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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竞争力评级：高于行业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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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高端白酒延续强势表现，建议近期部分关注

点转向食品股 
投资建议 

 3 月模拟组合：伊力特（30%）、五粮液（20%）、天润乳业（25%）、克明
面业（25%）。我们此前二月模拟组合月度收益为+5.2%，跑赢沪深 300 指
数的+1.91%和中信食品饮料指数的+3.77%。3 月组合目前收益+2.3%，跑
赢沪深 300 指数的-0.72%和中信食品饮料指数的+0.41%。 

 本周中信白酒指数微跌 0.86%，结束春节后连续三周上涨，但仍小幅跑赢大
盘指数。春节结束后三周，中信白酒指数实现连续三周上涨，大幅跑赢同期
指数。本周中信白酒指数微跌 0.86%，结束连续上涨态势，但仍小幅跑赢同
期上证综指的-1.08%和沪深 300 指数的-1.32%。 

 次高端品种延续强势表现，一线权重品种小幅回调，本周白酒板块市值占比
1.65%环比上周 1.66%小降。本周板块出现强结构性分化，仅有 5 只个股取
得正收益，年后一直领涨的次高端品种本周延续强势表现，股价伴随市场预
期升温进一步走高。市场预期 17 年一线白酒批价及市场价仍有走高空间的
前提下，次高端名酒将迎来新一轮复苏。我们延续此前判断，伴随本轮高
端、次高端白酒的显著复苏，从大趋势上来看白酒板块仍有望保持整体强于
大市的表现。我们仍优先推荐估值合理、基本面确定的一线品种茅台、五粮
液、泸州老窖；二线次高端品种短期估值较高，建议后续密切关注基本面走
势；三线品种我们仍核心推荐今年开启销售改革且估值有优势的伊力特。 

 五粮液淡季挺价见成效，一线白酒中首推。继 52 度 1618 提价至 769 元
后，近期五粮液两大举措继续体现淡季挺价决心：一是取消承兑业务、提高
渠道资金成本；二是普五、1618 停货。由于渠道春节去库存情况良好，739
元打款成常态，节后 740 元批价意味着按 739 元打款的经销商开始亏损（叠
加运营成本实际成本 760-770 元），因此厂商淡季强力推升批价为意料之
举。考虑节前渠道有 40-60 元的单瓶利润，预计 800 元应是厂商基本满意批
价，而第一目标是渠道盈亏平衡线 760-770 元。近期渠道惜售明显，普五批
价回升至 750 元（部分地区 760-770 元）。五粮液近期举措均为前期各大厂
商证明行之有效的成熟经验，普五批价淡季上行态势基本确定。同时，我们
预计 17 年公司仍有提高普五出厂价可能。 

 茅台批价本周 1050-1100 元，价格下行略加速，我们认为无需过分担心。
我们多次强调，由于节前茅台批价上涨过快，节后有一定回调需求，但预计
在 1050-1100 元附近将企稳。本周茅台召开河南经销商座谈会，传递重要信
息：（1）17 年茅台供应量增长约 20%至 2.68 万吨，但整体仍处供不应求状
态。从这一角度出发，旺季茅台批价仍有上行空间，但厂商不愿意见到过度
泡沫化。（2）短期不提出厂价，价格体系兼顾多方利益。满足经销商一瓶酒
赚 200 元的需求（对应批价 1000-1050 元），控制价格在 1300 元以下（预
计此为终端价）。茅台此言符合此前一贯态度（此前公司多次强调希望批价
在 1000 元左右），也说明节前批价快速上涨有市场炒作因素（并单独强调炒
作更为严重的生肖酒）。（3）茅台仍掌握发货主动权以平衡市场供需。整体
来看，维护市场稳定、防止出现 12 年价格泡沫应是茅台今年工作核心。 

