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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看装饰行业之未来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大行业、小公司”逻辑的涅槃与漫漫重生路。在以往历程中，装饰行业集中

高度提升较为缓慢，这是由行业本身特征所决定的，我们认为主要以下两点：1）

装饰行业标准化程度不高，规模效应不明显；2）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管理难度

大，管理能力限制明显。不过目前三因素叠加，有望推动行业加速集中：1）资

金分化严重：下游地产客户资金趋紧，装饰企业回款放缓，但龙头公司凭借自

身较强的融资能力，能够保持业务较快发展；2）行业产品化加速，标准化程度

有望加速提高：龙头公司凭借多年的积累和投入，实现装配式装修的商业化应

用，行业属性可由“服务”向“产品”转变；此外，互联网家装的成熟化，也

将提高行业的标准化程度；3）行业步入成熟期，竞争分化加剧：长期投资需求

增速下移，行业长期景气度下行，中小公司被淘汰，部分大型公司尝试转型。 

 景气度影响：非严格地产后周期，存量房或带来行业第二春。建筑装饰行业主

要包括幕墙、公共建筑装修、家装（其中包括成品房精装修、散装）等，我们

通过测算不同装饰细分领域的产值，总结以下几点：1）装饰并非纯粹的地产后

周期，下游需求除了地产，政府投资也是重要影响，2023 年地产范畴装修预计

占比 58%，非地产范畴装修预计占比 42%；2）由于目前建筑存有量较高，预

计未来新建建筑增速呈下行趋势，存量房时代即将来临，2018 年我国公装更新

改造和新建面积分别占比 47%和 53%，家装更新改造和新建面积分别占比 32%

和 68%；3）19 年 6 月份开始商品房竣工面积增速开始回升，装饰需求有望改

善；4）新开工面积作为竣工面积的前瞻指标，领先 2 年左右。 

 估值影响：业绩是根本，受房地产板块、政策等影响较大。2010Q1 装饰板块

归母净利润增速达到高点，同比增长 115.55%，板块估值也相应提升，达到较

高水平；之后板块归母净利润增速下降，估值虽然在后面一段时间内有抬升，

但整体呈下降趋势。我们认为业绩是估值根本，板块归母净利润增速下降，估

值也呈下降趋势。我们对 2007 年至今装饰板库估值进行复盘分析，发现装饰板

块估值波动较大，其中受房地产板块估值（ 2011-2012 年，2016-2018 年）、

市场整体表现（2007-2008 年，2014-2015 年）、自身业绩（2009-2010 年）、

事件性（2013 年）等影响。如果拉长时间来看，装饰板块估值的变化和房地产

板块指数走势高度一致，其中只有 2010 年、2013 年出现一定的背离，对于未

来而言，我们认为装饰板块估值的变动将与房地产指数及政府投资相关。如果

后续地产调控有所调整，房地产板块估值得到提升，以及政府投资回升明显，

装饰板块估值也将有所提升。 

 订单结构变化：公装受 EPC 订单业绩转化放缓，全装修受制资金压力，新签订

单放缓。传统公装领域，政策加速建筑工程领域总承包（EPC）应用，以提升

生产建设效率， EPC 项目应用增多，但 EPC 项目单体量变大，涉及环节多，

落地转化周期放缓。全装修领域，由于房地产企业融资收紧，自身资金压力较

大，致使装饰企业回款放缓，从而放慢了新订单的签订速度。 

 看好龙头份额持续提升和装配式装修发展。我国装饰行业集中度很低，根据我

们测算，2018 年公装龙头金螳螂市占率仅 1%左右，家装龙头东易日盛市占率

还不到 1%。我们认为在资金、商业模式、未来发展战略等因素影响下，未来行

业集中度有望实现提升。我们看好龙头公司“强者恒强”，市场份额持续提升；

此外，装配式装修作为未来发展的趋势，值得期待。个股方面，我们建议关注

龙头公司金螳螂、亚厦股份、东易日盛等。 

 风险提示。政策风险，回款风险，新业务拓展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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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装饰上市公司逐渐走出 2014-2015 年低谷，订单和业绩均实现了一定程

度回暖。但自 2015 年 6 月份以来，装饰板块持续回落，地产后周期逻辑给板块带

来了阶段性的投资机会，然整体依然受压。近年来装饰行业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经历了多年行业低谷后，“大行业、小公司”格局能否实现实质性改变？行业景气度

的决定因素？估值又如何定义？本文主要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分析，供参考。 

1. “大行业、小公司”逻辑涅槃与漫漫重生之路 

1.1 行业集中度提升缓慢，难点在规模效应弱、管理难度大 

我国装饰行业空间大，建筑装饰业总产值从 2010 年的 20950 亿元增长到 2018 年

42200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 9.15%。 

行业集中度很低，但处于不断提升过程中，2014-2015 年公装集中度提升逻辑遭遇

一定挑战。根据我们测算，公装龙头金螳螂市占率由 2010 年的 0.58%提升至 2018 年

的 0.99%，家装龙头东易日盛市占率由 2010 年的 0.16%提升至 2018 年的 0.36%，提

升幅度有限。 

我们看到 2014-2015 年期间，金螳螂市场份额出现了阶段性下降，我们认为可能因

为中高端公装市场出现一定萎缩，而这恰恰是金螳螂为代表的上市公司的主要目标市场。 

图1 我国装饰业总产值由 2010 年的 20950 亿元增长到 2018 年 42200 亿元 

 

资料来源：中装新网，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2 金螳螂公装市占率呈提升趋势 

 

资料来源：中装新网，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3 东易日盛家装市占率呈提升趋势 

 

资料来源：中装新网，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在以往历程中，装饰行业集中度提升较为缓慢，这是由行业本身特征所决定的，我

们认为主要以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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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装饰行业标准化程度不高，规模效应不明显。装饰工程一般是项目制，设计、

材料以及以人为主的施工方式，决定了其标准化程度不高，影响了行业的规模效应。 

2）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管理难度大，管理能力限制明显。装饰工程施工环节较多，

对施工质量的把控至关重要，这决定了客户体验的好坏；而施工质量的把控需要对项目

实时跟踪，需要项目管理人员的细心和耐心，以及施工人员的认真和负责，管理难度大，

虽然部分公司做到了信息化跟踪，但背后依然少不了人工的参与。而且装饰行业作为劳

动力密集行业，规模的扩张需要管理能力的支撑，管理上容易出现瓶颈，容易导致单个

企业出现规模瓶颈。 

1.2 当前三因素叠加，有望推动行业加速集中 

1）资金分化严重 

地产方面，由于房地产调控趋严，地产企业融资收紧，资金压力加大，应付款增长

较快，其中工程款占据较大比重。1-10 月房地产开发资金同比增长 7.00%，增速下滑

0.10 个 pct，但其中各项应付款增长 10.80%，增速明显快于整体资金；而在各项应付

款中，最主要的是工程款，1-10 月工程款占各项应付款比重达到 55.12%，比重呈提升

趋势。 

图4 2018 年开始，房地产企业应付款增速快于整体资金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5  2013 以来工程款占房地产企业应付款比重在 50%以上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基建方面，受制于地方政府债务清理，以及去杠杆大环境，基建资金也相对紧张。

其中，1-10 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 8.71%，增速持续下滑 0.67 个 pct；政府性基金

支出增长 22.63%，虽然增速相对较高，但持续下降 1.58 个 pct；2019 年地方政府债新

增额度相比 18 年增加 9000 亿元，同比增长 41.28%；1-10 月城投债净融资额增长

152.81%，但信贷、PPP 以及其他自筹资金等方面仍然有望改善，基建投资增长复苏仍

较乏力，1-10 月基建投资（不含电热气水）仅增长 4.20%。 

图6 1-10 月基建投资（不含电热气水）仅增长 4.20%，增速下滑 0.30 个 pct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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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企业回款放缓，经营现金流压力加大。我们认为由于地产企业自身资金压力加

