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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推荐伊力特连续三周领跑白酒板块，本周

白酒指数如预期止跌回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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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8%，跑输
中信食品饮料指数的+1.28%和沪深 300 指数的+1.05%。 

 中信白酒指数本周如期止跌回稳、上涨 2.38%。我们曾在上期周报中提到：
“下周将是大部分白酒厂商实际发货最后一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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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周中信白酒指数如期止
跌、上涨 2.38%，除了我们上周周报中提到的这两大因素之外，我们认为还
与在本周周中大盘出现显著调整的背景下、经过上周调整而防守属性加强的
白酒板块再次得到资金青睐有关。下周仅余四个交易日，我们预计白酒指数
走势整体仍然维持向上态势。 

 总结近一年批价走势：茅台成最大赢家，五粮液实现顺价具备里程碑式意
义。由于国内物流下周停发，因此下周批价走势已无太大实际意义。总结来
看，飞天茅台一批价自 16 年 Q1 的 830 元至春节前站稳 1200 元，近一年来
批价大幅上涨超 350 元，渠道结束三年亏损重新进入丰厚回报期；而得益于
五粮液政策组合拳及茅台批价强力带动，近一年普五批价上涨 120-150 元至
近期 750-780 元（16 年底 17 年初正式实现对最新厂价 739 元的顺价），颇
具里程碑式意义。尽管目前五粮液渠道利润仍远弱于茅台，但渠道利润向好
恢复对五粮液仍意义重大。此外，市场目前较为担心年后批价是否会出现大
幅回调而导致股价下跌，我们的观点是：前期飞天茅台批价涨幅较多、涨速
较快，而同时由于五粮液批价被茅台拉大到 400 元+差距，加之经销商 17
年拿货成本提升及公司控量表态，因此相较而言我们认为春节后普五批价回
调压力相较茅台要小，预计节后茅台批价回调幅度在 50-100 元，五粮液批
价回调幅度在 20-30 元。 

 核心推荐品种——伊力特自我们独家底部推荐以来已累计上涨超 13%，估
值有底、变革在即的推荐逻辑正在被市场逐渐接受。近三周以来，伊力特以
周涨幅 5.45%、1.24%、3.68%的正收益连续三周领跑整个白酒板块，自推
荐以来累计涨幅超 13%，跑赢同期白酒指数约 7 个百分点。目前公司正在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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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S 分别为 0.65 元/0.84 元，
目前股价对应 PE25X/19X。和 12 年、16 年两轮白酒行情末期伊力特领涨
所不同的是，本次伊力特领涨并未伴随白酒指数见顶回落（一线品种仍涨幅
居前），因此我们认为此次并非补涨行情，而是来自于改革逻辑逐步被市场
接受。因此，我们认为未来营销改革举措的每一次落地都将大概率成为伊力
特股价的显性催化剂。 

 食品板块方面，推荐排序调整为天润乳业、克明面业、恒顺醋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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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 月 21 日 

  食品饮料行业研究周报 

评级：增持      维持评级 
 

行业研究周报 

证券研究报告 



行业研究周报 

- 2 -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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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增股东已于本月解禁，考虑到资金
成本目前定增股东浮盈仅 5%左右应处于略亏局面，预计减持压力有限；公
司推行员工持股计划，消除前期减持不良影响，恢复市场信心）。 

 天润乳业股价触及合理市值下限止跌回稳，市场对今年增长态势仍有所担
心。2016 年公司经营面实现跨越式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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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外将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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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Q3、Q4 连续两个季度的出货量同比增
速降至 30%一线，市场对 17 年增长态势仍所有担心。我们认为，在 16 年
任务大幅超额完成及疆外新动作尚未实施情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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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股价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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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盈仅 10%左右，尽管估值不便宜
（目前股价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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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明面业股价跌破定增股东成本线，预计短期来自小非减持压力不大。受前
期大股东减持及市场负面影响，克明面业股价近来回调明显，目前股价预计
已跌破定增股东成本线（考虑资金成本，预计定增方成本在 15.50-15.70
元），因此我们认为虽然此次解禁规模很大（占总股本 23.74%），但预计短
期内小非减持动力不大，股价继续下跌空间有限。此外，公司前期公告拟成
立规模约 3.5 亿元的员工持股计划（实际控制人陈氏家族约占计划增持资金
及股份的 78%），我们认为此举将有望逐渐恢复市场信心，同时考虑到公司
未来的并购预期（大股东与深圳前海梧桐成立并购产业基金），我们给予
“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下游需求疲软/渠道扩展缓慢/公司业绩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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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回顾与展望 