 长期看好估值有底、改革逻辑正在兑现的伊力特，戴维斯双击将持续演进。
自 16 年底底部推荐以来，伊力特股价已累计上涨超 25%、最高涨幅超
30%，大幅超越同期白酒指数。新任董事长陈总行事务实、改革意愿强烈，
对公司面临问题认识清晰。目前由公司控股、老经销商参股的全国运营中心
已挂牌成立，新经销商有望通过其他形式同公司利益实现捆绑。预计 16 年
收入/利润端同比 15 年都是微增局面， 17-18 年将迎来弹性爆发之年。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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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 年收入 16.9 /19.6 /24.0 亿元，同比增长 3%/16%/22%，归母净利润
为 2.87/3.52/4.84 亿元，同比增长 2%/23%/38%， EPS为 0.65 /0.80 /1.10
元，目前股价对应 PE27X/22X/16X。我们认为未来营销改革举措的每一次
落地都将成为股价催化剂，预计 Q2 开始新模式将开始贡献收入。详情请参
考我们近期报告《伊力特：改革决心体现英雄本色》、《营销改革有先例可
循，伊力特有望迎来戴维斯双击》。 

 食品板块方面，推荐组合为天润乳业、克明面业、恒顺醋业，本周新加入伊
利股份。天润乳业（疆外 KA谈判成果正在兑现，17 年疆外收入翻倍不是天
花板，利润端上看 60%以上增长；管理层激励有望破冰）；克明面业（16 年
完成股权激励业绩目标；控股股东设立并购基金，外延预期较强；解禁定增
股东基本无盈利，预计减持压力有限；公司推行员工持股计划已获股东大会
批准，有望消除前期减持不良影响、恢复市场信心）；恒顺醋业（目前股价
仅高于高管持股成本约 15%，预计 17 年公司利润端将出现显著改善）。同
时，我们建议投资者近期可开始关注原奶走势及下游伊利股份。节后原奶维
持稳定（3.54-3.55 元 /公斤），未延续节前升势，主要是今年冬季天气较
暖、产量超预期；但随着 Q1 末开始高价大包粉逐渐入华，预计 3 月下旬开
始生鲜乳价格有望重拾升势，下游竞争趋缓预期有望升温，建议开始关注有
估值优势的伊利股份。 

 再次着重强调天润乳业：疆外 KA 谈判成果正在兑现，今年疆外收入翻倍目
标达成可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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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 月份是疆内销售旺季，预计公司月内
单日出货量同比增速有望上看 60%以上，预计 17 年全年收入/利润端有望维
持 40%/60%以上增长，高速增长态势仍有望持续。在疆内基数较大情况下
（预计 16 年疆内出货约 8.6 万吨），公司在年初经销商大会中提出 17 年疆
外收入翻倍目标。目前疆外 KA 谈判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同时在华东、广东
两大核心市场之外，公司将加大华北市场布局，目前北京 KA 系统已见铺
货。近期我们密集和多位疆外经销商进行调研，普遍反映公司今年给疆外经
销商设立了强制收入增长目标，我们认为这是公司极力保障 17 年疆外增长
收入翻倍的重要举措。同时，我们预计 17 年天润乳业将有望成为新疆建设
兵团体系内国企混改的关键突破点，管理层激励有望于今年出现破冰。 

 克明面业：预计短期定增股东减持压力小，员工持股计划预计年报后开启购
买。公司 16 年收入/利润增速分别为 17.18%/33.40%，完成股权激励目标，
利润增速超市场预期。受前期大股东减持及市场对定增股东减持担忧影响，
克明面业前期股价跌破定增股东成本线（考虑资金成本，预计定增方实际成
本在 15.50-15.70 元区间），目前股价逐渐回稳至成本线附近。虽然此次定
增解禁规模较大（占总股本 23.74%），但锁定期结束一个多月以来，公司股
价未见显著下跌，也无大宗交易出现，因此我们预计短期内定增股东减持动
力较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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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该持股计划已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预计年报后有望
开启购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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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疲软/改革进度低于预期/公司业绩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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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业回顾与展望 