大，以及地方政府受制于债务清理等，装饰企业不可避免地被占款，回款放缓，收现比

下降，经营现金流恶化。 

图7 19 年前三季度装饰企业收现比出现下降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8  19 年前三季度装饰企业经营现金流净额明显下降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龙头公司凭借自身实力，融资渠道丰富，融资能力出众，可以有效保障业务发展。

我们看到龙头公司由于自身信用评级高，且具有相对较强的业务经营能力，融资能力更

强，融资成本更低，在回款放缓的情况下，更能抵御风险。 

表 1 不同装饰上市公司发债及信用评级情况对比 

 
债券上市时间 债券利率 债券发行规模（亿元） 最新主体信用评级 

金螳螂 2016/3/28 4.59% 10 AA+ 

亚厦股份 2019/4/28 6.90% 3 A+ 

广田集团 2018/11/2 7.50% 5 A+ 

洪涛股份 2019/5/10 6.80% 2 AA 

中装建设 - - 
 

AA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龙头公司营收及新签订单增速仍然较快，市场分化明显，行业有望重新“洗牌”，市

场集中度有望提升。我们认为由于经营现金流的恶化，装饰企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但龙头企业凭借自身的资金储备，丰富的融资渠道，对客户的议价能力等，更能抵御行

业外部的冲击，从营收、业绩及新签订单情况来看，2019 年受制于资金等因素，不同

公司有所分化，龙头公司延续增长势头，行业竞争格局进一步优化，市场集中度有望提

升。 

图9 2019Q1-3 不同公司有所分化，龙头公司营收延续增长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0 19Q1-3 龙头公司扣非归母净利润延续增长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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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金螳螂、亚厦股份等龙头公司 19 年新签订单增长较快，非龙头公司新签订单有所下降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2）行业产品化加速，标准化程度有望加速提高 

“服务”向“产品”的转变，装配式装修加速应用：装修属于服务行业，以人力+

材料向业主提供服务，装饰公司更多扮演的是资源整合的角色。目前，部分公司开始采

用提供产品的方式，将装饰配件在工厂加工生产完毕，然后运输到施工现场，进行装配

式装修。装配式装修相比传统装修而言，由于配品配件在工厂生产，现场进行组装，装

修质量把控度高，人力依赖程度低。一方面可实现标准化，提升规模效应；另一方面，

降低管理难度，提升管理半径，突破管理瓶颈，装修规模有望实现较大提升。 

图12 装配式装修的整体流程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金螳螂、亚厦股份等装饰公司经过多年的研发和投入，目前装配式装修技术都相对

成熟，开始实现了商业化的应用。亚厦股份 2018 年 9 月签订了 1.40 亿元浙江上虞江与

城精装修装配式装修合同，12 月和当代中德签订了成都璞誉项目装配式装修合作协议；

柯利达 2019 年 11 月签订了 4.60 亿元批量住宅装配式装修及公共区域装修合同。 

 2015 年 10 月，金螳螂装配式研发中心正式成立，2017 年 10 月，金螳螂被住建

部认定为首批“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2018 年 11 月 18 日，金螳螂装配式内装

1.0 研发成果，2019 年 3 月，金螳螂精装科技荣膺地产 500 强「装配式内装」首

选供应商。 

 2012 年，亚厦股份董事会战略部署，确立工业化发展方向；2013 年，工业化研发

团队及专项实验室建立，五年规划编制完成；2014 年，工业化技术体系 V1.0 开发

完成，亚厦工业化研发进入新阶段；2015 年，工业化技术体系 V2.0 开发完成，技

术原型样板间成功试制；2016 年，工业化技术体系 V3.0 开发完成，产品原型样板

间成功试制；2017 年，产品开发、供应链及运营模式构建完成，量产成功；2018

年，系列项目落地交付，亚厦工业化进入商业化运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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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目前装饰上市公司公告装配式装修的订单 

公司名称 订单签订时间 订单名称 订单金额（亿元） 

亚厦股份 

2018/9/20 江与城 2#楼精装修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1.40 

2018/12/20 与当代中德签订了璞誉项目装配式装修合作协议 - 

2019/12/14 浙江省未来社区工业化装配式装修项目 1.45 

柯利达 2019/11/28 扬州 GZ100 地块（扬州绿地健康城）批量住宅装配式装修及公共区域装修合同 4.60 

资料来源：各公司相关公告，海通证券研究所 

互联网家装模式的蜕变，由“线上”向“线下”转变：我们认为自 2014 年前后装饰上

市公司大举进入互联网家装市场，初期以互联网思维为主，注重线上接单，导致线下体

验较差；2015 年 8 月金螳螂出售金螳螂（苏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权，标志着互联

网家装进入新的阶段，发展思维由线上走向线下，在前端引流的同时，更加关注后端体

验。行业内公司前端加大宣传力度，中端不断打磨物流环节，后端加强施工管控，进一

步提供高质量的服务，相关公司业务量也取得了快速增长，龙头公司金螳螂互联网家装

业务营收规模由 2014 年的 490 多万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34 亿元左右。 

图13 金螳螂互联网家装业务营收规模由 2014 年的 490 多万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34 亿元左右 

 
资料来源：金螳螂 2019 半年报及 2014-2018 年报，海通证券研究所 

随着模式的不断成熟，家装“标准化”程度有望加速提高。我们认为随着互联网家

装业务模式的不断成熟，未来有望加速应用，龙头公司将明显受益。根据齐屹科技援引

的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预计，2022 年国内网上室内设计及建筑服务行业市场规模将达

到 12651 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 58.40%，网上渗透率将达到 38.10%，互联网家装将

迎来爆发期。由于家装的个性化程度较高，互联网家装的应用使得家装实现了有限的个

性化和一定的标准化，这有利于突破规模的瓶颈。 

图14 互联网家装将迎来爆发期，家装标准化程度有望加速提高 

 
资料来源：齐屹科技招股说明书，海通证券研究所 

3）行业步入成熟期，竞争分化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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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投资增速下移，行业景气度下行。2018 年，我国城镇化率为 59.58%，我们认

为虽然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但提升速度预计有所放缓，与之相对应的是基建和房地产

投资增速也呈现了下移的趋势，基建投资（不含电热气水）增速由 2014 年的 21.50%

下降到 2019 年前 10 月的 4.20%，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由 2010 年 33.2%下降到 2019

年前 10 月的 10.30%。 

图15 基建投资增速呈现下移趋势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6  房地产开发投资呈现下移趋势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长期需求悲观，装饰企业退出市场。由于城镇化率达到一定阶段，我们认为未来投

资增速中枢下移，长期投资需求增长放缓，装饰企业考虑到自身业务的发展，主动寻求

转型或者退出现有市场。近几年，我国装饰企业数量不断减少，由 2014 年的 14 万家

下降到 2018 年的 12.5 万家，减少了 10.71%，我们预计其中大部分是小型装饰企业。 

图17 我国装饰企业数量由 2014 年的 14 万家下降到 2018 年的 12.5 万家，减少了 10.71% 

 
资料来源：中装新网，海通证券研究所 

除中小型公司退出市场外，部分大型公司也在积极寻求转型。比如广田集团“将夯

实主业，稳健经营，并围绕企业的转型升级持续建设“装饰工程、智慧家居、金融服务”

