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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国家持续出台政策深化改革、

加快行业转型升级，预计实体零售

的转型与结构调整仍将为行业的发

展重点。 

需求：随着消费者信心指数的稳步

上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继续保持增长态势，预

计行业需求将保持稳定增长。 

行业格局：预计零售行业将朝多业

态、多领域聚合式、协同化方向转

型，转型步伐将有所加快，行业格

局将得到深化调整。 

盈利：零售企业整体经营较为稳定，

行业利润稳步增长；随着零售行业

加快转型升级，行业盈利水平有望

得到提升。 

债务负担：零售行业发债主体仍向

高级别集中，存续债券期限结构较

为分散，短期偿债压力一般。 

信用质量：预计零售行业整体信用

水平将保持稳定，但受业务经营及

战略布局影响，行业内企业信用水

平可能存在小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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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要 

2017 年以来，零售企业总体有所回暖，尤其是高端消费回暖，

带动百货及购物中心业态的经营向好；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继续保持增长态势，行业利润稳步增长，零售企业整体

经营较为稳定；受实体零售竞争激烈及电商冲击等因素影响，众多零

售企业纷纷加快转型步伐，推行多业态发展、不断创新，促进新零售

模式的发展。 

未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应用更加普遍，

居民消费需求深刻变化，催生零售行业供给新模式。行业内逐步构建

线上线下融合新格局，实体零售与网络电商正逐渐从独立对抗走向融

合协作；多业态跨界协同趋势明显；在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背景下，

单纯依靠商品销售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无法适应市场需求，未来的零

售行业将继续朝多业态、多领域聚合式、协同化方向转型。在场地租

金攀升、企业利润下降的大环境下，门店越开越小俨然已经成为实体

零售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同时借助国企改革、O2O 模式等契机，

行业内整合并购、战略合作也将持续发酵。综合来看，预计 2018 年

零售行业将继续保持平稳发展，质量、效益和服务水平将进一步提升，

零售业将保持稳定的信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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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体零售面临较大冲击、经营承压的情况下，国家持续出台相

关政策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实体零售业的转型升级，预计实体零

售的转型与结构调整仍将为行业的发展重点 

2017 年以来，零售行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实体门店数字化程

度提高，支付方式趋向多元化。但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消费水平的

提高及主流消费人群逐渐向 85 后、90 后及 00 后等变迁，实体零售

业发展仍面临产品同质化严重、经营模式落后等问题。在实体零售面

临较大冲击、经营承压的情况下，国家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推动线

上线下融合发展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动实体零售企业加快

转型步伐。2016 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推动实体零售

创新转型的意见》，对实体零售企业加快结构调整、创新发展方式、

实现跨界融合、不断提升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及效率做出了政策支

持，从调整商业结构、创新发展方式、促进跨界融合、优化发展环境

等 5 个方面提出了 16 条具体措施，以适应消费需求新变化，进一步

提高流通效率。预计 2018 年，实体零售的转型与结构调整仍为零售

行业的发展重点，随着消费人群的收入增长及主力购买人群的变化，

零售行业需从需求端对产品和服务、经营模式、技术创新等进行升级，

提升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 

此外，2017 年 2 月 5 日发布的第 14 份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农村

电商作为一个条目单独陈列出来。中央一号文件分别对从村到乡镇的

物流体系、全国农产品流通骨干网络以及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提出了

推动和加强的意见，提出要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工流通企业与

电商企业全面对接融合，推动线上线下互动发展。发展农村电商是未

来零售行业必行之路之一，与国家“三农”政策相符合。预计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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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淘宝、京东等电商巨头的发展，以及物流、第三方支付平台的逐

步完善，农村电商仍将面临较大的发展空间，电商企业将保持较快发

展。 

总的来看，预计 2018 年，实体零售企业仍将以深化流通体制改

革、加快转型升级作为发展重点，同时将加大与电商和移动互联网等

在采购、营销等方面的合作，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需要。  

2017年以来，消费者信心指数稳步上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继续保持增长态势，预计需求将保持稳定增长 

我国人口数量庞大，为零售行业提供了大量的消费人口基数。居

民收支方面，随着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内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