2017 年 2 月 27 日-3 月 3 日，沪深 300 下跌 1.32%，振幅 1.73%，食品饮料板
块下跌 1.06%，振幅 1.64%。其中涨幅前三的分别是安记食品（+14.7%），黑
牛食品（+9.4%），水井坊（+5.7%），跌幅前三的分别是燕塘乳业（-7.5%），
维维股份（-5.4%），莫高股份（-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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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记食品 14.7% 燕塘乳业 -7.5% 

黑牛食品 9.4% 维维股份 -5.3% 

水井坊 5.7% 莫高股份 -4.8% 

*ST星湖 4.9% 西藏发展 -4.6% 

酒鬼酒 3.7% 威龙股份 -4.3% 

晨光生物 3.2% 佳隆股份 -4.0% 

元祖股份 3.0% 麦趣尔 -3.8% 

桂发祥 3.0% 广弘控股 -3.6% 

皇氏集团 2.1% 古越龙山 -3.2% 

兰州黄河 1.8% 科迪乳业 -3.1% 

来源：Wind, 国金证券研究所 

 

2. 业绩总结 

图表 2：年报业绩汇总 

 

营业总收入 

（百万元） 

营业总收入
YoY 

净利润 

（百万元） 
净利润 YoY 

燕塘乳业 1,100.74 6.62% 105.92 10.47% 

梅花生物 11,092.77 -6.42% 1,067.17 139.52% 

沱牌舍得 1,461.58 26.42% 80.20 1025.11% 

来源：Wind, 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3：业绩预告总结 

人民币  

百万  

年报预计

披露日  
收入  YoY 归母净利  YoY EPS(元 ) 

煌上煌 2017/3/9 1,218 5.8% 88 44.9% 0.18 

佳隆股份 2017/3/11 298 -10.7% 32 -18.4% 0.03 

百洋股份 2017/3/14 2,069 11.0% 59 3.8% 0.34 

海欣食品 2017/3/25 925 13.5% 13 132.6% 0.05 

珠江啤酒 2017/3/28 3,543 0.7% 113 35.7% 0.17 

桃李面包 2017/3/30 3,305 29.0% 436 25.5% 0.97 

星河生物 2017/3/31 446 59.2% 57 435.4% 0.22 

洽洽食品 2017/3/31 3,513 6.1% 355 -2.4% 0.70 

桂发祥 2017/3/31 458 0.1% 92 -2.4% 0.93 

涪陵榨菜 2017/3/31 1,120 20.3% 257 63.5% 0.49 

黑牛食品 2017/4/8 159 -63.0% 26 104.1% 0.06 

金字火腿 2017/4/14 162 -13.1% 22 0.1% 0.04 

晨光生物 2017/4/18 2,141 68.9% 98 41.7% 0.37 

科迪乳业 2017/4/19 802 17.4% 90 -6.9% 0.16 

加加食品 2017/4/20 1,887 7.5% 150 2.1% 0.13 

好想你 2017/4/20 2,076 86.6% 39 1318%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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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食品 2017/4/21 4,783 12.9% 39 10.9% 0.05 

青青稞酒 2017/4/25 1,437 5.4% 216 -6.4% 0.48 

麦趣尔 2017/4/26 588 13.4% 58 -18.6% 0.54 

来伊份 2017/4/26 3,237 3.5% 134 1.9% 0.69 

双塔食品 2017/4/27 1,840 48.0% 64 -66.4% 0.05 

克明面业 2017/4/27 2,217 17.2% 144 33.4% 0.43 

洋河股份 2017/4/28 17,193 7.1% 5,813 8.3% 3.86 

金徽酒 2017/4/29 1,277 8.0% 218 31.6% 0.83 

来源：Wind, 国金证券研究所 

 

3. 上周重要公告 

【克明面业】 公司拟在香港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克明國際控股（香港）有限
公司， 注册资本 5000 万港币。 

【煌上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信息化建设
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变更后“信息化建设项目”建设地点、项目投资总
额不变，项目建设期三年(2017 年——2019 年)，项目完工日期为 2019年 12 月
31 日，项目分三阶段进行。 

