工作。因为疫情期间生产率有所提升，根据

调研预计 2021 年永久性远程工作的员工占总员工的比例将达 34.4%，较疫情前

的 16.4% 提高逾一倍。  

 

图 15、全球在家办公比例 图 16、全球小家电销售渠道占比，线上份额逐年提升 

  
资料来源：ETR，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受益“宅”经济，疫情期间小家电销量实现爆发式增长：根据淘宝数据，疫情期

间三八女王节小家电新品类的销量大幅上涨，天猫上三明治机首小时同比增长

1500%、厨师机 38 分钟超去年全天、蒸汽拖把首小时成交同比增长 380%。上半

年中国小家电全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速领先的品类为煎烤机、搅拌机、破壁机，分

别同比增长 71%、18.8%、基本持平，零售量同比领先的品类包括煎烤机、破壁

机、搅拌机、豆浆机、养生壶，分别同比增长 65.3%、55.2%、47.5%、13%、7%。 

 

 

图 17、上半年中国小家电全品类零售额 图 18、上半年中国小家电全品类零售量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020 上半年小家电线上渠道占比进一步提升：截至 2019 年，中国小家电线上渠

道零售额及零售量分别占 52%及 74%。20H1 线上渠道贡献了中国小家电 83%的

零售量及 65%的零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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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9、上半年中国线上小家电零售额占比 图 20、上半年中国线上小家电零售量占比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小家电行业市场格局相对稳定，头部企业集中度高：根据奥维云网数据，2019 年

小家电行业 CR10 线下集中度已达到 97%，线上集中度也已达到 77%，其中 CR5

小家电企业线下及线上占比分别为 91%及 68%，行业头部集中格局显著。 

 

图 21、小家电行业线上集中度 图 22、小家电行业线下集中度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疫情期间西式厨电小家电市占率进一步向头部集中：疫情期间线上品类 CR5 份额

提升显著的单品包括破壁机、电饭煲、台式电烤箱、电水壶等。线下小家电品类

CR5 份额普遍亦有提升，包括电压力锅、电磁炉、电饭煲、电水壶、养生壶等。 

 

图 23、上半年中国线上小家电 CR5 市占率提升产品 图 24、上半年中国线下小家电 CR5 市占率提升产品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头部公司受益于“宅”经济提升份额，食物料理电器品牌份额九阳领先：食物料

理电器过往 CR5 份额维持在 70%以上，其中 JS 环球生活旗下九阳以 38.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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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市占率位列过往五年行业第一。疫情期间食物料理电器爆款产品包括九阳破壁

机、九阳榨汁机、小熊加湿器、摩飞多功能锅等。 

 

图 25、食物料理电器的品牌份额 

 
资料来源：Euromonitor，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说明：食物料理电器包括豆浆机、搅拌机、榨汁机、食物料理机和其他料理电器。 

 

小家电品类进一步细分，九阳孵化出多个爆款 SKU：包括售价 399 元的破壁机、

售价 99 元的榨汁机、售价 99 元的净水器、89 元不粘锅及 79 元恒温暖暖杯等。

疫情期间小家电品类完成再细分，长尾市场品类丰富度继续提升，小家电市场空

间进一步打开。 

 

图 26、九阳天猫官方旗舰店单品销售量排名 

 
资料来源：天猫商城，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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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厨电走向小家电，九阳产品品类不断丰富：九阳自 2008 年上市以来，积极进行

新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逐渐实现了从豆浆机向品质小家电转型的战略，品牌多

元化的延展效果显著，目前产品主要包括食品加工机系列、营养煲系列、电磁炉

系列、西式电器系列共 20 多个品类。 

 

表 2、九阳产品分类 

产品系列 产品类型 

食品加工机系列 豆浆机，破壁机，空气炸锅，炒菜机器人，面条机 

营养煲系列 电饭煲，压力煲，电炖锅，开水煲 

西式电器系列 净水器，电烤箱，油烟机，猛火灶，消毒柜，洗碗机，热水器 

电磁炉系列 电磁炉 

其他产品 炊具，IP 合作款等 

资料来源：九阳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相比竞品，九阳性价比优势显著：九阳能够持续领先行业的原因在于不断进行核

心优势产品的创新升级。公司自建的三级研发体系架构，还在产品 BU 下设立产

品经理、研发人员、设计人员三人小组，以便更快更好地察觉消费者需求，推动

创新、刺激新品销售。 

 

表 3、低价位破壁机竞争产品对比 

品牌 九阳 苏泊尔 美的 

型号 Y912 08P PB12Power311 

原价 999 元 899 元 799 元 

折扣价 549 元 499 元 549 元 

月销量 10000+台 76 台 943 台 

转速 35000 转/分 38000 转/分 36000 转/分 

功率 加热 900W，搅拌 900W 1300W 加热 800W，搅拌 1200W 

容量 1.4/1.75L 1.75L 1.75L 

降噪设计 无 无 无 

自动清洗 一键自动清洗 一键自动清洗 一键自动清洗 

资料来源：九阳天猫旗舰店，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表 4、最高价位破壁机竞争产品对比 

品牌 九阳 美的 苏泊尔 

型号 Y88 BL1883A JP98LV 

原价 3599 元 3999 元 2599 元 

折扣价 2999 元 3499 元 1599 元 

月销量 205 台 4 台 298 台 

转速 28000 转/分 12500/14000/16000 转/分 36000 转/分 

功率 加热 1600W，搅拌 400W 
加热 1500W，搅拌

1800W 

加热 1500W，搅拌
1000W 

容量 0.4-1.2L 1.75L 1.75L 

降噪设计 3.0 静音系统 静音阀 静音阀+静音罩 

自动清洗 自动清洗+蒸汽除菌 一键自动清洗 一键自动清洗 

资料来源：九阳天猫旗舰店，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境外收购 SN，成立 JS 环球生活：2016 年 5 月起，九阳股份控股股东上海力鸿在

香港和开曼群岛成立境外收购主体，于 2017 年 7 月成功收购 SharkNinja。通过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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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运作，2018 年 4 月在香港设立的 JS 环球生活成立 Sunshine Rise 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注资上海力鸿实现了对九阳股份的控制。2019 年 12 月，JS 环球生活在港交

所上市，代码 1691.HK。 

 

图 27、公司的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JS 环球生活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2、小家电扬帆出海，疫情期间外销规模提升 

全球小家电市场份额分散，国货厂商美的、九阳、小熊位列前十：截至 2020 年，

全球前十大小家电厂商共占 45.3%市场份额，分别为赛博、美的、品普、纽威、

飞利浦、九阳、汉密尔顿海滩、德龙、松下、小熊。头部两家赛博及美的份额均

为 9.3%稳步增长，九阳排名第六份额 3.9%稳中有升，小熊排名第十占比 1.4%近

年来份额快速提升。 

 

图 28、全球小家电份额排名 1-5 图 29、全球小家电份额排名 6-10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海外线上电商市场规模及普及率逐步提升：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2019 年美

国电子商务市场规模达到 6595 亿美元，渗透率达到 12.2%，欧洲电子商务市场规

模达到 5985 亿美元，过往复合增速达到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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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美国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及普及率预测 图 31、欧洲电子商务规模及 CAGR 预测 

  
资料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美国小家电销售线上份额占比接近 20%，亚马逊为最主要渠道：2019 年美国小

家电销售规模达到 264 亿美元，其中线上销售额达到 49 亿美元占比 19%。分渠道

来看，58%销售额来源于亚马逊平台，Ebay、沃尔玛分别占到 6%、4%市场份额。 

 

图 32、美国小家电线上线下份额拆分 图 33、美国小家电线上销售渠道拆分 

  
资料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中国为美国小家电最大进口国，过往占比达到 60%：美国小家电 80%的市场零售

额来源于进口，进口国家包括中国、墨西哥、马来西亚、德国、意大利。2018 年

美国进口中国小家电零售额达到 150 亿美元，占美国小家电市场零售份额达到

60%。2018 年英国小家电市场零售份额达到 49 亿美元，预计未来继续稳步增长。 

 

图 34、按进口国家划分美国小家电市场零售额 图 35、英国小家电市场零售额 

  
资料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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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H1 出口欧美小家电表现超预期，带动 JS 环球生活收入提升：2020H1JS 环

球生活录得营业收入 15.1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6%，其中九阳分部和 SharkNinja

分部分别占比 41.2%和 58.8%，海外营收占比 59.5%。增速方面，欧美市场高速增

长，主要受 SharkNinja 新产品上市、德法市场开拓以及疫情经济影响；分产品类

别看，烹饪电器、食品料理电器和清洁电器销售增速分别为 25.2%、15%及 27.3%。 

 

图 36、JS 环球生活 2020H1 收入增速分产品 图 37、欧美市场高速增长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3、清洁电器需求强劲，出口数据表现亮眼 

 

疫情期间清洁类电器出口持续增长：根据国家海关总署数据，2020 年来出口吸尘

器、气体净化器、水净化器、洗碗机数量均有所上升。截至 2020 年 8 月，中国出

口吸尘器数量达到 9139 万台，过往四年 CAGR 为 6%，出口水净化器 2271 万台，

过往四年 CAGR14%，出口气体净化器 1812 万台，过往 CAGR40%，出口洗碗机

313 万台，过往 CAGR7%。 

 

