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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力特已连续两周领跑白酒板块 ，预计下周

白酒指数有望止跌回稳、毋需悲观 
 

投资建议 

 1 月模拟组合：贵州茅台（25%）、伊力特（25%）、天润乳业（20%）、恒
顺醋业（20%）、克明面业（10%）。上周我们模拟组合回报-2.88%，跑输中
信食品饮料指数的-2.34%和沪深 300 指数的-0.83%。 

 中信白酒指数本周大跌 4.02%，我们核心推荐的伊力特以+1.24%收益再次
领跑白酒板块。我们在上期周报中提到，本周之前的两周白酒指数累计涨幅
及相对收益显著（累计绝对涨幅超 6.5%，相对上证综指和沪深 300 指数均
有超过 5 个百分点的超额收益），因此板块短暂休整在意料之中。我们核心
推荐的伊力特近两周分别以周涨幅 5.45%、1.24%的正收益连续两周领跑白
酒板块。同时，尽管本周白酒板块跌幅较大，但基本面最好的贵州茅台及五
粮液表现（本周分别下跌 1.68%、1.14%）仍显著好于整体板块，说明强劲
的基本面对股价仍有显著支撑。下周将是大部分白酒厂商实际发货的最后一
周，预计下周一线白酒批价仍有小幅上攻可能，同时考虑到上周指数回调幅
度较大，叠加这两大因素考虑预计下周指数有望止跌回稳，毋需过分悲观。 

 批价追踪：茅台批价高位坚挺，五粮液实现顺价目标。前期茅台批价呈现连
续上涨局面，但上周基本稳定在 1150-1180 元区间。茅台此前承诺春节不断
货、近期发货节奏基本正常，我们认为前期批价跳涨主要是在需求端火爆基
础上，经销商囤货叠加市场炒作等多重因素共同推动所致，因此短期存在一
定的超涨，高位小幅震荡应属正常，侧面也能显示出年前需求端仍然强劲。
五粮液控量、“双轨制”价格及回购三管齐下取得显著效果，同时乘茅台批
价跳涨东风，普五批价已升至 740-750 元，成功实现对最新厂价 739 元的顺
价。五粮液近期控量、回购、阶梯价格等组合拳齐发力挺批价，目前看收效
显著。加之茅台批价大涨策应，客观上也为五粮液批价上涨提供土壤。饱经
两年多批价倒挂之苦的五粮液终于迎来顺价，渠道盈利改善显著，虽然仍与
茅台存在较大差距，但已走出向好态势。伴随顺价到来，17 年五粮液控量
政策将更加进退自如。同时，由于目前五粮液批价目前已被茅台拉大到 400
元+差距，加之经销商 17 年拿货实际成本（17 年无返利）大幅提升以及公
司控量表态，因此我们预计其春节后批价回调压力相比茅台要小。 

 继续重点提示独家品种——伊力特：估值有底、变革在即，前期深度报告逻
辑正在稳步兑现。公司正在筹备全国运营中心，计划由公司控股、拟邀请经
销商参股，我们认为这反映了公司求变思路下、抓住本轮白酒复苏机会的疆
外扩张意图。新任董事长陈总改革意愿强烈，对公司面临问题认识清晰，我
们认为伊力特 17 年必走改革之路，参考同伊力特销售体制类似的西凤酒改
革路径，预计公司在疆外部分区域如华中、华南试水直销将是大概率事件。
预计 16 年收入/利润端同比 15 年都将仅是微增局面，这将为 17 年营造一个
低基数、弹性更大的希望之年。预计 16-17 年收入 16.63 亿元 /18.49 亿元，
归母利润 2.88 亿元/3.71 亿元，折合 EPS 为 0.65 元/0.84 元，目前股价对应
PE24X/18X。我们认为伊力特是 17 年非常值得配置的中期品种，给予“买
入”评级。 

 食品板块方面，推荐排序仍然不变，分别为天润乳业、恒顺醋业、克明面
业、西部牧业。天润乳业（估值已明显降至合理水平，17 年 50%左右利润
高增长仍有望持续）；恒顺醋业（目前股价仅高于高管持股成本约 10%，预
计 17 年公司利润端将出现显著改善）；克明面业（16 年大概率完成股权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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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业绩目标；前期公告控股股东设立并购基金，外延有较强预期；定增股东
将于本月解禁，考虑到资金成本目前定增股东浮盈仅 5%左右，下跌空间有
限）；西部牧业（近期因 GDT 拍卖价创短期高点导致股价回调明显，考虑到
西部牧业的原奶概念稀缺性，同时公司下游花园乳业 17 年有望积极向疆外
扩张，有望放大收入端弹性）。 