三大业务平台”，洪涛股份“以建筑装饰为根基，以职业教育发展为突破，通过实现双

主业协调发展”，奇信股份“以打造“健康智慧人居空间”为方向，深入布局装饰物联

网、健康人居及配套支撑领域”。相比而言，龙头公司则继续挖掘市场潜力，提升内部

管理效率，巩固行业地位，提升市场占有率，比如金螳螂 2018 年年报中写到“将运用

品牌优势、设计优势、管理优势等，打造行业标杆，积极促进行业整合，提升市场占有

率”，亚厦股份“通过 2018-2022 年五年的努力，实现稳固行业龙头”的战略目标。 

表 3 2018 年装饰上市公司发展战略 

金螳螂 

1）行业整合战略：目前建筑装饰行业集中度极低，公司未来将运用品牌优势、设计优势、管理优势等，打造行业标杆，积

极促进行业整合，提升市场占有率。 

2）科技创新战略：坚持技术创新和自主研发，利用互联网、大数据、BIM、装配化装饰等技术，不断构筑公司业务护城河。 

3）国际化战略：抓住“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带来的机遇，积极走出去，加强海外市场分析研究和开拓，打造全球顶尖的

装饰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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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厦股份 
公司严格落实“以 EPC 模式向大体量项目与海外市场发力，重点布局和推动装配式装修的产业升级，通过 2018-2022 年

五年的努力，实现稳固行业龙头”的战略目标，聚焦新战略，创造新优势，领航新征程， 跨越新高度。  

广田集团 
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形势，公司将夯实主业，稳健经营，并围绕企业的转型升级持续建设“装饰工程、智慧家居、金融服务”

三大业务平台。 

奇信股份 
公司以“1+1+1+N”战略模式为核心，以打造“健康智慧人居空间”为方向，深入布局装饰物联网、健康人居及配套支撑领域，

通过内引外联，打造全产业生态链，最终实现向“平台型、综合型、科技型”企业战略升级。  

洪涛股份 
公司以建筑装饰为根基，以职业教育发展为突破，通过实现双主业协调发展，优化公司业务结构，降低公司经营风险， 提

升公司综合实力。 

东易日盛 

1、构建家庭消费生态圈：公司将继续以实业、投资双轮驱动作为战略路径。 

2、坚持高科技化提升交付效率：持续坚持全面互联网化、高技术化、数字化，全信息化的高科技战略，增强新技术能力的

建设运用，强化公司中台体系化的支撑与输出能力。 

3、拓展跨业务合作：在坚持产品创新，坚持高品质路线，坚持环保性能等业务原则指导下，将产业上下游行业作为切入点，

采取赋能、合作的模式，拓展资源入口，全屋定制，中小装企等业务领域。在保证产品及服务品质的基础上，推动产业链间

的跨行业合作。  

4、打造未来的产品力：推动依托对生活方式沉淀的研究及自有木作工厂和经贸全球采购的优势，大力推动产品研发创新的

工作投入，强化产品集成效率流行趋势整合性价比优势新材料应用等开发形式，更好的迎合市场客户需求。依托速美超级家

精装后定制精装（BBC）爱豆家的产品经营场景，系统性的优化整体产品力的打造，逐渐树立新的产品业务模式。 

资料来源：各公司 2018 年报，海通证券研究所 

2. 景气度影响：非严格地产后周期，存量房或带来行业第
二春 

建筑装饰行业主要包括幕墙、公共建筑装修、家装（其中包括成品房精装修、散装）

等，我们分别测算以上细分市场的规模，通过这个测算过程，我们去探究装饰行业发展

的影响因素以及未来看点。 

2.1 2023 年幕墙外公装市场规模预计在 2.3 万亿元以上 

我国公共建筑装修装饰行业完成的工程产值不断增加，由 2010 年的 11450 亿元增

长到 2018 年 21800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 8.38%，2011 年增速达 16.16%，2012 年增

速大幅下降至 6.02%，随后几年增速有所波动，但从未达到过两位数水平。除去幕墙外，

国内公装产值也实现了一定增长，由 2010年的 9650亿元增长到 2018年的 17080 亿元，

年均复合增速为 7.40%。 

图18 近几年我国公装产值保持稳定增长 

 

资料来源：中装新网，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9 我国除幕墙外国内公装产值增速呈提升趋势 

 

资料来源：中装新网，海通证券研究所 
 

公装产值包含非改造性装修和改造性装修，根据中装新网数据显示，2017、2018

年改造性公装产值分别为 9500、10500 亿元，非改造性装修产值分别为 6210、6580

亿元，改造性公装产值占比更高。我们假设除住宅外的建筑的装修均为公装，公共建筑

装修更新改造周期约为 5-8 年，我们对 5-8 年前竣工面积进行移动平均，然后结合当年

竣工面积，得到当年公共建筑装修面积。单价方面，由于改造性装修对房屋结构等要做

一定的修改调整，所以改造性装修成本高于非改造性装修成本。 

表 4 除幕墙外公装产值及单平造价统计 

 

公共建筑竣工面

积（亿平方米） 

同比 

增速 

除幕墙外国内公装

产值（亿元） 

公装平均造价

（元/平方米） 

改造性公装

产值（亿元） 

改造公装平均造

价（元/平方米） 

非改造性公装产

值（亿元） 

非改造性公装平均

造价（元/平方米） 

2010 10.50 12.23% 9650 - - - - - 

------------------------------------------------------------

http://ipoipo.cn/


RjAwMDQ5NTAwMjAxOTEyMjcxMDA1NTM=

                                                     行业研究〃建筑工程行业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13 

2011 11.57 10.22% 11250 - - - - - 

2012 12.45 7.64% 11650 586 - - - - 

2013 13.38 7.45% 12450 582 - - - - 

2014 13.69 2.32% 13200 592 - - - - 

2015 13.68 -0.09% 13870 603 8000 858 5870 429 

2016 13.84 1.16% 14750 616 8500 842 6250 452 

2017 13.87 0.25% 15710 633 9500 866 6210 448 

2018 13.51 -2.60% 17080 670 10500 877 6580 487 

资料来源：wind，中装新网，海通证券研究所 

我们对 2023 年除幕墙外国内公装工程产值与非住宅建筑竣工面积年均复合增速及

公装单价年均复合增速进行敏感性分析，当非住宅建筑竣工面积年均复合增速为 0.5%，

公装单价年均复合增速为 1%，2023 年除幕墙外国内公装工程产值将达到 19424 亿元，

较 2018 年产值年均复合增长 2.61%；当非住宅建筑竣工面积年均复合增速为 2%，公装

单价年均复合增速为 4%，2023 年除幕墙外国内公装工程产值将达到 23354 亿元，较

2018 年产值年均复合增长 6.46%。 

表 5 2023 年除幕墙外国内公装工程产值与非住宅建筑竣工面积年均复合增速及公装单价年均复合增速的敏感性分析 

2023 年除幕墙外国内公装产值（亿元） 
非住宅建筑竣工面积年均复合增速 

-1.0% -0.5% 0.0% 0.5% 1.0% 1.5% 2.0% 

公装单价年均复合增速 

0.0% 17809 18028 18253 18481 18714 18952 19195 

0.5% 18258 18484 18713 18948 19187 19431 19680 

1.0% 18717 18948 19184 19424 19669 19919 20174 

1.5% 19185 19422 19663 19910 20161 20417 20678 

2.0% 19662 19905 20152 20405 20662 20925 21193 

2.5% 20149 20398 20651 20910 21174 21443 21717 

3.0% 20645 20900 21160 21425 21695 21971 22252 

3.5% 21151 21412 21678 21950 22227 22509 22798 

4.0% 21667 21934 22207 22485 22769 23058 23354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注：年均复合增速为 2018-2023 年 