图 38、中国近年来出口吸尘器数量 图 39、中国近年来出口净化器、洗碗机数量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JS环球生活旗下Shark和Ninja品牌瞄准欧美中高端清洁电器及厨电市场：JS环球

生活的产品主要分为食品料理电器、烹饪电器和清洁电器三大类。Shark和Ninja

品牌瞄准欧美的中高端市场，分别专注于家居环境电器和厨房电器，九阳品牌则

对准中国的中高端市场，主打厨房电器。JS环球生活产品类别广泛、创新性强、

品牌差异性高，在国内和海外市场均取得较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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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SharkNinja 中美市场的市占率及排名 

品牌 产品类型 市场排名 市场份额 

九阳 

（中国市场） 

豆浆机 1 80.6% 

破壁机 1 36.6% 

食物料理机 1 36.8% 

榨汁机 1 37.0% 

面条机 1 - 

空气炸锅 1 - 

Shark 

（美国市场） 

吸尘器 1 36.4% 

蒸汽拖把 2 28.5% 

扫地机器人 2 19.0% 

Ninja 

（美国市场） 

搅拌机 1 30.2% 

多功能烹饪煲 2 14.4% 

资料来源：JS 环球生活招股书，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Shark定位欧美大户型清洁，美国吸尘器市场份额排名第一：2018年Shark品牌在

美国吸尘器市场排名第一，市场份额达36.4%；2017年推出的之智能Shark ION扫

地机器人2018年占美国市场19.0%的份额，位列第二；另外，Shark在美国蒸汽拖

把市场排名第二，占比28.5%。 

 

图 40、Shark 和戴森技术亮点 

 
资料来源：Shark 官网，戴森中国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创科实业提供工业电动工具、户外园艺工具，满足家庭 DIY 目标客群需求：公司

的电动工具业务主要包括 MILWAUKEE 工业电动工具，RYOBIDIY 电动工具，以

及 RYOBI 户外园艺工具，公司业绩常年持续稳定增长，产品覆盖了包括电气、机

械、渠道、工程改造、运输维修及配电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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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创科实业电动工具主要产品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创科实业地板护理系列产品美国市占率逐年提升：公司地板护理产品主要包括

HOOVER ONEPWR 系列充电式吸尘器、VAX 系列地毯清洗机、OERCK 充电式

清洁方案系列、DIRT DEVIL VERSA 吸尘器。创科实业地板护理类产品在美国真

空吸尘器市场占有率达到 37.4%，其中 Dirt Devil 真空吸尘器在美国市场占有率达

到 18.3%。 

 

表 6、地板护理产品及器具主要产品介绍 

系列 主要产品 主打特色 

HOOVER 

ONEPWR

系列 

FLOORMATE JET 充电式吸

尘机 

全部产品皆采用强大的锂离子电池，更快速轻松地

完成日常清洁工作。 

VAX 系列

地毯清洗机 
PLATINUM POWER MAX 

装有不同的方便配件，可以轻松清洁楼梯、座椅表

面及汽车内部。 

OERCK 充

电式清洁方

案系列 

Hoover CommerciaL 系列产

品 

专注融合人体工学设计、完善的用户体验及无可比

拟的动力。 

DIRT 

DEVIL 系

列 

DIRT DEVIL VERSA 吸尘

器 

价格相对便宜的充电式吸尘器，运行时间长、充电

时间快，功能简单易上手。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重要声明 

                                   - 22 - 

海外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创科实业市场份额稳定，主要市场在北美：公司 2018 年及 2019 年，77%的销售

额来自北美洲，15%来自欧洲，8%来自其他国家。美国最大的工具零售商 Home 

Depot 是公司最大的战略合作客户，因此在北美地区拥有稳定的市场份额并且销

售额逐年增加，2019 年北美地区销售额较去年同期上涨 10.0%。 

 

 

图 42、公司护理产品在美国真空吸尘器市场占有率 图 43、公司 Dirt Devil 真空吸尘器在美国市场占有率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44、公司销售额按地区分布 图 45、公司在北美地区销售额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重要声明 

                                   - 23 - 

海外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3、 后疫情时代国内地产销售回暖，家居、大家电行业受益 

宅家办公激发换房、装修需求：基于第三方平台疫情期间对于居家感受的调查，

对于客厅功能单一、餐厅空间不够、厨房功能不足、主卧储物不足、没有独立书

房登上问卷调查结果前五名，疫情居家办公产生的种种不便，提升了居民换房及

装修需求。 

 

图 46、疫情期间对于居家感受调查 图 47、疫情后家庭置业统计图 

  

资料来源：赛拉维，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赛拉维，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疫情激发换房需求，全国城市二手房交易率先回暖：自三月份以来二手房出售挂

牌量逐步恢复正常水平，挂牌价格稳步上涨。二手房交易回暖带动地产后周期装

修、物业管理、大家电厨电需求提升。 

 

图 48、疫情以来全国城市二手房出售挂牌量回升 图 49、疫情以来城市二手房出售挂牌价稳步上涨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下半年疫情步入常态化，国内商品房成交面积及竣工面积有所回升：自六月份以

来居民生活逐步恢复正常秩序，30 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当年同比增长恢复正

数，达到 1816 万方，同比增长 9.4%，截至六月房屋累计竣工面积达到 2.07 亿方，

同比下滑幅度缩窄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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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疫情以来 30 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回升 图 51、疫情以来房屋竣工面积同比降幅缩窄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五月美国新建住房销售恢复同比正增长，欧元区房价指数年内增速提升：截至

2020 年 5 月，美国新建住房销售当月达到 6.4 万套，同比增长 14.3%恢复正增速。

截至 9 月美国新建住房销售数据仍保持双位数正增长。2020 年一、二季度欧元区

房价指数分别同比增长 5.1%、5.0%。 

 

图 52、美国新建住房销售 图 53、欧元区房价指数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3.1、中国家具出口内销稳步恢复 

 

中国家具内销逐步恢复，出口实现高速增长：疫情以来，中国家具零售额自低位

逐步恢复，截至上半年同比下滑 14.1%，较 1-2 月同比下滑 33.5%有较大反弹。中

国家具出口金额自 6 月份来恢复正增长，6 月当月家具出口金额达到 49.3 亿美元，

同比增长 8.4%，截至 9 月当月中国家具出口金额达到 53.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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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中国家具零售额增速 图 55、中国家具出口金额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海外家居零售销售额自疫情以来逐步恢复正增速：海外疫情虽仍在持续，但消费

数据已呈现逐步回升趋势。自 2020 年 5 月以来，美国家居和家用装饰店销售额首

次同比实现正增长，7 月份以来欧洲 27 国零售销售指数逐步恢复正增速。 

 

图 56、美国家居和家用装饰店销售额实现同比增长 图 57、欧盟 27 国零售销售指数逐步恢复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疫情期间国内线上家居销量最高单品主要为床、沙发、床垫、按摩椅：根据天猫

及京东店铺统计数据，截至 2020 年 8 月，芝华士、顾家家居、喜临门、全友家居

线上销量最高单品分别为芝华士乳胶枕、芝华士太空舱按摩椅、全友家居双人床、

沙发，顾家家居床垫、双人床，喜临门床垫、真皮床。 

 

表 7、芝华仕、顾家、喜临门、全友天猫及京东店铺统计 

店铺名称 关注量（万） 销量最高的单品 月销量（组） 单价（元） 

天猫芝华仕旗舰店 252 
芝华仕防螨抑菌橡胶护颈椎助睡眠记忆枕头枕芯天然乳

胶枕家用单人 
3406 199 

天猫全友家居官方旗舰店 494 
全友家居双人床 1.8 米 1.5 米现代简约板式床经济型卧室

家具床 106302 
3008 946 

天猫顾家家居官方旗舰店 318 
顾家家居乳胶席梦思 1.8m 床独立静音弹簧加厚乳胶床垫

5G 垫/梦想垫 
6306 2599 

天猫喜临门官方旗舰店 151 
喜临门官方旗舰店天然乳胶床垫席梦思弹簧黄麻垫抗菌

防螨 白骑士 
6058 4199 

京东芝华仕旗舰店 100.1 
芝华仕床 双人床真皮床现代简约主卧婚床储物床 1.8 米

卧室家具 C039 象牙白-买床送床垫 1800*2000 
N/A 7999 

京东芝华仕按摩椅旗舰店 2.8 
CHEERS 芝华仕按摩椅 智能多功能太空舱全自动电动老

人家用全身芝华士 M1040 卡其色 
N/A 8109 

京东芝华仕都市旗舰店 14.4 芝华仕  布艺沙发  简约现代  中大户型客厅组合沙发 N/A 8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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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5 白色【四人位-右脚位】 

京东顾家家居官方旗舰店 72.6 
现代简约真皮床 北欧主卧 1.8米皮床双人床 890 常规款

大地灰送 M0001C 1800mm*2000mm  框架结构 
N/A 7399 

京东全友家居官方旗舰店 197.4 

全友家居沙发 布艺沙发 现代简约沙发北欧客厅整装皮

布艺沙发组合可拆洗布沙发套装家具 102085C 正向布皮

沙发(1+3+转) 

N/A 3398 

京东喜临门家具官方旗舰店 88.3 

喜临门 真皮床双人床皮现代简约头层牛皮 1.5米 1.8米软

靠现代软体主卧室婚床家具 奥卡 深咖色床+双面乳胶床

垫套餐 180*200cm 

N/A 6999 

资料来源：天猫 APP、京东 APP、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我国沙发产量近年来稳步增长，三分之二份额用于出口：我国沙发产量近年来稳