2017 年 1 月 16 日-1 月 20 日，沪深 300 上升 1.05%，振幅 2.84%，食品饮料
板块上升 1.28%，振幅 4.29%。其中涨幅前三的分别是中炬高新（+7.64%），
重庆啤酒（+5.65%），同济堂（+4.53%），跌幅前三的分别是千禾味业（-
20.63%），中葡股份（-9.47%），爱普股份（-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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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炬高新 7.6% 千禾味业 -20.6% 

重庆啤酒 5.7% 中葡股份 -9.5% 

同济堂 4.5% 爱普股份 -8.3% 

双汇发展 4.0% 克明面业 -7.9% 

伊利股份 3.9% 深深宝 A -7.7% 

安琪酵母 3.8% 西部牧业 -7.5% 

伊力特 3.7% 黑牛食品 -6.3% 

五粮液 3.4% 莫高股份 -6.3% 

梅花生物 3.3% 三全食品 -5.7% 

洋河股份 3.0% 科迪乳业 -5.4% 

来源：Wind, 国金证券研究所 

 

上周重要公告 

【克明面业】公司发布 2017 年员工持股计划，内容包括：员工参与总人数不超
过 295 人，资金总额上限为 3.4965 亿元，组成信托计划用于购买公司股票；全
部员工的持股比例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单个员工持股比例累计不
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不超过 60 个月，股票锁定期
为 12 个月。/ 公司解除非公开发行股份 7999.999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744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限售起始日为 2016 年 1 月 19 日，非公开发行时
承诺的持股期限为 12个月，拟上市日为 2017年 1月 19日，本次解限涉及 9名
股东。 

点评：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氏家族将认购本计划中 77.61%的份额，其余份额由董
监高及中层骨干人员认购，以 34965 万元计划上限对应目前股价计算，持股计
划所占股份约占公司全部股本的 6.62%。我们认为在这一时点公告拟推出员工
持股计划的时机是较为合适的，其用意也是较为明确的。本持股计划以 1:2 的
杠杆执行，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公司管理层未来对公司股价的信心和诉求。分
析有以下几点： 

（1）小非解禁在即，定增股东几无浮盈：定增股东股份将于本月 19 日解禁，
但目前股价 15.70 元相比小非成本价（定增价折算 15 元，扣除 0.17 元分红及
一年期资金成本，预计小非实际持股成本在 15.5-15.7 元附近）几乎没有浮盈，
因此在这一时点拟推出员工持股计划，是对股价的有效支撑，也是对定增股东
有所交代。 

（2）消除前期减持不良影响，恢复市场信心：16 年 8-11 月公司实际控制人陈
氏家族以在股价 14.54-18.26 元区间减持约 0.79%、267.54 万股的股份，对股
价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当前股价相比减持公告当日收盘股价 18.54 元下跌约
18%。客观而言，管理层此次减持股份较少，相对上次 15 年 Q1末的 790万股减
持规模相去甚远，且 267.54 万股中有大约 87%的股份是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
减持，但公告后仍对市场情绪产生显著负面影响。此次通过员工持股计划 3 倍
杠杆增持股份，我们认为也是公司意图恢复市场信心之举。 

（3）公司未来对股价仍有显著诉求：公司前期公告公司控股股东与深圳前海
梧桐合作成立产业并购基金，因此公司未来存在较强的并购预期。 

合计以上三点原因，我们认为公司适时拟推出员工持股计划是一项早有计划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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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点精准之举，也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公司尽力维护定增股东成本线的利益导向。
预计 16-17年 EPS为 0.37元、0.45元，目前股价对应 PE 为 42X、35X，尽管估
值略高，但考虑到目前股价是定增股东和管理层拟增持的双重成本线以及未来
的并购预期，维持“买入”评级。 