2.1.1 2023 年办公用房装修市场规模预计在 4000 亿元左右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办公用房竣工面积由 2004 年 1.29 亿平方米增长到

2017 年 2.33 亿平方米，年均复合增速为 4.64%，其中 2014 年同比下降 1.25%，随后

几年增长都相对较慢，我们认为主要因为 2013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指出 5 年内各级党政机关

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楼堂馆所，导致政府机关单位新建楼堂馆所明显减少。 

图20 近几年我国办公用房竣工面积保持缓慢增长，2017 年有所下降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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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设办公用房装修平均造价为 900 元/平方米左右，根据当年竣工建筑首次装修

及 5-8 年已经装修的建筑重新装修，2017 年办公用房装修市场规模接近 4000 亿元左右。

由于目前经济增速下滑，全国办公楼库存较大，闲臵率高企，我们认为未来办公用房竣

工面积增长将继续放缓甚至负增长，即使考虑到装修成本提升，整体来看，我们预计 2023

年办公用房装修市场规模约在 4000 亿元左右。 

2.1.2 2020 年酒店宾馆装修市场规模预计将达 3671 亿元 

根据文旅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我国五星级酒店数量为 807 家，四

星级酒店数量为 2315 家，三星级酒店数量为 4209 家，二星级酒店和一星级酒店数量分

别为 1458 和 53 家。我们看到四五星级酒店数呈增加趋势，一二三星级酒店数量呈下降

趋势。 

图21 我国四五星级酒店数量呈增加趋势，一二三星级酒店数量在下降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根据迈点数据显示，2016-2017 年国内新开业中高端酒店分别为 166、161 家，其

中 2016-2017 年国际高端酒店与国内高端酒店占比分别为 62%、67%，我们预计 2018

年新开业中高端酒店数和 2017 年相差不多。我国每年新开业的高端酒店中，国际高端

酒店占比较高，为此我们假设每年新开业高端酒店中五星级酒店数占比 60%，四星级酒

店数占比 40%左右，所以，2016-2017 年新开业的五星级酒店分别为 62、65 家；新开

业的四星级酒店分别为 41、43 家，三星级酒店分别为 63、53 家。 

我们假设 2018-2020 年每年新开业五星级酒店分别为 68、68、68 家，四星级酒店

分别为 45、45、45 家；三星级酒店分别为 50、50、50 家，一二星级酒店假设新开业

较少，可忽略不计。 

按照亚泰国际招股说明书数据显示，每家五星级酒店装饰工程造价保守估计 1.2 亿

元，每家四星级酒店装饰工程造价 8000 万元；每 7 年小翻修一次，装饰工程造价约为

原工程造价的 30%，每 12 年重新装修一次，装饰工程施工造价与新增酒店相同。我们

假设每家三星级酒店装修工程造价为 1000 万元，二星级为 300 万元，一星级为 100 万

元，每 7 年小翻修一次，装饰工程造价约为原工程造价的 30%，每 12 年重新装修一次，

装饰工程施工造价与新增酒店相同。 

表 6 不同星级酒店装修造价 

 
单个酒店装修造价（亿元） 单个酒店小翻修造价（亿元） 单个酒店重新装修造价（亿元） 

五星级 1.2 0.36 1.2 

四星级 0.8 0.24 0.8 

三星级 0.1 0.03 0.1 

二星级 0.03 0.009 0.03 

一星级 0.01 0.003 0.01 

资料来源：亚泰国际招股说明书，海通证券研究所。注：三星级、二星级、一星级酒店装修、小翻修、重新装修造价为我们假设 

我们根据首次装修+小翻修+重新装修三类计算得出，2019-2020 年酒店装修产值分

别为 3289、3671 亿元。不过如果考虑到并非所有的酒店都会在同一时点进行小翻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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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装修（业主自身经济考虑、酒店倒闭等因素），整体的装修空间会有所减少。 

表 7 2019-2020 年我国酒店装修产值空间预测 

首次装修 五星级 四星级 三星级 总计 

2019E 82 36 5 
 

2020E 82 36 5 
 

小翻修 
    

2019E 230 525 161 
 

2020E 266 567 169 
 

重新装修 
    

2019E 443 1276 531 
 

2020E 518 1457 571 
 

整体酒店装修  
   

2019E 755 1837 697 3289 

2020E 866 2059 745 3671 

资料来源：迈点，亚泰国际招股说明书，海通证券研究所。注：产值单位为亿元。 

2.2 2023 年家装产值预计将达 2.8 万亿元以上 

我国家装产值由 2010 年的 9500 亿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2.03 万亿元，复合增速达

10.00%，其中成品房精装修产值由 2500 亿元增长到 8500 亿元，复合增速达 16.53%。 

图22 我国家装产值逐年增加，增速有所下降 

 

资料来源：中装新网，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23 我国成品房精装修产值保持较快增长 

 

资料来源：中装新网，海通证券研究所 
 

我们假设二手房 10 年左右重新装修一次，根据当年竣工面积以及当年重新装修面

积以及家装产值，计算得到 2018 年住宅装修单位成本为 492 元/平方米左右，由于建筑

业住宅竣工面积包括商品住宅、保障性住房、小产权房、非销售性住宅等，部分住宅装

修成本较低，所以导致整体住宅装修成本较低。 

我们对 2023 年家装工程产值与房屋建筑业住宅竣工面积年均复合增速及家装单价

年均复合增速进行敏感性分析，当房屋建筑业住宅竣工面积年均复合增速为 0.5%，家装

单价年均复合增速为 3%，2023 年家装工程产值将达到 31575 亿元，较 2018 年产值年

均复合增长 9.24%；当房屋建筑业住宅竣工面积年均复合增速为 2%，家装单价年均复

合增速为 6%，2023 年家装工程产值将达到 37895 亿元，较 2018 年产值年均复合增长

13.30%。 

表 8 2023 年家装工程产值与建筑业住宅竣工面积年均复合增速及家装单价年均复合增速的敏感性分析 

2023 年家装产值（亿元） 
建筑业住宅竣工面积年均复合增速 

-2.0% -1.5% -0.5% 0.0% 0.5% 1.0% 1.5% 2.0% 

家装单价年均复合增速 

2.0% 28235 28588 29315 29690 30072 30462 30859 31265 

2.5% 28934 29296 30041 30424 30816 31216 31623 32039 

3.0% 29647 30017 30780 31174 31575 31984 32402 32828 

3.5% 30374 30753 31535 31938 32349 32768 33196 33632 

------------------------------------------------------------

http://ipoipo.cn/


RjAwMDQ5NTAwMjAxOTEyMjcxMDA1NTM=

                                                     行业研究〃建筑工程行业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16 

4.0% 31114 31503 32304 32717 33138 33568 34006 34453 

4.5% 31870 32268 33088 33511 33942 34382 34831 35289 

5.0% 32639 33047 33887 34320 34762 35213 35672 36141 

5.5% 33424 33841 34702 35145 35598 36059 36530 37010 

6.0% 34223 34651 35532 35986 36449 36922 37404 3789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海通证券研究所。注：年均复合增速为 2018-2023 年 

2.3 2023 年幕墙市场规模预计将超 4000 亿元 

我国幕墙市场不断扩大，但增速呈下滑趋势。我国幕墙市场由 2010 年的 1500 亿

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3650 亿元，年均复合增速 11.76%。2011 年-2014 年，幕墙市场快