平不断提高，消费性支出逐年增加；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生活水平

有所提升。2017 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342 元，

比上年同期相比实际增长 7.5%。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来看，食品烟

酒、居住、交通通信继续占据了消费支出的前三位。2017 年第三季

度，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已连续第四个季度实现

增长，创继 2013 年第四季度以来的历史新高，达到 114 点，表明尽

管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经济增长稳定性的不断提高，为中国消费者

信心指数提升奠定了基础。目前行业内处于消费升级阶段，生存型消

费开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过度。 

同时，我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增速逐年提升。随着线上平台的发

展，电商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总额比重逐年

提高。2017 年 1～10 月，零售电商继续保持较快速增长在实物商品

网上零售额中，吃、穿和用类商品分别增长 29.5%、19.6%和 32.1%。 

受益于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庞大的人口

数量带来的消费需求提升，我国零售行业总体保持持续增长。但另一

方面，由于宏观经济景气度下行、居民住房等刚性成本居高不下、限

制“三公”消费政策出台、电商和海外购物消费分流等多重因素叠加影

响，国内零售业由高速增长逐步转为稳步增长，增速趋缓。综合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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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及外部消费情况上，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消费者信心指

数稳步上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继续保持增长态势，预计 2018 年，

零售行业需求将保持稳定增长。 

在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实体零售的业态结构调整取

得了初步的成效，预计零售行业将朝多业态、多领域聚合式、协同化

方向转型，转型步伐将有所加快，行业格局将得到深化调整 

2017 年以来，网上零售额持续快速增长和电商大规模的分流加

大了实体零售企业的经营压力，同时直接导致了国内百货店、大卖场、

超市等的陆续关店。2017 年 6 月，曾经作为广东超市巨头之一的湖

南新一佳商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历经资金链断裂、供应商催债、员工维

权、闭店潮、重组未果等一系列事件后，正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这

也是国内较大规模连锁企业首家破产。2017 年第三季度，超市共关

闭门店 9 家，沃尔玛关闭门店 6 家，华润万家和永辉分别关闭 2 家和

1 家门店。 

为应对市场新变化，传统零售企业加快转型步伐，线下超市的发

展已由大卖场逐渐转向精品超市。在 2017 年第三季度新开的超市门

店中，精品超市首次超过大卖场，占比达 51.28%。此外，实体零售

企业的数字化程度也在逐渐提高，根据商务部 2017 年 9 月发布的数

据，零售连锁百强企业开展网络零售的比例提升至 83%，是全国企业

互联网应用平均水平的 2.5 倍。在调整实体经营业态的同时，新零售

创新业态层出不穷，创新业态发展活跃，包括阿里旗下的盒马鲜生及

永辉推出的超级物种，截至 2017 年 10 月末，盒马鲜生共有门店 20

家，超级物种共有门店 22 家，虽然目前新开店数并不多，但开店速

度已有所加快；其他企业也陆续开始尝试无人便利店等新零售模式，

无人便利店已在北京、广州、深圳等全国多地布局。 

从百货的经营业态来看，实体百货逐步探索 O2O 经营模式，发

展“互联网+”，重构商业价值链；整合供应链和服务体系，自建“全渠道”

流通模式，发展集百货、休闲、娱乐、旅游等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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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增值服务。其中天虹百货逐步推动自身转型升级，将旗下门店统

一采取主题场景布局，零售、餐饮与娱乐三大板块按照 2:1:1 的比例

布局。 

在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实体零售的业态结构调整取

得了初步的成效，新零售形式亦获得了较好的市场认可。预计 2018

年，零售行业将朝多业态、多领域聚合式、协同化方向转型，转型步

伐将有所加快，行业格局将得到深化调整。 

零售企业整体经营较为稳定，行业利润稳步增长，但部分实体零

售企业受竞争激烈及电商冲击等因素影响，收入及利润同比均有所下

降；随着零售行业转型升级加快，行业盈利水平有望得到提升 

2017年1～10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7,419亿元，同比增

长10.3%，与上年同期持平；同期，零售电商继续保持较快速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网上零售额55,350亿元，同比增长34.0%；

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41,782亿元，增长28.8%，占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4.0%。2017年1～11月，零售行业发债企业共有13

家，可在公开资料查询到经营数据的8家中，发债企业共实现营业利

润41.86亿元，同比增长18.27%；其中，部分实体零售运营商受竞争

激烈及电商冲击等因素影响，收入及营业利润同比均有所下降；其他

零售企业收入及利润规模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从毛利率水平来

看，发债企业毛利率同比变动不大。预计2018年，零售行业将整体回

暖，带动百货及购物中心业态的经营向好，使零售行业营业收入及利

润保持稳定增长。  

盈利能力方面，零售消费作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

随着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零售行业盈利能力较为稳定，销售毛利率

和净利率水平均波动不大。随着实体零售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商品结

构将得到进一步的优化，零售行业营业收入及利润仍将保持增长，零

售行业盈利能力有望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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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图 1  2010 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值及同比情况 