【千禾味业】年度业绩预增公告：经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6 年年度实现归母
净利润同比增加 40%到 60%，上年同期实现归母净利润 6,653.11 万元，EPS 为
0.55元。 

点评：（1）四季度单季延续高增长：参照公司预披露的业绩，Q4 单季度业绩
同比增速优于 Q3，若取最优情况，Q4 同比增速将达到 121.49%，创年内新高。
我们认为这一方面得益于公司 2016 年营销网络搭建完毕，销售逐渐放量；另一
方面则是受益于 Q4 经销商备货春节的旺季销售；“双十一”网上销售成为相关
品类中销量最大也有一定贡献。 

（2）全年营收预计约 7.7 亿元：公司前三季度毛利率均在不断提升，较高的
业绩增速或受益于产品结构升级带动的毛利率提升。我们预计 16 年营业收入约
7.7 亿元，同比增长约 23%。调研显示，拉动产品结构升级的主要原因是主打高
端的外埠市场增长显著，故建立在此逻辑下的收入高增长仍然是全国化扩张成
功推进的指证，预计 2017年该效应仍将持续。 

（3）产能扩张彰显强劲需求：公司于 1月 6日公告自筹资金开始新一期的产能
扩张，计划新建酱醋产能 25 万吨（包括 20 万吨酱油及 5 万吨醋），分 4 年两
期完成，预计一期产能将在 2019 年年初投产。我们认为产能将不会是公司旺盛
市场需求的制约因素，公司具有完备的方案和土地储备应对。此番扩产可以视
作公司对产品需求的乐观反映，预计未来需求的高增长仍将持续。 

我们认为产品高端化将是调味品行业未来主流发展方向和最核心投资机会所在。
公司已成功通过“零添加”概念在高端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未来随着募投产能
投放和外埠市场扩张，成长性显著。预计 2016-2018 年收入分别为 7.69 亿元
/8.61 亿元/9.85 亿元，同比增长 23.3%/12.0%/14.5%；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 1.00 亿元/1.25 亿元/1.47 亿元，同比增长 49.93%/25.70%/17.60%。对应
EPS 0.62/0.78/0.92元，当前股价对应 PE为 64X/51X/43X，维持“增持”评级。 

【中炬高新】业绩预增公告：经初步测算，公司 2016 年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同
比增加 40%至 55%之间。2015 年度公司归母净利润为 24,727.03 万元，EPS 为
0.31元/股。 

点评：非调味品业务不拖后腿（预计基本盈亏平衡）及调味品业绩毛利率提升
带来的净利率提升是公司 16 年业绩大幅增长的两大核心因素。 

公司发布 2016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预计 2016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40%~55%，对应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3.46 亿元-3.83 亿
元，折合 EPS0.43~0.48 元。单独来看，Q4 单季度业绩预计为 0.90~1.27 元，
同比增长 13.18%~59.73%。 

我们前期预测 EPS0.45 元基本落在业绩预告区间中值附近。由于该业绩尚未经
过审计，我们认为未来业绩大概率会落在 0.45-0.47元这一更小区间内。 

（1）中汇合创利润四季度得到部分确认，预计 16 年全年非调味品业务利润情
况基本接近盈亏平衡。按照公司披露出的业绩预告，公司全年归母净利润在
3.46 亿元-3.83 亿元，我们预测实际业绩大概率落在 3.60-3.75 亿元这一更小
区间内。我们在此前的报告提示过，中汇合创大概率在 16Q4 确认部分业绩，预
计 16年确认收入在 1亿元上下，预计对应归母利润在 1000 万元上下。 