步增长，2018 年达到 4 亿套。约有三分之二用于出口销售。2018 年，国内的沙发

销售量为 1200 万套。从销售市场来看，2018 年沙发行业销售收入为 1422 亿元，

同比增长 6.8%，其中出口市场销售额达到 898 亿元，同比增长 8.6%。 

 

图 58、中国市场沙发产量 图 59、中国市场沙发收入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功能沙发市场份额逐渐提升：中国市场沙发规模不断增长，2018 年，按销售额计

算，沙发市场规模为 546 亿元。其中，功能沙发规模为 76 亿元，占比 13.9%，同

比增加 15.3%，传统沙发市场规模为 470 亿元，占比 86.1%。功能沙发市场增速

近几年较为平缓，但总体上仍大于传统沙发市场规模增速。 

 

图 60、中国沙发市场规模 图 61、中国沙发市场增速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敏华控股在中国功能沙发领域份额持续领先：2019 年，公司在中国市场占有率为

50.1%，位列功能沙发生产商市占率第一位，远超其他功能沙发生产商，功能沙发

市占率约为顾家家居的 5 倍。敏华旗下功能沙发品牌芝华仕也在中国市场占有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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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优势。 

 

图 62、中国功能沙发生产商市占率 图 63、中国功能沙发品牌市占率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敏华控股功能沙发销量全球第一，美国第二：2019 年，公司共销售功能沙发 125

万套，蝉联全球销量第一的功能沙发企业。在美国市场，公司市占率亦多年来位

居前五。2019 年，敏华在美国市场占有率为 10.8%，位列功能沙发生产商市占率

第二位。 

 

图 64、全球五大功能沙发生产商销量 图 65、美国五大功能沙发生产商市占率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拥有自主生产铁架优势，敏华控股产品类别丰富售价更低：敏华控股不仅仅式全

球功能沙发的龙头企业，亦是全球最大的功能沙发的核心原材料——铁架的供应

商。从性价比上来看，敏华控股在功能等同、材质差别不大的情况下，售价略低

于顾家家居。 

 

表 8、敏华功能沙发与普通沙发、其他厂家功能沙发对比 

品牌 产品优势 价格（元） 材质 设计特点 功能 

芝华仕功

能沙发 

  

6599 

巴西进口木料；荷兰进

口原料生产的海绵；面

料为第四代超纤科技

布，获得 Intertek 绿叶

认证；合金架通过 26

万次检测； 

智能电动操控；面料

为哑光磨砂质感，兼

具皮布双重优势，耐

磨防污，免洗易清洁；

根据人体工程学设计

填充海绵；  

110°~160°调控角度，

可满足多种需求；电动

按键；可 USB 充电；

收纳； 

顾家普通

沙发 
 6399 

32KG/M3 的海绵；泰

国乳胶坐垫；透气面

料； 

座包由高密度海绵和

加厚乳胶科学配比支

撑，更加柔弹；面料

防潮防闷，透气；靠

头可移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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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家功能

沙发 

 

7199 

松木实木框架；高密度

回弹海绵；新升级科技

布面料；合金脚踏可承

重 150KG；高承重碳

素钢支架； 

电动开关；面料采用

3D 仿生工艺制成，再

现天然皮纹肌理 

110°~160°调控角度，

满足多种需求；电动按

钮；小物件收纳； 

资料来源：芝华仕官方商城、顾家官方商城、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敏华控股推出了不少类型的功能沙发单椅，贴合消费升级和单身经济的需求。相

比于一般的功能沙发，单椅销售单价更低，占空间小，更为轻便，多个功能沙发

单椅的组合也具有社交属性。 

 

表 9、功能沙发单椅对比 

品牌 产品优势 价格（元） 材质 设计特点 功能 

芝华仕功

能沙发单

椅 

 

1299 

南美进口木料；荷兰进口原

料生产的海绵；面料通过

4000 次耐磨损测试；合金架

通过 26 万次检测； 

造型软萌；无开关开合设计，根据

躺下力度自动调节到合适角度；根

据人体工程学设计七区承托系统； 

110°~160°调控角度，

可满足多种需求； 

芝华仕功

能沙发单

椅 

 

3699 

南美进口木料；荷兰进口原

料生产的海绵；面料为巴西

进口头层牛皮；合金架通过

26 万次检测； 

头枕式设计的靠头、舒适饱满的靠

背、宽大舒适坐垫、大气宽大扶手、

承重 159KG 的合金支架； 

110°~160°调控角度，

可满足多种需求；电

动开关； 

顾家功能

沙发单椅 

 

3249 
高精密仿麻面料；填充为海

绵和丝绵； 

双层浪花扶手；水波纹分段靠背；

占地 0.85 平米，占地小，轻便；

七区科学承托，符合人体力学设

计； 

110°~160°调控角度，

满足多种需求；电动

开关；电动开关；USB

充电接口； 

顾家功能

沙发单椅 

 

4349 

松木实木框架；功能架接触

面为头层牛皮；填充为海绵

和丝绵 

舒适分层靠头、灵动扶手垫、精致

捏边坐垫、坚固金属脚架； 

110°~160°调控角度，

满足多种需求；电动

开关； 

资料来源：芝华仕官方商城、顾家官方商城、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015-2020 财年，敏华控股收入稳健增长。2020 财年，公司收入 121 亿港币，其

中中国、北美、欧洲以及其他地区收入分别为 70 亿港币、35 亿港币、17 亿港币，

占比分别为 54.3%、31.5%、14.1%。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公司北美市场收入

下降 15.4%，致使公司沙发及配套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5.4%。公司积极开拓其他业

务，但沙发及配套业务仍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2020 财年，公司床具，其他家居

产品以及房地产等业务合计收入 40 亿港币，占总收入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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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公司历年收入来源 图 67、公司各业务收入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公司旗下芝华仕品牌亦通直播短视频、社交媒体等方式拓展市场，扩大影响力。

公司合作合作薇娅、李佳琦等直播，累计观看人数 1.4 亿。芝华仕在各大社交媒

体曝光量突破 6 亿，网络讨论量逾 500 万。 

 

图 68、芝华仕合作薇娅、李佳琦直播间 

 
资料来源：淘宝直播频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3.2、电视机出口需求快速提升 

TCL 电子电视机出货量达到全球第二，疫情期间海外销售大幅提升：TCL 电子在

全球 19 个国家市占率位列前茅。2018 年，TCL 电子出货量已跃至全球第二位。

2019 年，公司全球市场出货量市占率为 13.0%，提升 1.4 个百分点，仅次于三星。

2020 年上半年海外销售 TCL 品牌电视机 731 万台，同比增长 3.4%。其中，二季

度在海外多个地区的销售量均有大幅上涨，在北美市场的销售量提升 68.5%，在

新兴市场的销售量提升 5.0%，在欧洲市场的销售量提升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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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9、TCL 电视海外销量 图 70、电视机全球出货量市占率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研发能力强大，今年已推出多个新产品：今年春季公司发布了“懂你的大屏音画

专家”三大系列 13 款超大屏新品。其中，“C8 至臻 QLED TV”是首款搭载量子

点 Pro 2020 技术的，量子点+TCL 自研的 Q 画质引擎技术的电视，使得产品的亮

度、色彩、清晰度等方面进一步优化；“P9 好莱坞剧院电视”搭载顶级音响品牌

安桥合作打造的 HIFI 独立专业音响；“V8 全场景 AI 电视”在原有人工智能操作

上进行了全时、全员、全能、全屋四大方面升级，用户可享受到极致画质、音质

及全场景 AI 技术和功能 

 

图 71、TCL“懂你的大屏音画专家”三大系列产品 

C8 至臻 QLED TV P9 好莱坞剧院电视 V8 全场景 AI 电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加强海外电视流媒体合作，TCL 电子稳步开拓海外互联网业务：借助硬件方面的

优势，TCL 电子在海外市场与 Roku、Netflix、Google 互联网公司合作。TCL 电

子提供硬件，而对方提供内容及操作平台，TCL 电子最终获取用户激活电视费用

及合作分成收益。2020 年上半年，海外互联网业务持续扩张，收入超过 1 亿元，

同比增加 29.0%，未来增长潜力巨大。TCL 电子当前的海外业务分布在北美市场

以及新兴市场，主要分布于新兴市场，未来将会在其他国家进一步拓展。 

 

http://ipoipo.cn/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重要声明 

                                   - 31 - 

海外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图 72、海外互联网业务的收入及利润 图 73、海外互联网收入分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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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疫常态化，日用品需求稳步上行 

 

疫情期间国内日用品、化妆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快速回正：自 3 月份以来，中国

日用品类零售额当月增长首次转正达到 0.3%，4 月以来化妆品类零售额同比实现

3.5%增长，年度首次转正。 

 

图 74、中国日用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图 75、中国化妆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海外疫情催生居家防疫需求，二季度日用品商场及杂货店销售额先后转正：二季

度以来海外新冠疫情确诊数据大规模爆发，防疫相关的日用品、杂货店零售额同

比增长恢复速度较快。美国日用品商场零售额于 5 月恢复同比正增速，实现 2%

同比增长。美国杂货店销售额于 6 月恢复 1%同比增长。 

 

图 76、美国日用品商场零售额同比增长 图 77、美国杂货店销售额同比增长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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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居家清洁消杀需求爆发，家庭清洁护理市场迅速发展  