速增长，增速常年保持在 20%以上，主要因为当时大型公共建筑、办公楼、商场等大量

新建，产生大量的需求；随后几年增速虽有波动，但整体呈下滑趋势。 

图24 近几年我国幕墙工程产值增速呈下滑趋势 

 
资料来源：中装新网，海通证券研究所 

我们认为由于幕墙中住宅比例较小，幕墙工程产值主要由非住宅类建筑贡献,而且幕

墙使用年限较长，目前幕墙工程产值主要是新建建筑安装工程产生的，暂不考虑翻新需

求。我们根据幕墙工程年产值，以及非住宅类建筑竣工面积，计算出单位幕墙工程的成

本，幕墙单位造价成本每年保持一定的增长，由 2010 年的 429 元/平米左右增长到 2018

年的 811 元/平米左右，年均复合增速 8.29%，考虑到人力、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我们预

计整体造价成本仍将继续提升。 

表 9 2010-2018 年幕墙工程单位造价成本变动 

  
非住宅建筑 

竣工面积（亿平方米） 
同比增速 

建筑幕墙工程 

总产值（亿元） 
同比增速 

幕墙单价 

（元/平米） 
同比增速 

2010 10.50 12.23% 1500 
 

428.7 
 

2011 11.57 10.22% 1800 20.00% 466.8 8.88% 

2012 12.45 7.64% 2200 22.22% 530.1 13.55% 

2013 13.38 7.45% 2500 13.64% 560.6 5.76% 

2014 13.69 2.32% 3000 20.00% 657.5 17.28% 

2015 13.68 -0.09% 3200 6.67% 701.9 6.76% 

2016 13.84 1.16% 3500 9.38% 758.9 8.12% 

2017 13.87 0.25% 3600 2.86% 778.7 2.60% 

2018 13.51 -2.60% 3650 1.39% 810.5 4.09%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装新网，海通证券研究所 

我们对 2023 年幕墙工程产值与非住宅建筑竣工面积年均复合增速及幕墙单价年均

复合增速进行敏感性分析，当非住宅建筑竣工面积年均复合增速为 0.5%，幕墙单价年均

复合增速为 5%，2023 年幕墙工程产值将达到 4776 亿元，较 2018 年的幕墙产值年均

复合增长 5.52%；当非住宅建筑竣工面积年均复合增速为 2%，幕墙单价年均复合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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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7%，2023 年幕墙工程产值将达到 5652 亿元，较 2018 年幕墙产值年均复合增长

9.14%。 

表 10 2023 年幕墙工程产值与非住宅建筑竣工面积年均复合增速及幕墙单价年均复合增速的敏感性分析 

2023 年幕墙产值（亿元） 
非住宅建筑竣工面积年均复合增速 

-1.0% -0.5% 0.0% 0.5% 1.0% 1.5% 2.0% 

幕墙单价年均复合增速 

3.0% 4024 4127 4231 4338 4447 4558 4672 

3.5% 4123 4228 4335 4445 4556 4670 4786 

4.0% 4223 4331 4441 4553 4667 4784 4903 

4.5% 4326 4436 4549 4663 4781 4900 5022 

5.0% 4430 4543 4658 4776 4896 5018 5143 

5.5% 4537 4652 4770 4891 5014 5139 5267 

6.0% 4645 4764 4885 5008 5134 5262 5393 

6.5% 4756 4877 5001 5127 5256 5387 5521 

7.0% 4868 4993 5119 5249 5380 5515 565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海通证券研究所。注：年均复合增速为 2018-2023 年。 

2.4 装饰非单一地产后周期，存量房和竣工阶段改善是看点 

我们通过测算不同装饰细分领域的产值，可以总结以下几点： 

1）装饰并非纯粹的地产后周期，下游需求除了地产，政府投资也是重要影响 

装饰行业下游需求并非只有大家传统认为的商品房范畴，还包括政府投资的场馆、

会议中心、地铁站等楼堂馆所，以及一些投资运营机构，所以装饰需求既看地产企业开

发的商品房，也看政府投资的建筑设施以及其他投资。我们将家装、办公楼、商业综合

体等划为地产范畴，将酒店（产业资本投资）、公共空间、会议中心、楼堂馆所等划为

非地产范畴，按照 2023 年情况来看，预计家装 2.8 万亿元，办公用房装修 4000 亿元，

地产范畴装修规模在 3.2 万亿元左右，幕墙外公装（剔除办公用房）装修规模 1.9 万亿

元，幕墙主要是非住宅贡献（地产占比小），幕墙装修 4000 亿元，非地产范畴装修规模

为 2.3 万亿元。 

图25 我们预计 2023 年地产范畴装修占比 58%，非地产范畴装修占比 42%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2）存量房时代即将来临 

由于我国建筑业蓬勃发展了数十年，目前建筑存量较大，我们认为未来新开工增速

预计趋势下行，新建建筑预计增长放缓。而现有建筑经过一定时间，具有更新改造需求，

目前存量巨大，未来更新改造需求十分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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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2019 年 Q1-3 建筑业新开工面积降幅扩大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27 2018 年我国公装更新改造和新建面积比重对比 

 

资料来源：中装新网，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28 2018 年我国家装更新改造和新建面积比重对比 

 

资料来源：中装新网，海通证券研究所 
 

3）受益地产竣工改善 

装饰环节位于地产产业链后端，一般当房屋建筑竣工后进行，房屋建筑的竣工面积

直接决定了装饰的需求。装饰领域涵盖地产开发企业建设的商品住宅，办公楼、酒店、

商业综合体、公寓等；也包括政府出资建设的楼堂馆所、体育场馆、博物馆、图书馆、

医院、商务会展中心、车站、机场航站楼、学校等公共建筑，还包括企业出资建设的研

发楼、实验室等科研、教育、医疗、娱乐用房屋等。 

图29 房地产业务流程与建筑工程环节的对比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建筑业口径下房屋竣工面积更契合装修市场。目前房屋竣工面积有两个口径，一个

是房地产业口径，一个是建筑业口径，我们选取建筑业口径下的房屋竣工面积数据进行

分析，主要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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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房地产业口径统计的是房地产企业的房地产项目竣工面积，主要是商品房的竣

工面积（住宅、办公楼、商业营业用房及其他），口径较小； 

2）建筑业口径统计的是建筑工程企业建设的建筑项目竣工面积，除商品房外，还

包括商业及服务房屋、办公用房屋、科研、教育和医疗用房屋、文化、体育和娱乐用房

屋、厂房等，口径更广，与装饰市场更加契合。 

图30 房地产业口径与建筑业口径房屋竣工面积对比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根据 wind 数据显示，在整体房屋建筑中，商品房竣工面积占比较低，非商品房建

筑占据大部分。近几年商品房竣工面积占整体房屋建筑竣工面积比例在 20%-30%左右，

其中商品住宅占比在 23%-30%左右，非住宅商品房（办公楼、商业营业用房等）占比

在 16%-20%左右。） 

表 11 我国房屋建筑竣工面积及商品房竣工面积统计 

 