前三季度，非调味品业务合计吃掉美味鲜利润约 1400 万元，而考虑到 Q4 房地
产收入的确认，预计 16 年非调味品业务合计利润情况应微亏或接近盈亏平衡。 

（2）整体毛利大概率延续上半年趋势，预计美味鲜收入增长 12-13%、业绩增
长约 20%。据我们调研显示，公司四季度在毛利率方面并无明显变化，虽然原
料价格自 5 月起价格有所回升，但公司表示与供应商签订了协议以确保原料价
格并无明显上浮；同时，公司阳西产能利用率继续提升，因此在整体费用率保
持稳定的情况下，毛利率的上行带动净利率提升，推升业绩增速显著高于收入
增速，预计美味鲜 16年全年业绩在 3.7亿元左右，同比增长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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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增事项未来走向目前仍难以明确。公司定增事项仍在照常推进，但报
会时间点大概率将继续后延。我们认为，如定增推进不顺利，公司自身仍可以
维持每年 10%~15%的增速，仍优于行业平均水平。此前对美味鲜公司增资，更
加体现了美味鲜在公司中的核心地位。但定增推进顺利仍是市场所想，仍将是
公司股价未来最重要的催化剂。 

我们暂时维持公司盈利预测不变，预计公司 16-17 年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 3.60
亿元、4.3 亿元，同比增长 46%、19%，折合 EPS0.45 元、0.54 元，对应
PE32X\26X，维持买入评级。 

【老白干酒】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收购，公司股票将于 2017 年 1 月 23 日起停
牌不超过 30日。 

【迎驾贡酒】业绩预增公告：经初步测算，公司 2016 年度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66,299.89 万元-71,603.87 万元，同比增长 25%-35%。2015 年度公司归母净利
润为 53,039.91万元，EPS为 0.69元 

【*ST 星湖】年度业绩预告：初步预算公司 2016 年年度将实现归母净利润
1,600 万元-2,500 万元；公司因 2014 年、2015 年两个会计年度净利润连续为
负值，若 2016 年度净利润持续为负值，公司股票将于公司披露 2016 年年度报
告之日起停牌。 

【*ST 皇台】业绩预告：公司 2016 年度归母净利润亏损约 15,000 万元-16,000
万元，上年同期为盈利 134.41 万元，同比下降 11,259.88%-12,003.88%。EPS
亏损约 0.85元-0.90元。 

【深深宝 A】业绩预告：预计 2016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00
万元—1.2 亿元，每股收益约 0.1949 元—0.2657 元，而 2015 年亏损 3525.62
万元。业绩变动原因为出售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易达祥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
权。 

【威龙股份】公司终止实施部分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由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小于原拟投入的募集资金总额，根据国内葡萄酒市场环境变化，公司决定终
止实施“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和“4万吨有机葡萄酒生产项目”。 

 

行业新闻 

 酒业家发布新闻称，伊力特拟定向增发加速全国扩张步伐。1 月 18 日，公
司公告称，媒体中报道的 “伊力特将会进行定向增发”的表述不准确。公
司在经销商会议上是有提到“利用上市公司的融资功能，将经销商、投资
人以及资本捆绑到一起，形成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目前不存在
以定向增发的方式进行再融资的计划 

点评：我们认为公司向外扩张的意图不会改变、脚步不会停歇。即便不借助外
部融资，公司本身账上超 10 亿的现金也足以支撑公司迈出向疆外扩张的脚步。
我们仍然坚定看好公司未来改革之路，预计 16-17 年 EPS 为 0.65 元、0.83 元，
目前股价对应 PE 为 24X、19X，维持买入评级。市场上对公司还有三大疑问，
我们解读如下 

（1）伊力特企业经营能力能否支撑走出疆外？ 

我们认为，市场对于伊力特是有一点偏见的。在包销制度稳定的基础上，伊力
特近年销售收入稳定在 16 亿元左右。实际上，如果换算成直销按产品收入估算，
伊力特收入可上看 30 亿元。因此，实际上伊力特销售规模在整个白酒上市公司
层面已位居中游偏上水平。 

此外，伊力特在新疆地区近年来市占率稳步提升，逐步侵蚀肖尔布拉克、古城
市场份额，其疆内主要竞争对手已由原疆内品牌转为泸州老窖等品牌，证明公
司经营能力和产品能力足以在一定程度上与疆外强势品牌抗衡。 