中国家庭清洁护理市场发展迅速，衣物清洁护理产品是中国家庭清洁护理市场最

大的细分市场：中国家庭清洁护理行业的零售销售总价值由 2015 年的人民币 900

亿元增至 2019 年的人民币 1,108 亿元，复合年增长率为 5.3%，增长速度高于同期

全球家庭清洁护理行业 2.5%的复合年增长率。预计中国家庭清洁护理行业的零售

销售总价值继续增长，至 2024 年将达人民币 1,677 亿元，2019 年至 2024 年复合

年增长率 8.7%，上述增量占 2019 年至 2024 年全球家庭清洁护理行业增量的三分

之一以上。于 2019 年，中国衣物清洁护理产品、个人清洁护理产品及家居清洁护

理产品的零售销售价值分别为 678、95 及 335 亿元人民币，分别占中国家庭清洁

护理产品零售销售总价值的 61.2%、8.6%及 30.2%。 

图 78、中国家庭清洁护理行业市场规模 图 79、2019 年家庭清洁护理行业市场规模明细 

  
资料来源：蓝月亮招股说明书，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蓝月亮招股说明书，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

整理 

 

宝洁、联合利华全球市占率领先，立白、纳爱斯跻身全球十强：截至 2019 年全

球家庭清洁市场 CR10 达到 60%，其中宝洁、联合利华分别占有 18%及 11%市场

份额。 

 

图 80、全球家庭清洁市场主要厂商份额 图 81、宝洁全球销售份额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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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物清洁 

 

衣物清洁护理行业市场集中度较高，各品牌零售销售价值走高：2019 年衣物清洁

护理行业前五大品牌分别为立白、雕牌、蓝月亮、汰渍以及奥妙，其零售销售价

值依次为 124.9、78.9、65.0、62.1 及 62.1 亿元人民币，所占市场份额依次为 17.1%、

10.8%、8.9%、8.5%及 8.5%。 

 

图 82、衣物清洁护理产品品牌 TOP5 市场份额 图 83、衣物清洁护理品牌 TOP5 零售销售价值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从洗衣粉到洗衣液转变，洗衣液占衣物清洁市场 44%的份额仍将提升：由于便利

性较强及洗后问题较少，中国消费者已逐渐从依赖洗衣粉转而越来越青睐洗衣液。

2015 年至 2019 年，洗衣液的零售销售价值以 13.1%的复合年增长率快速增长，并

于 2019 年达到人民币 272 亿元，而于该期间内洗衣粉零售销售价值则以复合年均

0.6%的比率下降。预计自 2019 年起，洗衣液零售销售总价值将以 13.6%的复合年

增长率增长，到 2024 年将达到人民币 515 亿元。此外，中国洗衣液市场的未来增

长潜力巨大。截至 2019 年，洗衣液在中国的渗透率（即洗衣液零售销售价值占洗

衣剂零售销售总价值的百分比）为 44.0%，远低于日本(79.5%)及美国(91.4%)等其

他主要经济体，这表明在中国洗衣剂市场中，洗衣液仍有进一步替代洗衣粉的空

间，预计洗衣液的渗透率将持续提高，到 2024 年将达到 58.6%。 

图 84、中国洗衣液市场零售销售价值及渗透率 图 85、2019 年主要经济体洗衣液渗透率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蓝月亮：经历渠道改革，重回高速增长，增速最快的细分赛道——洗衣液市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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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洗衣液占衣物护理 44%的份额，渗透率还在不断提升。按零售销售价值计算，

2019 年蓝月亮于衣物清洁护理产品市场份额达到 8.9%，同比提升 1.3 个百分点，

居于衣物护理行业第三位。对于蓝月亮主打衣物护理产品——洗衣液，于 2019

年，按零售销售价值计算，中国洗衣液分部的五大洗衣液公司占整个市场的份额

合计 81.4%，占中国洗衣液分部整体市场份额的 24.4%，公司在中国洗衣液市场

的市场份额连续 11 年（2009 年至 2019 年）位居第一。 

 

图 86、蓝月亮衣物护理产品市场份额 图 87、2019 年蓝月亮洗衣液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立白：品类多样，增速与市占率稳定：1994 年陈凯旋、陈凯臣两兄弟创办广州市

立白洗涤用品有限公司。“立白洗衣液”是立白集团中高端洗涤品牌，其品牌产品

诉求为：洗护合一，防止衣物变黄变旧变硬，主要产品包括：立白天然皂液、立

白精致衣物护理洗衣液、立白全效护理洗衣液、立白全效馨香洗衣液、立白机洗

低泡柔护洗衣液等等。据零售销售额计算，2019 年立白衣物护理产品市场份额达

到 17.1%，同比下降 0.6 个百分点，居行业首位；2019 年立白衣物护理产品零售

销售额达 124.9 亿元人民币。 

 

图 88、立白衣物护理产品市场份额 图 89、立白衣物护理产品零售销售价值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雕牌：洗衣皂、洗衣粉渗透率下滑带动市占份额下滑：雕牌为纳爱斯集团旗下洗

衣用品品牌，1991 年纳爱斯集团推出纳爱斯香皂，1992 年雕牌超能皂问世，1996

年雕牌成为“中国肥皂第一品牌”，2002 年雕牌洗衣粉被评为国家免检产品及中国

名牌产品。据零售销售额计算，2019 年雕牌衣物护理产品市场份额为 10.8%，产

品零售销售价值为 78.9 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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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0、雕牌衣物护理产品市场份额 图 91、雕牌衣物护理产品零售销售价值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汰渍：产品定位偏低端线上渗透率低，市场份额萎缩：汰渍（Tide）是全球日化

龙头宝洁公司旗下著名的洗涤品牌，也是全球最大的洗衣粉品牌之一。汰渍于

1946 年诞生于美国，是世界上第一种合成洗衣粉。1995 年汰渍进入中国市场；1997

年至 1999 年间汰渍第二代、第三代及第三代增强型在全国上市； 2002 年至 2007

年 汰渍先后在中国市场上推出三重成效洗衣粉系列、汰渍净白去渍洗衣粉系列、

汰渍 360 度全能洗衣粉及新上市的含舒肤佳皂粒的汰渍洗衣粉；2010 年汰渍法国

原液进口汰渍洗衣液引入中国；2011 年 7 月，汰渍推出全效 360 系列洗衣产品。

据零售销售价值计算，2019 年汰渍衣物护理产品市场份额为 8.5%，零售销售额为

62.1 亿元人民币。 

 

图 92、汰渍衣物护理产品市场份额 图 93、汰渍衣物护理产品零售销售价值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奥妙：线上渠道偏弱市场份额难提升：奥妙是世界 500 强公司“联合利华”旗下，

国际领先织物洗涤品牌。1993 年，“奥妙”正式进入中国。2009 年，奥妙推出全自

动高浓度洗衣液，全新的产品系列满足消费者更高的衣物洗护要求；2010 年，奥

妙全自动洗衣液配方升级，不断提升产品品质，为提高消费者生活质量不断努力; 

2012 年，奥妙净蓝全效洗衣液全新上市，满足更多消费者的全面洗衣需求; 2012

年，奥妙全自动深层洁净洗衣液重装上市，为消费者提供 3 倍更快更轻松的高效

洗衣体验; 2013 年 9 月，奥妙全自动智旋洁净洗衣液——机洗专家上市，专业机

洗配方，专为机洗设计，满足消费者更细致的洗衣需求，提供极致洁净体验。据

零售销售额计算，奥妙衣物护理产品市场份额为 8.5%，同比下降 0.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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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奥妙衣物护理产品市场份额 图 95、奥妙衣物护理产品零售销售价值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于 2019 年，以零售额计算，公司在中国洗衣液市场、洗手液市场均名列第一，市

场占有率分别为 24.4%、17.4%。根据中国品牌力指数排名，公司于洗衣液市场及

洗手液市场连续十年（2011-2020 年）品牌排名一位，C-BPI 得分与第二名拉开较

大差距。 

图 96、历年中国洗衣液品牌排名 

 
资料来源：C-BPI，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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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护理 

 

洗手液市场有巨大增长潜力，从香皂到洗手液转变：随著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多地

使用洗手液（与香皂相比其产生的皮肤刺激更少且感染风险更低），香皂的使用量

有所下降。按零售销售价值计，中国洗手液市场规模由 2015 年的人民币 18 亿元

增加至 2019 年的人民币 27 亿元，复合年增长率为 11.0%，而按零售销售价值计

算的中国香皂市场的市场规模在该期间以复合年均 0.2%的比率下降。预期按零售

销售价值计，中国洗手液市场规模自 2019 年起将继续按 25.3%的复合年增长率增

长，到 2024 年将达到人民币 84 亿元。于 2019 年，洗手液在中国的渗透率（即洗

手液零售销售价值占个人清洁护理产品零售销售总价值的百分比）为 28.7%，远

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例如日本(42.2%)及美国(54.8%)，这表明洗手液在中国有进

一步替代香皂的潜力。同时，洗手液于日本及美国的渗透率也将持续增长，预期

洗手液在中国的渗透率于 2024 年将达到 55.8%。 

 

图 97、中国洗手液市场零售销售价值及渗透率 图 98、2019 年主要经济体洗手液渗透率 

  
资料来源：蓝月亮招股说明书，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蓝月亮招股说明书，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