房屋建筑竣工

面积（亿平方

米） 

住宅建筑竣

工面积（亿平

方米） 

非住宅建筑竣

工面积（亿平方

米） 

商品房竣工

面积(亿平

方米） 

住宅商品房竣

工面积（亿平方

米） 

非住宅商品房

竣工面积（亿平

方米） 

商品房

占比 

商品住宅

占比 

非住宅

商品房

占比 

2004 14.74 8.19 6.55 4.25 3.47 0.78 28.82% 42.36% 11.89% 

2005 15.94 8.95 6.99 5.34 4.00 1.34 33.51% 44.71% 19.18% 

2006 17.97 10.29 7.67 5.58 4.32 1.26 31.07% 42.01% 16.40% 

2007 20.40 11.93 8.47 6.06 4.78 1.28 29.71% 40.03% 15.16% 

2008 22.36 13.39 8.97 6.65 4.77 1.88 29.76% 35.67% 20.95% 

2009 24.54 15.19 9.35 7.27 5.77 1.50 29.62% 37.99% 16.02% 

2010 27.75 17.25 10.50 7.87 6.12 1.75 28.38% 35.49% 16.70% 

2011 31.64 20.07 11.57 9.26 7.17 2.09 29.27% 35.71% 18.09% 

2012 35.87 23.42 12.45 9.94 7.90 2.04 27.72% 33.75% 16.37% 

2013 40.15 26.77 13.38 10.14 7.87 2.27 25.26% 29.41% 16.96% 

2014 42.34 28.65 13.69 10.75 8.09 2.66 25.38% 28.23% 19.43% 

2015 42.08 28.40 13.68 10.00 7.38 2.63 23.77% 25.98% 19.20% 

2016 42.24 28.40 13.84 10.61 7.72 2.89 25.13% 27.18% 20.92% 

2017 41.91 28.04 13.87 10.15 7.18 2.97 24.22% 25.61% 21.39% 

2018 41.35 27.84 13.51 9.36 6.6 2.76 22.64% 23.71% 20.43%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公装市场主要与非住宅建筑相关，其中办公楼装修市场由办公用房竣工面积决定，

酒店装修市场由酒店竣工面积决定，家装市场主要与住宅建筑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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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我国公装产值增速和非住宅竣工面积增速走势相关 

 

资料来源：中装新网，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32 我国家装产值增速和住宅竣工面积增速走势相关 

 

资料来源：中装新网，海通证券研究所 
 

19 年 6 月份开始商品房竣工面积增速开始回升，装饰需求有望提升。我们对历史

数据进行分析发现：2010 年之前，商品房竣工面积增速滞后新开工面积增速 2 年左右，

2010 年之后，商品房竣工面积增速滞后新开工面积增速 2.5 年左右。2018 年商品房新

开工面积增速和竣工面积增速出现明显的剪刀差，新开工面积增速上行，我们认为主要

是由于地产调控叠加融资收紧，地产企业为了回款以及后续融资加紧开工，而竣工面积

增速的下行，一方面与 2015 年新开工面积增速下滑有关；另一方面，由于地产公司融

资收紧，项目竣工推进放缓。目前地产调控仍在，地产企业融资依然不容乐观，即使竣

工周期有所延后，但考虑到 2016 年新开工面积增速回升，以及销售合同具有一定的制

约性，2019 年 6 月份开始，商品房竣工面积增速开始回升。 

图33 2010 年之前，商品房竣工面积滞后新开工面积 2 年左右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34 2010 年后，商品房竣工面积滞后新开工面积 2.5 年左右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35 2018 年商品房新开工和竣工面积增速出现剪刀差，19 年 6 月份开始竣工面积增速回升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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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开工面积作为竣工面积的前瞻指标，领先 2 年左右 

建筑由开工到主体完成，花费时间约 2 年左右，我们利用房屋建筑竣工面积和新开

工面积进行回归发现，当年房屋建筑竣工面积与 2 年前新开工面积回归拟合性好，房屋

建筑竣工面积 n=0.869939*房屋建筑新开工面积 n-2-19127.9。 

图36 房屋新开工面积领先竣工面积 2 年左右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3. 估值影响：业绩是根本，受房地产板块、政策等影响较
大 

业绩是估值根本，板块高增长阶段过去，是估值下降的关键。2010Q1 装饰板块归

母净利润增速达到高点，同比增长 115.55%，板块估值也相应提升，达到较高水平；之

后板块归母净利润增速下降，估值虽然在后面一段时间内有抬升，但整体呈下降趋势。

我们认为业绩是估值根本，板块业绩增速下降，估值也呈下降趋势。 

图37 10Q1 装饰板块归母净利润增速达到高点，估值提升，之后增速下降，估值呈下降趋势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2007 年至今，装饰板块主要经历 5 次典型的上涨和下跌： 

第一波，2007 年年初-2018 年 10 月底（2007 年初-年底上涨，装饰板块涨幅达

147.89%，沪深 300 上涨 158.25%；2008 年年初-2008 年 10 月底下跌，装饰板块跌幅

达 61.77%，沪深 300 下跌 68.84%），我们认为，此时装饰板块仅含有金螳螂一家上市

公司，期间的上涨和下跌主要受到市场整体影响； 

------------------------------------------------------------

http://ipoipo.cn/


RjAwMDQ5NTAwMjAxOTEyMjcxMDA1NTM=

                                                     行业研究〃建筑工程行业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22 

第二波，2008 年 11 月-2010 年 11 月底，装饰板块涨幅达 803.14%，同期沪深 300

上涨 88.56%；装饰板块实现如此大的涨幅，我们认为，主要因为四万亿刺激叠加城镇

化率的快速提升，装饰需求旺盛，导致装饰公司归母净利润持续高速增长。此外，同期

市场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市场情绪较高涨；2010 年 12 月初-2012 年 1 月底，装饰板块

跌幅为 41.04%，同期沪深 300 下跌 21.44%，我们认为，装饰板块的下跌一方面因为地

产调控，产生对未来订单及业绩下滑预期；另一方面，受欧债危机影响，国内经济增长

出现放缓迹象，市场对公司未来业绩预期悲观，大盘出现下跌； 

第三波，2012 年 2 月初-2013 年 7 月中旬，装饰板块涨幅为 94.93%，沪深 300 下

跌 5.58%。我们认为主要因为，受欧债危机影响，国内经济增速下滑压力较大，2011

年底，货币政策开始调整，自 11 年底至 12 年中，央行连续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累计下调 1.5 个百分点，两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地产调控政策也有所调整，2012

年 6、7 月连续两次下调公积金贷款利率，地产销售逐渐回暖，带动装饰板块订单回暖；

2013 年 7 月下旬-2014 年 6 月底，装饰板块下跌 32.28%，沪深 300 下跌 6.94%，我们

认为，装饰板块的下跌或与中央发布禁止政府 5 年内新建楼堂馆所政策有关。 

第四波，2014 年 7 月-2015 年 6 月中旬，装饰板块上涨 189.74%，沪深 300 上涨

145.09%，我们认为装饰板块大涨主要受益于整体市场的上涨；2015 年 6 月下旬-2016

年 1 月底，装饰板块下降 56.26%，沪深 300 下降 44.48%，我们认为 2015 年场外配资

受清理，市场大幅下跌，2016 年 1 月遭受熔断影响，再次大幅下跌，装饰板块也未能幸

免。 

第五波，2016 年 2 月初-2017 年 3 月底，装饰板块上涨 27.56%，沪深 300 上涨

18.45%，我们认为这波上涨主要是超跌反弹；2017 年 4 月至今，装饰板块指数呈下降

趋势，我们认为受地产调控等影响，估值受压制较明显。 

[Table_PicPe] 图38 2007 年至今，装饰板块指数经历了 5 次典型的上涨和下跌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装饰板块估值受房地产板块、自身业绩、市场整体表现以及事件性影响。我们以

PE（TTM）作为对装饰板块估值的跟踪指标，从 2007 年 5 月 8 日至今，PE（TTM）

最高为 94.42 倍（2010 年 11 月），最低为 15.14 倍（2018 年 10 月），均值为 37.41 倍，

中位值为 33.74 倍，总共有 5 波估值的上升和下降，总结下来，装饰板块估值的变化主

要受到几个方面影响： 

 1）市场整体影响，我们认为，在市场处于典型牛市和熊市当中，整体估值不断提

升或下降，装饰板块估值也会有明显的波动，比如 2007-2008 年，2014-2015 年； 

 2）房地产板块估值影响，我们认为，作为房地产产业链后端的产业，房地产受到

政策的调控，进而导致销售、新开工、竣工面积发生变化，首先，影响市场对于装

饰板块的业绩预期，导致估值的波动；其次，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装饰板块自身

的业绩会受到影响，比较明显的是 2011-2012 年，2016-2018 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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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政策刺激及自身业绩影响，我们认为，在城镇化率快速提升以及政策刺激的阶