再次，我们认为，伊力特如果走出疆外试水直销，将很大概率与实力较强的大
商捆绑以解决在疆外品牌影响力不足的弊端。过去的商源模式将是一个很好的
借鉴，商源利用其在华东地区强大的营销能力，在白酒文化并不强势的浙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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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以本土酒思路打造伊力特低度系列，我们预计未来公司有望延续这一思路，
与大商深度合作，在华中、华南等白酒文化及当地品牌相对弱势的市场打造伊
力特品牌市场。 

（2）伊力特营销制度改革是否会对利润端有负面影响？ 

伊力特近年来毛利率稳定在 50%上下，这一水平在上市公司属于垫底水平，主
要受包销机制影响，利润大部分被渠道方拿走。对照与伊力特产品结构相似的
古井贡酒、口子酒，其毛利率水平都在 70%以上。因此，我们认为公司发展直
销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抬高费用率，但毛利率端的大幅改善将有效支撑费用端
的支出。 

（3）营销制度改革对于伊力特而言有多大的业绩弹性？ 

我们以公司第二大商浙江商源为例，公司 15 年公告其对商源销售收入为 3.43
亿元，而商源实际销售额在 8 亿元以上，巅峰时商源销售收入曾达到 10亿元以
上。但在包销机制下，归入到上市公司的收入仅有 3-4 亿元。因此，我们以保
守预测，公司未来 2-3 年内在华中、华南 3-4 个省份每个省份做 2-3 亿收入规
模（直销口径），则对应公司将是 40%-80%的收入增长和 20%左右的年复合增长。
换而言之，直销改革将是放大伊力特收入弹性的最大帮手，而收入弹性的恢复
将有望带动伊力特估值体系的重估，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主要逻辑内核。 

 恒天然 1月 17日拍卖 GDT价格指数环比+0.6%，其中全脂奶粉环比-0.1%至
3,283美元/吨，脱脂奶粉环比-1.6%至 2,612美元/吨。 

点评：（1）全脂奶粉投放量持续增加：由于此次拍卖全脂奶粉量环比微增 250
吨，价格微跌 0.1%。同时此次拍卖将于 2017.2-2017.7 发货，对于中国采购商
来说，1 月 11 日之后，受惠于中新贸易协定，来自新西兰的大宗产品出触发了
关税减免（额度一般在 1 月份用尽），近期国内到货量总体并不少，一定程度
上对于此次全脂奶粉的价格产生了抑制作用。 

（2）脱脂奶粉价格上涨受困：受前期欧洲放开脱脂粉储备的影响，外围脱脂奶
粉价格相继小幅下跌，还是拖累了近期不断减少投放量的恒天然脱脂奶粉价格。 

（3）国内生鲜乳和全脂奶粉价格稳步回暖：国内 1 月 4 日最新生鲜乳价格环
比+0.1 元至 3.54 元/kg, 而 11 月全脂奶粉到岸平均价 2,763 美元/吨，环比
+1.9%。我们预计高价恒天然拍卖奶粉到达中国还需等待至今年二季度，而国内
3.54 元/kg 的价格与 3,300 美元/吨拍卖价转换成生鲜乳的价格基本持平，此波
高价奶粉进入国内将对国内生鲜乳的需求端产生提振。 

 泸州老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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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酒茅台（贵州仁怀）营销有限公司下发《关于各专卖店订购陈年茅台酒
的通知》。按照《2017 年度陈年茅台酒合同签订办法》，验收合格的各专
卖店从即日起可以按省、地、县每月各 4 件、3件、2 件的标准订购陈年茅
台酒（含：15年、30年、50年）。 

 2016 年劲牌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92.15 亿元，上缴税金 25.01 亿元。其中白
酒部分销售额达 20 亿元，毛铺苦荞酒销售额近 16 亿元。此外，据内部人
士透露，劲牌公司正计划收购一家德国利口酒酒厂，2017 年公司必走国际
化道路。 

 荷斯坦认为，12 月份内蒙古牛奶产量同比增长的可能性不大。内蒙古和黑
龙江奶产量至少减少 161.1 万吨，仅此减少量即可使全国牛奶产量下降
4.3%。而两大主产省减少的产量其他省很难弥补，2016 年全国奶产量下降
是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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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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