 天润乳业本周调整明显，显示市场对 17 年增长态势仍然有所担心。2016 年
公司经营层面实现跨越式发展，综合 16 年出货量预计上看 10 万吨，收入增
速约 50%。公司极其看重 17 年疆外拓展的重要性，在疆内基数较大情况下
（预计 16 年疆内出货约 8.6 万吨），疆外将担负起 17 年公司增长重任。因
此，我们判断明年公司将在人员、新品、物料、促销等多方面倾斜于疆外，
同时大概率在华东、广东两大核心市场之外开辟新的增长点，预计 17 年疆
外仍有望实现收入翻倍增长。我们认为近期股价下跌主要是 16Q4 出货量同
比增速降至 30%一线、环比 Q3 增速无明显起色，因此市场对于 17 年增长
态势所有担心。我们认为，在 16 年全年任务大幅超额完成及疆外新动作尚
未实施的情况下，销售端力度小幅减弱是正常情况，17 年疆外扩张力度加
强有望接棒疆内增长重任。预计公司 17 年收入 /利润端仍有望维持
40%/55%增长。我们始终认为，50-60 亿元是天润乳业短期合理市值区间，
在股价接近合理价值区间下限时仍可积极买入。 

 恒顺醋业正处于基本面的回升期和股价的短期底部。恒顺醋业前期自近期高
点 12.83 元最高回调近 15%，最低点股价（10.91 元）对应 16 年上半年高
管持股成本（考虑资金成本实际持股成本为 10 元左右）浮盈不足 10%，尽
管估值不便宜（目前股价 11.26 元预计对应 16/17 年 PE45X/32X），但考虑
到市场一直以来因其食醋行业龙头所给予一定的估值溢价，我们认为仍具有
一定安全边际，而最近两周股价走势也如期走出反弹走势。公司 16 年 6 月
对主力产品提价 9%，考虑到市场操作中给予经销商的三个月缓冲期，提价
对 16 年业绩正向贡献将主要体现在 Q4，预计 16 年全年业绩在 1.5 亿元。
预计自 17 年开始，提价对销售层面负面影响将彻底消除、对业绩提振效应
开始全面显现，业绩将有望呈现加速转好局面，预计 17 年归母净利润有望
上看 2 亿元以上。基于公司基本面逐渐向好及近期股价回调较多，给予恒顺
醋业“买入”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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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回顾与展望 

2017 年 1 月 9 日-1 月 15 日，沪深 300 下跌 0.83%，振幅 1.83%，食品饮料板
块下跌 2.33%，振幅 3.35%。其中涨幅前三的分别是海天味业（+6.93%），维
维股份（+6.49%），百润股份（+2.68%），跌幅前三的分别是威龙股份（-
19.96%），中葡股份（-11.93%），麦趣尔（-10.69%）。 

图表 1：食品饮料行业涨跌幅 

涨幅前十名 涨幅(%) 跌幅前十名 跌幅(%) 

海天味业 6.9% 威龙股份 -20.0% 

维维股份 6.5% 中葡股份 -11.9% 

百润股份 2.7% 麦趣尔 -10.7% 

海欣食品 2.4% 金徽酒 -9.8% 

黑牛食品 2.0% 安记食品 -9.7% 

青岛啤酒 1.4% 好想你 -9.3% 

伊力特 1.2% 深深宝 A -9.2% 

ST 广夏 1.2% 兰州黄河 -8.8% 

爱普股份 1.2% 天润乳业 -8.6% 

ST 皇台 0.9% 煌上煌 -8.4% 

来源：Wind, 国金证券研究所 

 

上周重要公告 

【西藏发展】业绩预告：公司 2016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盈利 329.11 万元-
1151.89 万元，同比下降 80%-30%；EPS 为 0.0125 元-0.0437 元，上年同期为
0.0624 元；公司第二大股东湖南昱成将质押的 1600 万股提前购回，占公司总
股本的 8.6130%；并再次质押 1650.2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8835%。 

【兰州黄河】业绩预告：2016 年度归母净利润亏损 2,400 万元-3,000万元，上
年同期为盈利 6,882万元；EPS亏损约 0.129元-0.616元。 

【龙大肉食】销售情况简报：公司 2016 年 12 月份销售生猪 2.7 万头，实现销
售收入 0.51 亿元；养殖商品猪销售均价为 17.66 元/公斤，环比上升 3.82%；
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决定继续以大额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3,000万元，存期三个月，利率 1.54%。 

【天润乳业】公司收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二师财务局拨付的 2016 年度草原生
态保护补助绩效评价奖励资金 1000 万元，专项用于天润烽火台标准化示范牧场
扩建项目。 

【伊利股份】下属内蒙古惠商融资担保公司 2016 年累计对外担保总额 15.09亿
元，其中上游原奶供应商担保总额 2.26 万元，下游经销商担保总额 12.83亿元。 

【星河生物】公司用自有闲置资金向非关联方成都山水上酒店提供短期借款
5300 万元，用于山水上酒店旗下酒店的内部升级改造，借款期限为不低于 3 个
月但不超过 6个月，借款年利率为 6%。 

【黑牛食品】截至 2017年 1 月 6 日，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标的资产过户全部完成。
公司将黑牛实业、揭阳黑牛、安徽黑牛、广州黑牛、黑牛营销等子公司的 100%
股权以 51,318.23 万元出售给黑牛资本。截至公告日，相关方承诺持续有效。
【黑牛食品】公司收到黑牛资本采取全现金方式支付的标的资产之交易对价的
30%，即 15,395.47 万元，截至公告日，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款项全部支付完毕。
公司股东林秀浩将其持有的 3,932.91 万股股票质押给广州证券，用于办理股票
质押式回购业务，占公司总股本的 8.38%。 