段，房地产建筑大量兴起，装饰需求强烈，装饰板块业绩快速增长，估值也得到提

升，比如 2009-2010 年； 

 4）事件性影响，我们认为，行业或者公司等某些事件的发生，影响到行业及公司

的未来发展，造成市场对未来业绩的担忧。比如 2013 年 7 月中央出台政策，禁止

政府 5 年内新建楼堂馆所。 

[Table_PicPe] 图39 2007 年至今装饰板块估值经历 5 次典型的上升和下降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拉长时间来看，装饰板块估值的变化和房地产板块指数走势高度一致，其中只有

2010 年、2013 年出现一定的背离，我们认为主要原因：1）2010 年地产开始受到调控，

销售面积增速下滑，但是政府投资依然强劲，政府等公共建筑大量兴建，装饰公司订单

和归母净利润依然保持较快增长，估值得以继续提升；2）2013 年，装饰板块估值主要

受到《禁止政府 5 年内新建楼堂馆所》政策的影响导致估值下跌较多。我们认为如果后

续地产调控有所调整，房地产板块估值有望抬升，以及政府投资回升明显，装饰板块估

值也将有所提升。 

[Table_PicPe] 图40 装饰板块估值和房地产指数走势高度一致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4. 订单结构变化：公装受 EPC 订单业绩转化放缓，全装
修受制资金新签放缓 

4.1 传统公装领域，EPC 等项目占比增加，落地转化周期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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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设计+施工平行发包方式建设效率有待提高。目前，我国建设项目组织实施方

式主要采用设计施工平行发包的传统工程建设模式，工程设计与施工脱节，导致管理成

本高、协调工作量大、工期延期、造价突破等问题。工程总承包模式下，设计与施工实

现一体化，可有效提高工程建设效率和水平，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政策加速建筑工程领域总承包（EPC）应用。2016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了《关

于进一步推进工程总承包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一纲领性文件的颁布，有利于进一步推

进工程总承包模式的实施和应用。 

传统公装领域 EPC 项目应用增多。作为新型的项目管理模式，也是未来建筑装饰

行业发展大趋势，传统公装领域 EPC 项目应用增多。传统公装领域包括酒店、商业综

合体、办公楼、会议中心等，项目设计复杂，施工涵盖内容多，更加适合 EPC 模式。

2016 年以来多家装饰公司积极发力，大力拓展 EPC 项目。以亚厦股份为例，截至 2017

年承接了扬子科创中心、垂直森林等多个 EPC 项目，累计合同总金额近 25 亿元，其中

南京垂直森林 EPC 项目单个合同达 8.5 亿元，2018 年承接了网易联合创新中心等多个

EPC 项目。此外，宝鹰股份、广田集团、建艺集团等公司均承接了 EPC 项目。 

表 12 上市装饰公司承接的一些 EPC 项目 

公司简称 时间 项目名称 金额(亿元） 

亚厦股份 
2017 南京垂直森林 EPC 项目 8.50 

2018 网易联合创新中心 EPC 项目 - 

广田集团 

2014/03/12 凤凰新天地装饰总承包工程  5.00 

2014/05/13 柳州市方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项目设计及装饰总承包工程  12.85 

2014/05/13 休格兰花园、华派克交易中心装饰总承包工程  8.50 

2019 深圳人才安居总承包项目 - 

宝鹰股份 

2015/03/19 柯世模有限公司拉图蔓腾“钻石”综合楼项目建筑装饰工程总承包合同 9.99 

2016/07/02 越南岘港 JW 万豪酒店施工总承包合同 14.16 

2018/05/03 维多利亚州莫宁顿半岛旅游基础设施与智能化装配式屋宇设计、采购、建设总承包合同 13.00 

建艺集团 2018/02/06 大沙河生态长廊景观项目示范段装饰装修工程及市政施工总承包工程 0.93 

柯利达 2018/04/19 瓜沥七彩小镇一期精装工程及二期 EPC 工程总承包 8.00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等，海通证券研究所 

EPC 项目单体量变大，涉及环节多，落地转化周期放缓。EPC 项目较传统施工项

目而言，涵盖设计施工等内容，涉及环节增多，体量明显变大，也意味着落地转化周期

比传统施工项目要更长。 

图41 EPC 模式相比传统施工模式环节更多，转化周期更长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4.2 全装修领域，受制于回款压力，放缓新订单签订 

全装修渗透率快速提升，装饰企业订单受益增长。受益于政策推广，以及地产行业

集中度提升，全装修渗透率快速提升。2018 年全国住宅装修工程产值为 20300 亿元，

同增长 6.28%，成品房精装修工程产值为 8500 亿元，同比增长 11.84%，2016-2018

年精装房工程产值增速均快于整体住宅装修产值增速。全装修渗透率快速提升，装饰企

业订单受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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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2018 年精装房工程产值为 8500 亿元，同增 11.84% 

 

资料来源：中装新网，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43 2016-2018 年精装房增速快于整体住宅装修产值增速 

 

资料来源：中装新网，海通证券研究所 
 

由于房地产调控趋严，地产企业融资收紧，资金压力加大，应付款增长较快，其中

工程款占据较大比重。1-10 月房地产开发资金同比增长 7.00%，增速下滑 0.10 个 pct，

但其中各项应付款增长 10.80%，增速明显快于整体资金；而在各项应付款中，最主要

的是工程款，1-10 月工程款占各项应付款比重达到 55.12%，比重呈提升趋势。 

图44 2018 年开始，房地产企业应付款增速快于整体资金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45  2013 以来工程款占房地产企业应付款比重在 50%以上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全装修装饰企业受影响明显，资金压力较大，影响新订单签订。由于全装修业务相

对标准化，且竞争激烈，从而导致大型房地产企业更有话语权，全装修企业相对弱势，

在房地产企业资金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全装修企业受影响较大，回款放缓，导致新订单

签订放缓。 

图46 全装修业务占比较大的企业收现比有所下降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47 全装修业务占比较大的企业经营现金流净额有所下降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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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2019Q1-3 装饰上市公司新签住宅全装修订单增速较整体订单增速明显下滑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5. 投资建议：看好龙头份额持续提升和装配式装修发展 

目前，我国装饰行业集中度很低，根据我们测算，2018 年公装龙头金螳螂市占率

仅 1%左右，家装龙头东易日盛市占率还不到 1%。我们认为在资金、商业模式、未来

发展战略等因素影响下，未来行业集中度有望实现提升。我们看好龙头公司“强者恒强”，

市场份额持续提升；此外，装配式装修作为未来发展的趋势，值得期待。个股方面，我

们建议关注龙头公司金螳螂、亚厦股份、东易日盛等。 

1、金螳螂：看好龙头份额持续提升 

 公装业务拓展顺利，订单增长较快。公司传统公装业务，包括酒店、公共空间等拓

展顺利，EPC 等模式的应用，区域壁垒的弱化，以及定制精装业务的拓展，都提

供了增长的动力，19Q1-3 公司新签公装订单 185.60 亿元，同比增长 15.57%，截

至 19Q3 底，在手公装订单为 423.65 亿元，订单充足。Q3 单季度新签公装订单

58.16 亿元，同比增长 1.04%，我们认为一方面受地产企业融资收紧，对全装修业

务影响较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受困于债务压力，投资增速放缓。不过未来随着

地产企业融资改善，以及政府投资回升，公司公装业务有望延续较快增长。 

 家装业务逐渐成熟，业务不断放量。经过几年摸索和发展，公司家装业务模式逐渐

成熟，已开线下直营店 170 余家，而且将线上产品信息展示与线下产品体验相结

合，线上入驻天猫、京东，自建微信平台、官网、APP 等线上营销渠道；线下门

店加强服务管理及施工质量把控。公司在供应链、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以及人员

管控方面都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家装业务不断放量，家装盈利有所提升。互联

网家装业务营收规模由 2014 年的 490 多万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34 亿元左右。