整理 

 

依据零售销售价值计算，蓝月亮近五年（2015-2019 年）于洗手液市场份额均为行

业首位，2019 年蓝月亮洗手液零售销售价值达到 7.6 亿元人民币，占洗手液市场

份额的 35.8%。 

 

图 99、蓝月亮洗手液市场份额 图 100、蓝月亮洗手液零售销售价值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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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露士：定位高端，主打泡沫洗手液：2004 年威露士泡沫洗手液进入市场，开创

国内泡沫洗手液先河，威露士洗手液于当年获得“中国市场产品质量用户满意、消

费者喜爱第一品牌”。此后威露士致力于社会公益活动，向全国捐出百万瓶免洗洁

手液。2016 年，妈妈壹选健康关爱基金会成立，其"爱心妈妈手护健康"公益项目

已经送出了价值超过 2000 万的威露士洗手液，让全国 500 万的小朋友免于细菌的

伤害。2019 年威露士洗手液市场份额为 20.3%，同比上升 0.7 个百分点，居于行

业第二位；威露士洗手液零售销售价值达到 4.28 亿元人民币。 

 

图 101、威露士洗手液市场份额 图 102、威露士洗手液零售销售价值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滴露：消毒理念的洗手液品牌：1993 年滴露进入中国市场，2013 年滴露泡沫洗手

液上市。滴露洗手液是以健康抗菌抑菌为定位理念的洗手液品牌，含专业抑菌成

分的抑菌成分，可有效抑制 99.9%的手部细菌，持久保护手部洁净卫生，适合全

家人每天使用。根据零售销售额计算，2019 年滴露洗手液市场份额达到 6.1%，同

比上升 0.1 个百分点。滴露洗手液零售销售价值达到 1.28 亿元人民币。 

 

图 103、滴露洗手液市场份额 图 104、滴露洗手液零售销售价值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舒肤佳：是宝洁公司日用品品牌之一。1992 年舒肤佳进入中国市场，在短短几年

内，凭借其高质量和准确的市场定位，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成为中国个人清洁产

品市场的主导品牌。舒肤佳还大力推进个人卫生普及教育，与国家卫生部、教育

部、红十字会、中国儿童基金会和中华医学会等权威机构紧密合作，举办各种卫

生科普教育活动，致力于为中国建设一道健康长城。2019 年舒肤佳洗手液市场份

额为 5.3%，零售销售价值为 1.118 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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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05、舒肤佳洗手液市场份额 图 106、舒肤佳洗手液零售销售价值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107、历年中国洗手液品牌排名 

 
资料来源：C-BPI，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家庭护理产品 

2019 年蓝月亮家庭清洁护理产品中，表面清洁剂（消毒液、洗洁精）零售销售价

值为 7.74 亿元人民币，占表面清洁剂市场份额 5.4%，居于行业前五位；厕所清洁

剂零售销售价值为 3.64 亿元人民币，占厕所清洁剂市场分额的 12.6%，同比下降

1.1 个百分点，2019 年蓝月亮厕所清洁剂市场份额排名第二位。 

图 108、蓝月亮家庭护理产品市场份额 图 109、蓝月亮家庭护理产品零售销售价值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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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猛先生是美国庄臣公司旗下的品牌。庄臣公司创建于 1886 年的美国威斯康辛州

的瑞辛市，主要经营家庭清洁用品、个人护理用品和杀虫产品的世界领先的制造

商之一。除了作为美国庄臣公司成长最快的品牌之外，威猛先生还是全球专业的

家居清洁专家，具有专业强劲的清洁能力。近年来，因其在全国范围内有大力度

的电视广告和店内促销活动的支持，再加上其坚固的产品实力，使其荣获“中国驰

名商标”的称号，大部分产品获得“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并且成为了中国排名

第一的家用清洁剂品牌。2019 年威猛先生表面清洗剂市场份额为 20.4%，所清洁

剂市场份额 32.9%。 

 

图 110、威猛先生家庭护理产品市场份额 图 111、威猛先生家庭护理产品零售销售价值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威王是朝云集团重点打造的高端清洁品牌 ，威王品牌强调"除垢更除菌"，产品涵

盖厨房清洁、地面清洁、玻璃清洁、厕所清洁、清洁消毒等家居清洁产品，专业

除菌 99.9%。2019 年威王表面清洁剂市场份额 5.7%，厕所清洁剂市场份额 13.9%。 

 

图 112、威王家庭护理产品市场份额 图 113、威王家庭护理产品零售销售价值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威露士消毒液：2000 年，以家居消毒为主的威露士品牌进入中国市场；2003 年威

露士消毒药液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许可批件产品。近年来，威露士表面清

洁剂市场份额逐步提升，由 2015 年的 8.9%提升至 2019 年的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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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4、威露士家庭护理产品（表面清洁剂）市场份

额 

图 115、威露士家庭护理产品（表面清洁剂）零售销

售价值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根据中国品牌力指数排名，公司于 2011-2020 年十年间，于消毒液市场排名均位

于前三行列。于 2011-2020 年十年间，公司于碗碟洗洁精市场排名逐渐提升，近

三年（2018-2020 年）稳定在第四名位置。 

图 116、历年中国消毒液品牌排名 

 
资料来源：C-BPI，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117、历年中国碗碟洗洁精品牌排名 

 
资料来源：C-BPI，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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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疫情常态化线下消费回暖，生活用品零售商重回扩张之路 

 

生活用品市场领先零售行业增长：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的生活用品市场发展

迅速。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按 GMV 计，中国生活用品市场的规模从 2015

年的 2.6 万亿元人民币增加到 2019 年的 3.7 万亿元人民币，复合年增长率为 9.4％，

同期，中国零售市场的复合年增长率超过了 8.3％。中国的生活用品市场是所有零

售领域中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预计 2020-2024 年，中国生活用品市场 GMV 将

以 10.8%的复合增速增长至 5.4 万亿元规模，快于中国零售市场 6.0%的复合增速。 

 

图 118、中国零售市场规模 图 119、中国生活用品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名创优品招股说明书，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名创优品招股说明书，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

院整理 

 

按照 GMV 计算，MINISO 在中国及全球品牌零售市场均位列第一名。MINISO 占

中国品牌零售市场市占率达到 10.9%，占全球品牌零售市场市占率达到 5.2%。 

 

图 120、MINISO 占中国品牌零售市场市占率 图 121、MINISO 占全球品牌零售市场市占率 

  

资料来源：名创优品招股说明书，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名创优品招股说明书，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

院整理 

 

公司针对年轻一代消费者，以旗舰品牌“ MINISO”出售绝大部分产品。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财政年度中，公司提供涉及 11 个主要类别：家居装饰，小型电子

 

http://ipoipo.cn/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重要声明 

                                   - 44 - 

海外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产品，纺织品，配件，美容工具，玩具，化妆品，个人护理，零食，香水以及文

具和礼物。 

 

图 122、公司 11 大产品类别 

 
资料来源：名创优品招股说明书，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为了吸引和保持消费者的兴趣，公司每隔 7 天就会采用“ 711 理念”，从包含 10000

个产品的创意库中挑选出大约 100 个新的 SKU 为目标。在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财政年度中，公司平均每月推出 600 多个 SKU。 

公司有一个由 100 名产品经理组成的团队，负责确定趋势，共同创建产品设计，

与供应商就生产进行协调并将最终产品推向市场。公司的产品经理在产品设计中

与公司的设计师和供应商紧密合作，以确保公司的产品设计具有创新性，时尚性，

可行且对大众消费者具有吸引力。随后，产品经理让供应商生产产品原型，并将

其作为产品提案的一部分提交给公司每周举行的严格的商品推销委员会会议，以

在上市之前进行批准。如果获得批准，将在产品经理，设计师和供应商之间的合

作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产品设计，然后再进行生产和销售。 

供应商超过 600 家，参与产品设计到生产全流程：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

从 600 多家供应商那里采购货源，这些供应商大多是中国的合格制造商，并拥有

全球供货的经验。从产品设计到产品发货，公司都将供应商纳入整个供应链流程。

在产品设计阶段，公司的产品经理将征求供应商对初步产品设计的意见和反馈。

产品投放市场后，公司的供应商将以数字方式集成到公司的供应链管理系统中，

并将根据系统自动生成并经公司确认的订单来生产产品。生产产品时，公司的中

国供应商通常还将管理产品从其站点到公司仓库的运输。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的财年中，没有一家供应商单独满足公司 10％以上的库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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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MINISO 新产品开发流程 

 
资料来源：名创优品招股说明书，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庞大的门店网络体系：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的门店网络由全球 4200 多家

MINISO 商店组成，在中国 300 多个城市设有 2500 多家 MINISO 商店，以及亚洲

其他国家和地区、美洲、欧洲共 80 余个国家及地区超过 1680 家门店。 

 

图 124、公司在全球的门店网络超过 4200 家 图 125、主要为加盟门店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加盟门店仍保持快速扩张趋势：根据过去八个季度数据，公司在中国的加盟门店

保持 10%年增速，在海外加盟门店增速自 50%逐步回落至疫情期间 17%，但仍快

于中国。 

 

图 126、中国加盟门店保持年 10%增速 图 127、海外加盟门店增速快于中国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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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采用三种模式进行销售：包括自营模式、零售合作伙伴模式、分销商模

式。 

 

图 128、MINISO 销售模式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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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生活用纸高端化趋势延续，疫情期间需求提升 