零售行业发债主体仍向高级别集中，且行业开放程度较高，从业

企业数量较多，整体集中度偏低，零售行业存续债券期限结构较为分

散，短期偿债压力一般 

从盈利能力来看，以零售行业全体上市公司为样本，2014 年以

来，零售行业销售收入增长率保持增长，盈利能力持续提升。从周转

效率来看，零售企业具有一定规模存货，且部分零售企业已将业务拓

展至房地产等行业，因此存货规模呈现增长趋势，2014 年以来，零

售行业存货周转效率有所波动，2017 年 1～9 月，零售行业存货周转

天数为 83.53 天，周转效率同比有所下降。从债务负担来看，2014 年

以来，零售行业全行业资产负债率持续呈下降趋势，截至 2017 年 9

月末，零售全行业资产负债率为 56.99%，债务负担一般；同期，流

动比率为 1.18 倍，流动资产能够对流动负债形成一定覆盖；且零售

行业多采用现款结算，应收账款规模较小，周转效率较高，因此现金

回笼率整体处于较好水平，经营性净现金流保持为净流入，能够对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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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和利息形成一定覆盖。  

截至 2017 年 11 月末，零售业仍在公开发行债券市场有存续债券

的发行主体共计 30 家，其中 AAA 级主体 3 家，AA+级主体 6 家，

AA 级主体 16 家，AA-级主体 2 家，A+主体 1 家，主体级别主要集

中在 AA 级及以上。整体来看，零售业开放程度较高，从业企业数量

较多，但集中度偏低。从行业内已发债企业来看，区域分布较分散，

整体信用质量较高。 

从发债情况来看， 2017 年 1～11 月，零售行业发债企业共为 13

家，同比变化不大。从发债主体级别来看，零售行业发债主体级别全

部在 AA-及以上，集中在 AA 及 AA+级，分别为 4 家和 7 家。总体

来看，行业发债主体仍然向高级别集中；从发债主体企业性质来看，

以地方国企以及上市公司为主。截至 2017 年 12 月 6 日，零售行业存

续债券规模 922.17 亿元，其中 1 年内到期的债券为 229 亿元，占比

为 24.83%，偿债压力一般。 

从存续债发行主体来看，零售行业存续债虽向级别较高的主体集

中，但整体较为分散，除苏宁电器存续债规模达到 285.30 亿元，在

存续债中占比较高，达 30.94%，发债企业集中偿付压力一般。从债

券期限结构来看，存续债券期限结构分布较为平均，但发行债券种类

期限结构逐步由短期债券转为长期债券。总的来看，由于零售企业行

业特性，现金流水平与其他行业相比较为稳定、规模较大，零售企业

存续债规模一般，且债务期限结构较为分散，短期偿债压力一般。 

预计2018年，零售行业整体信用水平将保持稳定，但受业务经

营及战略布局影响，行业内企业信用水平可能存在小幅波动 

从级别调整情况来看，零售行业整体信用水平较为稳定，2017

年 1～11 月，行业内信用级别调整的企业仅为 2 家，均由 AA+调整

为 AAA，展望维持稳定，分别为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王府井集团”）和杭州市商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商

旅”）。 



 

9 / 9 

从上调原因来看，王府井集团主要受持续的连锁化经营以及全国

布局带来规模化经营优势，综合竞争实力不断增强，且近年来业绩相

对稳定，经营积累不断增加，债务规模总体平稳，得益于权益的增厚，

王府井集团近年来资产负债率不断下降，财务稳健度提高。此外，杭

州商旅主要为在区域市场形成了很强的资源优势，旗下优质品牌众多，

区域市场竞争地位较稳固；同时，作为市政府下重要的商贸旅游类国

有资产运营平台，受政府支持力度加大，2017 年以来杭州商旅继续

收到相关股东注资 3.58 亿元，资本实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总的来看，国内经济总量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随着居民收入以

及消费层次的不断提高，零售行业将保持持续增长的空间。受行业特

性影响，零售企业较其他重资产行业投资支出规模较小，且资金回笼

情况较为稳定，资金压力一般。但部分零售企业业务趋向多元化，同

时开展房地产开发、股权投资等业务，因此亦面临一定的资本支出需

求。预计 2018 年，零售行业整体信用水平将保持稳定，但受业务经

营及战略布局影响，行业内企业信用水平可能存在小幅波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