【金字火腿】公司实际控制人施延军与一致行动人薛长煌分别于 2017 年 1 月 5
日、1 月 11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 910 万股和 480 万股，分别占公
司总股本的 1.49%和 0.79%。截至公告日，施延军与薛长煌累计总减持数量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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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5,86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59%。 

【佳隆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林长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 1,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1.06%。 

【燕塘乳业】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1 日完成了关于公司经营范围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除经营范围外，公司营业执照的其他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行业新闻 

 “十三五”奶业规划发布，多项政策标准获突破，力保 2020年奶源自给率

大于 70%。 

 茅台董事长袁仁国回应换帅：自己兼任财经委副主任，茅台现任领导班子

没有变化。 

 稻花香集团 2016年完成产值 510.66亿元，同比增长 18.13%；营业收入

505.62亿元，同比增长 16.09%。 

 1月 9日至 12日，酒仙网将举行为期 4天的“要酒节”活动。活动首日，

酒仙网携手古井贡共同推出一款互联网定制酒“桃花春曲”，这是双方合

作以来首次联袂打造的互联网爆款白酒。 

  “中国荷斯坦牛基因组选择分子育种技术体系的建立与应用”获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浓香型白酒》国家标准（报批稿）已进入意见综合汇总和反馈处理阶段，

有望年内出台。 

 据农业部网站消息，近日，农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商务部和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全国奶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2020年奶业整体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茅台 2017年实施 “654321”计划。“6”是销售收入跃上 600亿元台阶；

“5”是增加值跃上 500亿元台阶，茅台酒、系列酒总销量 5万吨以上；

“4”是茅台酒基酒产量 4.2万吨；“3”是利润总额跃上 300亿元台阶；

“2”是上交税收跃上 200 亿元台阶；“1”是资产总额跃上 1500 亿元台阶，

茅台定制酒、出口酒销售量三年内分别占比 10%左右。 

 据透露，截止 2016年 12月，五粮液华东区域完成了 64亿元的销售，超额

完成目标。2017年目标 80 亿元。 

 1月 10日，青青稞酒在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上表示，公司目前已经完成了

青稞酒进入美国烈酒市场 TTP认证，注册了出口青稞酒品牌“Tchang” 和

“Tashi”，并在美国成立了孙公司 Tchang Spirits,Inc.。 

 微酒称，红花郎 2017年将持续开展核心联盟商的建设，同时执行分季度涨

价机制，导入老酒年份定价体系，让联盟商货物持续增值。 

 1月 11日，山东温和酒业营销公司发布通知称，由于国家纸张进口政策的

改变及原材料成本的急剧上涨，公司决定自 2017年 1月 11日起，对温河

产品全线提价：一、温河系列全线产品终端价格上涨 20%；二、温河王、温

河大王全线产品终端价格上涨 10%。 

 洋河经销商透露蓝色经典海、天、梦系列产品春节提价，配额内价格不变，

配额外价格会有所走高。海、天、梦 3、梦 6、梦 9每瓶分别将上调售价 3

元、5元、10元、20元、60元。 

 自去年七月以来全球乳品价格已飙升 45%，荷兰合作银行预计，国际乳价还

将继续上扬。而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牛奶产量正逼近二十年来最低水平，

考虑到供应收缩，今年澳大利亚牛奶产量将下降 7%，到 89亿升。 

 1月 11日，正在谋求 IPO的三只松鼠首度公布盈利状况，预估净利润可达

2.63亿。三只松鼠创立于 2012年，近三年来营业收入分别达到了 11亿、

25亿和 50亿，平均年增超过 50%。 

 泸州老窖 2017年 1月 7日起，窖龄 60年、90年实行结算价格双轨制。计

划配额内维持原有价格不变，计划配额外进行调整。52°窖龄 60年计划外

240元/瓶，52°窖龄 90年计划外 368元/瓶；窖龄 90年 52度成品酒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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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化定价，包括结算价、建议团购价、建议零售价在内的定价原则是在

上一年基础上增加。以 2016 年为基础，建议团购价 408 元/瓶，建议零售

价 458元瓶； 

 泸州老窖股份公司 2016年已提前完成既定 80亿元营收目标，利润增速超

预期，预计 2016年营收为 81亿元，2017年有望冲刺百亿。泸州老窖表示

2017 年收入增速将在 20%以上，未来力争回归白酒企业前三甲。 

 农业部定点监测结果显示，2017年 1月份第 1周（采集日为 1月 4日）内

蒙古、河北等 10个奶牛主产省（区）生鲜乳平均价格 3.54元/公斤，比前

一周上涨 0.3%，同比下降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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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竞争力评级的说明： 

长期竞争力评级着重于企业基本面，评判未来两年后公司综合竞争力与所属行业上市公司均值比较结果。 

 

 

 

 

公司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变动幅度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下跌幅度在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变动幅度相对大盘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下跌幅度超过大盘在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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