 

我国生活用纸人均消费量及 ASP 仍有提升空间：对比全球多个国家包括中国、美

国、韩国、英国，各地生活用纸价格差异较大，中国生活用纸 ASP 每吨价 1.6 万

元，较日本 1.8 万元、美国 2.7 万元、仍有较大差距。我国生活用纸人均消费量为

6.4 公斤/年，较全球多个国家仍有较大差距。 

 

 

生活用纸厂商市场格局趋于稳定，维达恒安稳中有升：2019 年，集团大众品牌“维

达”市占率为 9.4%，与第一的恒安心相印基本持平，高端品牌“得宝”市占率从 2014

年的 0.2%提升至 0.5%，持续摄取市场份额。 

 

 

维达电商渠道在 4 家主要竞争对手中优势明显。2020 年 1-7 月维达品牌生活用纸

淘宝线上销售额大幅度领先于心相印（恒安国际）、洁柔（中顺洁柔）、清风（金

图 129、我国生活用纸 ASP 仍较低 图 130、我国生活用纸人均消费量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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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131、生活用纸厂商市场格局趋于稳定，维达恒安稳

中有升 
图 132、“心相印”、“洁柔”品牌市占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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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欧睿数据库，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重要声明 

                                   - 48 - 

海外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红叶），高端品牌得宝线上销售额也逐步上升。从天猫旗舰店粉丝数来看，维达官

方旗舰店粉丝数为 487 万，Tempo 得宝官方旗舰店粉丝达 185 万，关注度大幅度

领先于同行竞争对手。 

 

 

 

维达于内地推出“Libresse”产品，进口品质+精准营销初步打开市场。2016 年维达

整合爱生雅亚洲业务后，带领 Libresse 继续维持马来西亚的领导地位。19 年在中

国内地推出 Libresse，推出“舒适 V 感”系列，依托欧洲专利科技，打造亲肤细腻

的蚕丝感面料，与同业竞争者在品质上拉开距离。配合维达成熟的渠道及营销体

系，2020 年 1-7 月 Libresse 品牌线上销售额排名已挤入前 20，天猫旗舰店的粉丝

数超 60 万，销售初具规模，符合预期。随着线下渠道的打通，预计公司该业务的

规模有望加速。19 年北欧小 V 巾已实现本地化生产，不仅能降低成本，更能及时

调节动销。对标恒安国际卫生巾业务 60-70%的毛利率，Libresse 主攻高端，其发

展有望显著提升公司个护业务利润水平。 

图 133、维达生活用纸电商收入领先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恒安值为总电商乘以纸巾占比估算），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

理 

图 134、2020 年 1-7 月维达线上纸品销售大幅领先 图 135、生活用纸品牌天猫官方旗舰店粉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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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淘宝，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天猫，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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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本地产能，包大人和添宁取得理想销售增长。疫情间，消费者加强对失禁护

理产品的认识，失禁裤在中国抗疫期间担任重要角色，为前线提供重要援助。维

达在湖北和浙江设立了个人护理生产线，实现了失禁护理产品的本地产能，助力

失禁护理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同时维达集团不断与政府共谋长者护理模式，并

持续加强线上线下的零售网络布局，提升专销渠道的渗透率。 

图 136、天猫卫生巾旗舰店粉丝数对比图 图 137、2020 年 1-7 月卫生巾主要品牌线上销售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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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天猫，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淘宝，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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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资评级及策略 

 

 秋冬季全球发生二次疫情概率提升，宅家比例持续走高：截至 11 月 10 日，

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突破 5100 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 127 万例，近

期单日新增病例数持续突破记录。随着秋冬天气转冷，海外圣诞节、感恩节

等重要节日来临，秋冬季全球二次疫情概率提升。受疫情影响，目前全球约

有 72% 的员工远程工作。因为疫情期间生产率有所提升，根据调研预计 2021 

年永久性远程工作的员工占总员工的比例将达 34.4%，较疫情前的 16.4% 

提高逾一倍。 

 受益“宅”经济，疫情期间小家电销量实现爆发式增长：“宅”经济催生家

庭消费升级需求，西式厨电小家电疫情期间迎来爆发增长，市占率进一步向

头部集中。海外疫情持续蔓延，中国作为海外小家电最大出口国疫情期间销

量快速提升，受益标的 JS 环球生活（1691.HK）；居家催生清洁工具及家庭

DIY 工具需求，受益标的创科实业（669.HK）。 

 宅家办公激发家居软装需求：疫情居家办公产生的种种不便，提升了居民换

房及家居软装类需求。敏华控股旗下芝华仕软体沙发市占率领先，疫情期间

保持稳定内销，线上份额快速提升；海外越南厂稳定投产，承接疫情期间及

关税影响下内外销订单置换需求。TCL 电子电视机二季度在海外多个地区的

销售量均有大幅上涨，在北美市场的销售量提升 68.5%，在新兴市场的销售

量提升 5.0%，在欧洲市场的销售量提升 55.0%。受益标的敏华控股

（1999.HK），TCL 电子（1070.HK）。 

 家庭清洁、日化用品消费快速增长：自 3 月份以来，中国日用品类零售额当

月增长首次转正达到 0.3%，4 月以来化妆品类零售额同比实现 3.5%增长，年

度首次转正。衣物护理赛道洗衣液渗透率逐步提升，个人护理赛道洗手液需

求爆发式增长，家庭护理赛道消毒液成为长期防疫必需品，生活用纸赛道纸

巾、卫生巾、消毒湿纸巾需求提升，生活方式用品赛道低价小商品需求回暖。

受益标的维达国际（3331.HK）、名创优品（MNSO.N）、宝洁（PG.N）、联合

利华（UL.N）。 

 疫情下家电轻工日化行业 2020 年业绩预期仍然强劲：受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消费者居家生活办公比例提升，对应家居生活相关的家电、轻工、日

化消费品需求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受到疫情影响，2020 一季度各个行业普遍

出现业绩下滑，而二季度以来随着疫情常态化与防疫措施提升，居民消费逐

渐恢复，同时可选消费品中家电轻工日化消费需求不减。根据彭博一致预期，

全球家电轻工公司 2020 年经调整净利润仍有半数以上公司将录得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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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11 月 10 日，港股家电板块 2020 财年动态 PE 达 19.9 倍，美股家电

板块动态 PE 达 22.8 倍；港股家居&日化板块 2020 财年动态 PE 达 16.9 倍，美股

家居&日化板块动态 PE 达 26.8 倍。 

表 10、海外家电家居日化行业估值表（截至 2020 年 11 月 10 日） 

代码 公司 股价 市值 
经调整净利润（FY） 同比增长（%）  PE ROE 股息率 

2019A 2020E 2021E 2020E 2021E 2019A FY2020E 2021E （%） (%) 

港股   港元 亿港元 亿港元               

家电行业                           

0669.HK 创科实业 100.0  1831.4  48.1  55.6  66.8  15.6  20.2  38.1  32.9  27.4  18.1  1.0  

1169.HK 海尔电器 35.7  1004.3  77.6  43.0  51.1  -44.6  18.7  12.9  23.3  19.7  25.2  1.4  

1691.HK JS 环球生活 15.4  537.3  3.3  20.2  24.2  513.7  19.5  163.1  26.6  22.2  3.3  3.7  

0921.HK 海信家电 11.5  219.0  16.9  12.4  15.5  -26.9  25.4  13.0  17.7  14.1  20.6  3.8  

1070.HK TCL 电子 6.3  155.2  18.9  11.3  13.7  -40.3  21.8  8.2  13.8  11.3  19.7  3.3  

0751.HK 创维集团 2.1  56.8  8.5  11.5  10.0  35.5  -12.8  6.7  5.0  5.7  4.7  0.0  

平均               15.8  19.9  16.7  15.2  2.2  

家居&日化

行业 
                          

1044.HK 恒安国际 53.7  638.9  39.4  46.6  49.5  18.3  6.2  16.2  13.7  12.9  21.9  4.6  

2689.HK 玖龙纸业 11.3  530.2  41.7  51.3  56.4  23.0  9.9  12.7  10.3  9.4  10.3  2.8  

1999.HK 敏华控股 13.4  508.1  16.4  18.4  21.9  12.2  19.0  31.0  27.6  23.2  24.4  1.4  

1528.HK 红星美凯龙 4.9  390.3  35.5  44.8  51.9  26.2  15.8  11.0  8.7  7.5  9.8  5.7  

2314.HK 理文造纸 6.1  263.0  32.4  30.8  33.4  -4.9  8.6  8.1  8.5  7.9  13.6  4.3  

3331.HK 维达国际 21.6  258.4  11.4  18.5  20.0  62.2  8.3  22.7  14.0  12.9  12.0  1.3  

0973.HK L'OCCITANE 15.6  230.4  10.1  6.5  12.0  -35.3  83.2  22.8  35.3  19.3  10.6  1.3  

0493.HK 国美零售 0.9  202.6  -24.3  -27.5  -10.7  13.2  -61.2  -8.3  -7.4  -19.0  -22.3  0.0  

平均               17.8  16.9  13.3  14.7  3.1  

美股   美元 亿美元 亿美元               

家电行业                           

PHIA.AS Phillips 44.6  468.8  20.6  20.8  22.6  1.0  8.7  22.8  22.5  20.7  9.3  n/a 