19Q1-3 公司新签住宅订单 126.51 亿元，同比增长 17.90%，我们认为由于商品住

宅销售及二手成交低迷，公司家装业务受到一定压力，不过随着公司门店经营效率

的逐渐提升，以及未来住宅整体销售市场回暖，后续家装业务有望延续较高增长，

并有望进一步改善公司现金流的同时，能够提高公司的消费属性。 

 在手订单充足，资金较为充裕，股权激励提升员工积极性。截至 2019Q3 末，公

司在手订单 645.47 亿元，同比增长 16.70%，订单依然充足。此外，截至 19Q3

末，公司预收款为 8.84 亿元，相比 18 年同期增长 18.66%，增长较快。截至 19Q3

末，公司在手货币资金 39.02 亿元，较年初增加 8.33 亿元，充裕的在手资金，可

有效保障项目推进。2018 年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 32 名高管、技术业

务骨干授予 4110 万股限制性股票，占总股本的 1.55%，授予价格为 3.99 元/股，

分三年解锁，解锁条件为以 2018 年为基数，2019-2021 年营收增长不低于 20%、

40%、60%，扣非归母净利润增长不低于 15%、30%、45%。我们认为这将提升

员工的积极性，保障业务拓展。 

 我们认为对集中度极低的装饰行业来说，地产总量的悲观情绪不影响装饰龙头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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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装饰需求的结构发生着较大变化，受益消费升级酒店需求企稳、受益产业结构

调整文体卫教以及场馆类需求提升、受益全装修政策住宅精装修需求增加等等，公

司作为行业内现金流最为突出的龙头企业，不仅有完善的施工管控体系和强大的供

应链优势，更有充裕的资金，其市场份额有望加速提升。另外公司家装业务快速放

量，装配式装修也在稳步推进，我们预计公司 19-20 年 EPS 分别为 0.92 和 1.06

元，给予 19 年 14-16 倍市盈率，合理价值区间 12.88-14.72 元，维持“优于大市”

评级。 

 风险提示：地产业务回款风险，家装业务进展不达预期。 

2、东易日盛：消费延展性突出，业绩弹性较大的家装龙头 

 19 前三季度新签订单增势平稳，精工装订单大幅增长。19 年前三季度公司新签合

同 35.27 亿元，同比增长 3.18%，其中家装 30.20 亿元，同增 0.42%；公装 3.55

亿元，同增 2.60%；精工装 1.52 亿元，同增 134.91%。截至 19 上半年，公司 A6

业务“东易日盛家装”直营及子公司门店共计 171 家，产品化家装业务门店共 54

个，其中“速美超级家”48 家、上海创域家居“关镇铨”6 家。截至 19 年三季度

末，公司在手订单 38.48 亿元，同比下降 10.58%，我们认为由于一二线城市住宅

二手房成交以及三四线城市新房销售低迷，导致公司业务拓展受到一定压力，不过

随着后续行业回暖，公司业务有望改善。 

 完善供需链、拓展获客渠道。公司通过产品供应链、服务生态链、供应链金融和数

字智能供需的应用技术，打造 3+1 业务模式。目前完成了 5 个仓储物流城市的行

业云仓、干线物流班车、众包平台、送装一体化（全国 48 小时上门及 48 小时完

工）等服务，已实现稳定的效率；逐步建立了行业数字化标准如各品类货物周转率、

配送频次、补货周期、临期品等，以促进行业供应链效率的不断提升和成本下降。

在家装渠道拓展方面，除了以直营门店及小区拓展进行客户承揽，同时通过主流线

上获客渠道布局，包括与四大搜索引擎平台签订合作框架，广泛拓展自媒体渠道，

积极利用双微、抖音等新兴平台开展引流工作；电商平台资源，先后与天猫、淘宝、

京东等平台达成战略合作，开设直营店铺，研发电商平台专属产品；同时对主力获

客平台 PC 官网、H5 官网进行改造，还完成微官网、官方 APP、微商城和小程序

的开发上线工作，不断扩张线上平台的流量承接能力。 

 面对行业变化，大力开拓新商业模式。面对政府的精装交付、售房限价政策，公司

大力开拓新商业模式，正在积极推进定制产品化装修（BBC）模式实施落地，运用

公司的定制精装能力（产品开发能力、深度供应链能力、数字化及信息化能力、专

业施工管理能力），帮助中小开发商实现批量的个性化交付，实现共赢。此外，针

对市场需求，公司也在探寻翻新、局装等新的业务领域，积极推动产业链间的跨行

业合作。 

 考虑公司大力拓展新商业模式，且速美全年有望减亏，另外完善供需链，拓展获客

渠道，链家和万科参股公司也有望实现精准导流，提升公司传统业务的增长速度，

我们预计公司 19-20 年 EPS 为 0.65 元和 0.76 元，给予 19 年 15-17 倍市盈率，合

理价值区间 9.75-11.05 元，维持“优于大市”评级。 

 风险提示：速美拓展不及预期风险、地产调控超预期风险。 

3、亚厦股份：装配式装修业务进入收获期，装配式装修订单相继落地 

 装配式装修技术逐渐成熟，业务实现突破。2012 年，公司董事会战略部署，确立

工业化发展方向；2013 年，工业化研发团队及专项实验室建立，五年规划编制完

成；2014 年，工业化技术体系 V1.0 开发完成，亚厦工业化研发进入新阶段；2015

年，工业化技术体系 V2.0 开发完成，技术原型样板间成功试制；2016 年，工业化

技术体系 V3.0 开发完成，产品原型样板间成功试制；2017 年，产品开发、供应链

及运营模式构建完成，量产成功；2018 年，系列项目落地交付，亚厦工业化进入

商业化运营阶段。经过多年研发，公司装配式装修技术与模式逐渐成熟，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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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签订 1.4 亿元装配式装修合同，2019 年 12 月签订 1.45 亿元浙江省未来社区

工业化装配式装修项目。 

 2018 年至今，新签订单延续高增长。2018 年新签订单 117.13 亿元，同比增长

8.38%，19Q1-3 新签订单 112.47 亿元，同比增长 30.16%，其中新签公装订单 77.24

亿元，同比增长 27.73%，新签住宅订单 29.10 亿元，同比增长 44.99%。 

 公司严格落实“以 EPC 模式向大体量项目与海外市场发力，重点布局和推动装配

式装修的产业升级，通过 2018-2022 年五年的努力，实现稳固行业龙头”的战略

目标，致力于成为以技术研发为核心、工业制造为平台、产业服务为导向的建筑装

饰行业领跑者。 

 风险提示：装配式装修业务拓展不及预期，业务回款风险。 

6. 风险提示 

1、政策风险。下游房地产及基建投资都受政策影响较大，政策的波动有可能对装

饰行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 

2、回款风险。信用及融资收紧，业主资金链紧张，有可能造成公司回款放缓。 

3、新业务拓展风险。由于新业务发展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仍有发展不及

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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