【星河生物】2017 年 1 月 19 日，公司向 29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605 万股的授予登记工作已经完成，公司股本由 2.82 亿股增加至 2.88 亿股。 

【黑牛食品】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10.79 亿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不超过 180 亿元，拟设立江苏维信诺并投资第 5.5 代有源矩阵有机发光
显示器件（AMOLED）扩产等项目。  
【千禾味业】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限售股股东
为北京宽街博华投资中心、眉山市天道投资中心、眉山市永恒投资中心、广东
温氏投资有限公司。现锁定期即将期满，该部分限售股共计 2659.51 万股，本
次解除限售股份于 2017 年 3 月 7 日起上市流通。 
【中葡股份】兵团投资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共计减
持公司股份 996.23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9%，减持价格 11.00 元/股至 
13.75 元/股，本次减持完成后兵团投资仍持有公司 4707.29 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4.19%。 

【珠江啤酒】公司董事长方贵权因工作调动辞职，于 2017 年 3 月 3 日生效。/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汕头公司因啤酒消费结构变化不能适应当地市场需求，连年
亏损而停产。 

【会稽山】公司以 16,115 万元的价格竞得的绍兴县肯利达纺织有限公司持有的
浙江塔牌绍兴酒有限公司 14.7819%的股权，完成了股权过户并办理了变更登记
手续。至此，公司以直接方式持有了塔牌绍兴酒 14.7819%的股权。 

【贝因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华泰贝因美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所持公司股票 779.11 万股已全部出售，成交均价 13.06 元/股。 

 

4. 行业新闻 

 郎酒计划在 2017 年重启青花郎品牌登顶战略，价格定位在飞天茅台和普
五之间。官方表示将进一步强化高举高打的策略：未来央视广告和户外高
炮全部主推青花郎，并且全部要明确标注价格，目前官方标注的青花郎终
端指导价为 1098，旨在通过明确的价格来进一步强化消费者对该价位的认
知，进一步强化对郎酒品牌定位的认知。 

 在 2 月 25 日涨价的基础上，从 3 月 1 日起，红花郎调整核心联盟商供货
价，其中红花郎（10）上调 20 元，红花郎（15）上调 40 元和 60 元，青
花郎供货价不变。 

 2 月 27 日，“让世界品味中国”2017 泸州老窖·国窖 1573 封藏大典在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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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举行，大典上泸州老窖表示 2017 年将以“三线齐发”为产品导向，
确保量价齐升。坚持国窖 1573“浓香国酒”和中国白酒超高端品牌定位，
重启“中国品位”生产和营销；在营销层面，泸州老窖积极实施竞争型营
销战略，推动营销组织体系由“垂直型”向“蜂窝状扁平化”方向发展。 

 1919，即在新三板挂牌的壹玖壹玖酒类平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 2 亿融资。
本次融资由阿里旗下天弘创新基金、佛山优势资本、山东华鹏领投。其中
优势资本由老板吴克中个人带领公司共同投资 1919。公告显示 2 亿元的融
资金额，1919 将主要用于改善供应链结构和补充流动资金。 

 熊猫乳业拟以现金置换商标出资，准备 A 股上市。2 月 20 日，熊猫乳业
发布公告称，公司股东定安澳华实业有限公司拟以 1000 万元向公司出资
等额置换公司股本中的以“熊猫”系列商标出资金额 1000 万元。早在
2016 年 10 月 11 日熊猫乳业已向浙江证监局报送了上市辅导备案材料，
正在接受中信建投的上市辅导。 

 河北省生鲜乳收购协调会暨 2017 年第一次生鲜乳价格协调会在石家庄召

开。经省生鲜乳价格协调会协商，投票表决产生了 2017 年第二季度生鲜

乳交易参考价格，规模场为 3.72 元/公斤，养殖小区为 3.25 元/公斤，鼓励

优质优价。环比分别下降 5.3%和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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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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