IR.N Ingersoll Rand 42.8  178.5  3.3  5.3  6.9  58.7  30.4  53.8  33.9  26.0  8.5  n/a 

WHR.N 惠而浦 183.1  114.5  11.1  11.3  11.9  1.8  5.3  10.3  10.1  9.6  37.1  n/a 

SK.PA SEB 143.1  85.6  4.4  2.9  4.1  -32.9  39.7  19.7  29.3  21.0  15.9  n/a 

AOS.N A.O.史密斯 54.8  88.4  3.7  3.0  3.7  -18.4  21.2  23.9  29.3  24.2  22.2  n/a 

ELUXB.ST Electrolux 201.1  72.0  3.9  3.6  4.3  -6.0  18.2  18.7  19.9  16.8  11.1  n/a 

HELE.O Helen of Troy 191.3  48.5  2.4  2.8  2.9  19.1  4.3  20.5  17.3  16.6  13.1  n/a 

IRBT.O IROBOT 71.4  20.1  1.0  1.0  0.6  -3.8  -37.0  19.3  20.1  31.9  13.1  n/a 

平均               23.6  22.8  20.8  16.3  n/a 

家居&日化

行业 
                          

PG.N 宝洁 140.3  3477.9  134.4  144.2  152.5  7.3  5.8  25.9  24.1  22.8  8.3  n/a 

OR.PA 欧莱雅 311.0  2068.7  48.8  46.9  52.5  -3.9  11.9  42.4  44.1  39.4  12.7  n/a 

UN.N 联合利华 61.6  899.4  74.9  75.5  79.0  0.8  4.6  12.0  11.9  11.4  42.6  n/a 

EL.N 雅诗兰黛 247.4  894.4  15.1  17.6  22.6  16.6  28.4  59.2  50.8  39.6  40.7  n/a 

KMB.N 金佰利 136.6  464.5  23.8  26.1  26.5  9.7  1.5  19.5  17.8  17.5  0.0  n/a 

CLX.N 高乐氏 198.1  249.7  9.4  9.9  10.0  4.9  1.3  26.6  25.4  25.0  146.7  n/a 

NWL.O 纽威 19.3  81.7  6.8  5.5  6.3  -18.3  14.6  12.1  14.8  12.9  2.1  n/a 

7453.T 良品计划 2257.0  60.2  2.1  2.4  2.6  11.7  9.2  28.3  25.3  23.2  11.4  n/a 

MNSO.N 名创优品 21.1  64.0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平均               28.2  26.8  24.0  33.1  n/a 

资料来源：Bloomberg，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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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通持股比例保持稳定：截至 2020 年 11 月 10 日，港股家电、家居&日化板块

共 13 家公司位列港股通内，港股通持股比例排名领先的公司包括敏华控股、红星

美凯龙、国美零售。 

 

图 138、港股通持股比例 

 
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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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议关注标的 

6.1、JS 环球生活（1691.HK） 

 我们的观点：2020H1 公司海外市场不断开拓，三大主要产品类别均快速增长，

SharkNinja 分部强劲增长，品牌间协同效应推动公司收入和毛利润高增长，

实现超预期利润增长。下半年创新产品的推出、疫情背景下的线上销售渠道

优势以及全球市场的扩张将为公司业绩增长提供强劲动能，同时公司提高正

常价格产品比例的战略将有利于维持高位毛利率。 

 2020H1 欧美市场高速增长，带动公司收入增速上升：2020H1 公司录得营业

收入 15.1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6%，其中九阳分部和 SharkNinja 分部分别

占比 41.2%和 58.8%，海外营收占比 59.5%。增速方面，欧美市场高速增长，

主要受 SharkNinja 新产品上市、德法市场开拓以及疫情经济影响；分产品类

别看，烹饪电器、食品料理电器和清洁电器销售增速分别为 25.2%、15%及

27.3%。 

 九阳分部收入增速稳定：2020H1 九阳分部营业收入为 6.24 亿美元，同比增

速 9.1%，收入稳定增长主要得益于疫情期间的线上销售布局、帮助九阳打入

主流价格区间创新产品 SKY 系列以及吸引年轻消费群体的萌潮联名产品，此

外，同期人名币贬值 4%，这对以美元计价的销售额产生了负面影响。 

 SharkNinja 新品高增速持续，仍将开拓海外新市场：2020H1SharkNinja 分部

实现收入 8.9 亿美元，增速高达 34.2%，较上年增长 16.7%，推动 SharkNinja

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有：2019 下半年推出的新产品保持强劲增长、欧洲日本

国际市场的开拓、产品组合优化以及疫情带来的产品需求增长。SharkNinj

上半年毛利润为 4.6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9.7%，毛利率由 2019H1 的

40.4%增长至 51.1%，主要因为上半年高达 0.38 亿美元的关税退税带来成本

下降，剔除关税退税影响后利润率为 46.9%。预计下半年在退税及海外正价

销售占比提升影响，公司毛利率仍将保持同比增长。 

 

表 11、JS环球过往财务表现 

＄zycwzbzw|主要财务指标中文＄ 会计年度 2017A 2018A 2019A 2020H1 

营业收入(百万美元) 1563 2682 3016 1515 

同比增长(%) 42 72 13 23 

净利润(百万美元) 141 112 85 107 

同比增长(%) 14.8 -20.2 -24.3 387.0 

毛利率(%) 33 37 37 44 

净利润率(%) 9 4 3 7 

净资产收益率（%） 4.3 3.4 2.3 2.8 

每股收益（美分） N/A 7.0 3.8 2.5 

每股股息（美分） N/A N/A 7.34 N/A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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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敏华控股（1999.HK） 

 收入稳健增长，沙发及配套为主要业务：2015-2019 财年，公司收入稳健增

长，2020 财年，公司收入 121 亿港币。其中，中国、北美、欧洲以及其他地

区收入分别为 70 亿港币、35 亿港币、17 亿港币，占比分别为 54.3%、31.5%、

14.1%。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公司北美市场收入下降 15.4%，致使公司沙

发及配套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5.4%。公司积极开拓其他业务，但沙发及配套业

务仍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2020 财年，公司床具，其他家居产品以及房地产

等业务合计收入 40 亿港币，占总收入 32.8%。 

 中国市场保持领先地位，市占率稳步提升：从 2015 年的 29.5%提升至 2019

年的 50.1%。公司在美国的市占率多年来维持在 10%左右的水平。公司亦多

年来保持在美国家具市场前十大供货商的地位。 

 毛利润持续上升，毛利率小幅回落：公司 2019 年毛利润 44 亿港币，同比增

加 15.1%，综合毛利率为 36.4%，较上年上升 2.3 个百分点，主要得益于去其

他业务收益的上升。2019 年，公司沙发及配套产品、Home 集团业务、其他

产品以及其他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38.7%、28.2%，29.8%以及 40.1%，较上一

年度均有所提升。 

 净利润小幅上涨，权益回报率高：2019年净利润为 16.9亿元，同比增长 20.4%；

2019 年公司 ROA 及 ROE 分别为 12.2%，24.4%，较上年小幅上涨。 

 现金及等价物充足，经营现金流大幅提升：2019 年公司现金及等价物达到 20

亿元，经营性净现金流 27 亿港元超出净利润。 

图 139、公司历年收入来源 图 140、公司各业务收入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141、现金及等价物 图 142、经营性净现金流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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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创科实业（669.HK） 

 面对全球疫情，公司业绩逆流而上：2020 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公司的竞争

对手公布了两位数的销售额下降，而创科实业上半年销售额增长达 12.8%。

公司正在推出和销售定价高于竞争对手的高端产品，这带来了更高的毛利率。

公司的一个关键绩效指标是息税前利润和净利润增长必须超过收入增长。公

司 2020 年上半年再次实现了这一目标。在 12 个审查期间，销售复合年增长

率超过 10%，同期息税前利润复合年增长率超过 17%，净利润复合年增长率

超过 23%。 

 

 收入稳定持续增长，收入来源稳定：公司 2019 年营业收入 76.7 亿美元，同

比增长 9.2%，其中电动工具贡献了 68 亿的收入连续第十年创新高。公司的

营收结构中，电动工具以及地板护理及器具占比相对稳定，电动工具占比 89%

较去年小幅增长 3%，地板护理及器具占比 11%，收入来源稳定。 

 毛利率及净利润持续稳定增长：2019 年，公司录得毛利润 28.93 亿美元，同

比增长 10.6%；毛利率同比增长 0.5 个百分点达 37.7%。2019 年，公司录得

净利润 6.1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2%；净利率达 8.0%，同比增长 0.1 个百分

点。 

 经营性现金流稳定充足，有效税率上行： 2019 年公司经营性现金流达 811

亿美元超出净利润。2019 年，公司销售费用率为 14.5%，同比上升 0.7 个百

分点；管理费用率为 10.9%，同比下降 0.6 个百分点；有效税率为 7.1%，同

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 

 权益回报率稳步提升，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充足：截至 2019 年末，公司 ROE

达 19.1%，较去年同期持平；ROA 达 11.0%，同比增长 0.2 个百分点。公司

2017、2018、2019 年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分别为 8.63、11.04、14.12 亿美元。 

 

图 143、公司历年营业收入 图 144、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构成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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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维达国际（3331.HK） 

 产品组合优化及原材料价格下跌使得毛利率持续改善：2020 年第三季度，公

司录得营业收入 38.3 亿港元，同比下降 0.2%；毛利润达 14.1 亿港元，同比

上升 17.6%；毛利率达到 36.9%，同比上升 5.6 个百分点；净利润达 5.45 亿

港元，同比上升 48.1%；净利率达到 14.2%，同比上升 4.6 个百分点。尽管

2020 年第三季度公司整体营业收入表现较弱，然而由于产品组合优化以及原

材料价格下降，公司利润率得以持续性改善。 

 纸巾业务营业收入滑坡：公司主要业务分为纸巾业务及个人护理业务，2020

年第三季度占总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1.6%及 18.4%。得益于有效的品牌

管理及营销推广，公司维持领先的纸巾市场占有率。本季度公司加快高端产

品及品牌的升级，加大对高端市场的关注。管理层指引维持四季度中国销售

增长为双位数，但海外收入则受疫情影响仍面临巨大挑战，三季度因为规模

较小的竞争对手促销力度超预期影响。2020 年第三季度，公司纸巾业务滑坡，

共录得营业收入 31.2 亿港元，同比下降 0.2%。本期间内纸巾业务的原材料价

格处于历史低位，毛利率较去年同期有大幅提升。 

 个人护理业务表现不佳：2020 年前三季度，公司持续优化产品组合，个人护

理业务中女性护理板块强劲增长。同时，自去年开始推出的新一代女性产品

及失禁护理产品带动中国个人护理业务的显著改善。然而 2020 年第三季度，

公司个人护理业务依旧表现不佳，该板块共录得营业收入 7.1 港元，同比下

降 0.1%。 

 电商渠道进一步凸显：从渠销售道上看，公司主要通过四种途径获得收入，

分别为传统经销商、商用客户、重点客户超市大卖场以及电商渠道，2020 年

前三季度各渠道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依次为 29%、12%、25%及 34%，相

比于 2019 年度电商渠道进一步凸显，引领行业持续线上化的趋势。 

 维持“买入”评级，目标价 36 港元：尽管宏观经济环境存在不明朗因素，然

而公司利润率得以持续改善，主要得益于持续优化的产品组合及较低之纸浆

价格。展望未来，公司也将透过不断优化产品、有效的宣传及推广活动投资

以及持续提升业务能力从而继续推动业务发展。我们预计 2020-2022 年公司

营业收入将分别达到 177、195 及 214 亿港元，同比增长 10.2%、10.1%、9.8%，

归母净利润将分别为 19.1、20.2 及 22.2 亿港元，同比上升 67.8%、5.6%、9.9%。

预计公司 2020-2022 年每股收益达到 1.60、1.69 及 1.85 港元。维持“买入”

评级，目标价 36 港元，对应 20/21 年 PE 倍数分别为 22.5/21.3 倍。 

 

表 12、维达国际盈利预测 

会计年度 2019A 2020E 2021E 2022E 

营业收入(百万港元) 16,074 17,714 19,503 21,423 

同比增长 8.0% 10.2% 10.1% 9.8% 

归母净利润(百万港元) 1,138 1,910 2,018 2,218 

同比增长 75.3% 67.8% 5.6% 9.9% 

毛利率 31.0% 37.1% 35.6% 34.9% 

净利润率 7.1% 10.8% 10.3% 10.4% 

净资产收益率 12.5% 18.6% 17.1% 16.7% 

每股收益(港元) 0.95  1.60  1.69  1.85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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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TCL 电子（1070.HK） 

 

 电视机出货量全球领先：2019 年，公司营收 470 亿港元，同比上涨 3.1%,，

2020 年上半年，公司营收 173 亿元，同比降 3.07%。公司业务范围覆盖中国

地区、欧洲地区、北美地区以及新兴地区等其他地区。2020 年上半年，公司

在中国地区、欧洲地区、北美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分别取得 58、15、54、46

亿港元的收入，收入比重分别为 32.6%、8.5%、31.2%、26.7%。TCL 电子在

全球 19 个国家市占率位列前茅。2018 年，TCL 电子出货量已跃至全球第二

位。2019 年，公司全球市场出货量市占率为 13.0%，提升 1.4 个百分点，仅

次于三星。 

 

 销售受疫情影响幅度小：2019 年，海外市场 TCL 品牌电视 210 亿港元，同

比上升 14.1%。2020 年上半年，公司海外市场 TCL 品牌电视收入为 103 亿港

元，同比减少 4.1%。受益于产品结构优化和规模效应的显现，2020 年上半年，

TCL 品牌电视机业务在海外市场获得毛利 18 亿元，毛利率达到 17.3%，同比

上升 2.2 个百分点。 

 

 产品结构优化，利润率呈现上升趋势：受益于产品结构和渠道结构的不断优

化，2019 年，公司中国市场电视机毛利率 24.8%，同比上升 2.7 个百分点。

2020 年上半年，中国市场 TCL 品牌电视机毛利率为 23.8%。公司于中国市场

线上销量占比不断提升，由 2015 年的 16.1%提升至 2020 年上半年的 50.0%，

公司上半年还引入了入直播带货、线下管道主推等销售方式。 

 

 互联网业务同比高增长，未来空间广阔：2020 年上半年，雷鸟科技收入超过

4 亿港元，同比增长 60.0%，已达到 2019 年全年收入的 73.6%。上半年，雷

鸟科技除毛利率为 59.8%，同比下降 1.5 个百分点，但仍维持在高位。2020

年上半年，雷鸟科技收入结构分布均匀，来自广告业务、会员服务、增值服

务的收入占比分别为 25.4%、41.3%、33.3%。当前，雷鸟科技在中国的月活

跃用户数为 1696 万，较去年年底增加了 146 万人，ARPU 为 23.9 港元，较

2019 年年底降低。预计 2020 年，月活跃用户将接近 4 千万人，ARPU 将会

回升至 33.1 港元。雷鸟科技净利润高速增长，2020 年上半年，净利润已超过

1 亿港元，净利率达到 36.7%的高位，预计未来三年，雷鸟科技净利率将保持

在 30%左右的水平，到 2022 年底，雷鸟科技业务净利率将超过 3 亿港元。 

 

 

图 145、公司历年营业收入及增长 图 146、公司的历年营业收入来源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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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名创优品（MNSO.N） 

 我们的观点：MINISO 名创优品是全球领先的生活用品专门店零售商，以旗

舰品牌“MINISO”提供了涉及家居装饰，小型电子产品等共 11 个类别的大

约 8000 个核心 SKU。截至 2019 年，公司在全球品牌品种零售市场中占 5.2％

市场份额排名第一，截至 6 月 30 日的 2020 财年公司收入及经调整净利润分

别为 89.8 亿元及 9.7 亿元。公司计划以 16.5-18.5 美元价格发行 3040 万 ADS，

预计若以中间价 17.5 美元发行则将获得 5.042 亿美元净融资。我们看好公司

“优质低价生活好物店” 深入人心的品牌定位，扩 SKU 能力及运营经销网

络能力领先行业，建议投资者关注。 

 紧跟消费者需求，用生活方式定义品牌：MINISO 创造灵感来源于日本生活

家居品牌专门店的物美价廉与背后的“中国制造”。MINISO 将“优质低价”、

“欢乐”、“随心所欲”作为品牌的三大 DNA。迎合当前消费者日趋理性的消

费心理、线下体验购物的回暖与年轻一代对于个性化生活方式产品的偏好。 

 优质低价高周转，供应链支撑效率拓品：依靠庞大的采购量，按时向供应商

付款以及不断优化的供应链，公司超过 95％的产品在中国的零售价格低于 50

元人民币。为了吸引和保持消费者的兴趣，公司每隔 7天就会采用“ 711理念”，

从包含 10000 个产品的创意库中挑选出大约 100 个新的 SKU 为目标。在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财政年度中，公司平均每月推出 600 多个 SKU。 

 全球化经销网络，轻资产模式快速扩张：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在全

球拥有 4200 多家商店，其中包括遍布中国 300 多个城市的 2500 多家商店，

以及遍布 80 多个国家的 1680 多家商店。公司主要采用三种模式进行销售：

包括自营模式、零售合作伙伴模式、分销商模式。自营门店作为先锋店，承

担研究地区消费者及吸引合作伙伴职能。在中国加盟商采用零售合作伙伴模

式，享有 62%-67%的次日结营业额分成并不必承担库存压力。在欧美印度等

海外市场主要采取分销商模式拥有更大经营自主权。不同模式贴合当地经销

商需求，助力公司品牌实现全球快速扩张。 

 未来五年全球品牌类生活用品零售增速将达到 20%，公司市占率全球第一：

中国品牌生活用品零售 GMV 由 2015 年的 503 亿元人民币增加至 2019 年的

1005 亿元人民币，复合增长率为 18.9%。预计 2020-2024 年将以 20.5%的复

合增长率增长至 1800 亿元人民币。全球品牌品种生活用品零售 GMV 从 2015

年的 329 亿美元增加至 2019 年的 520 亿美元，估计从 2020 年到 2024 年将继

续以 19.1％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至 800 亿美元。MINISO 占中国品牌零售市

场市占率达到 10.9%，占全球品牌零售市场市占率达到 5.2%。按照 GMV 计

算，MINISO 在中国及全球品牌零售市场均位列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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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风险提示 

 

风险提示：1）行业竞争加剧；2）新冠疫情及其他可能影响宏观环境因素；3）新

产品市场接受度不及预期；4）新店扩张运营不及预期；5）产品质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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