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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板块分化渐加剧，继续坚定持有一线白酒 
投资建议 

 5 月模拟组合：贵州茅台（30%）、五粮液（20%）、伊力特（25%）、恒顺
醋业（25%）。5 月组合整体以防守为导向，上周我们的模拟组合收益
+0.03%，跑赢中信食品饮料指数的-1.27%，跑输沪深 300 指数的+0.08%。 

 本周中信白酒指数下跌 0.14%，近期板块分化加剧，印证前期判断。近期 A
股市场进入调整期，白酒板块虽已连续三周下跌（指数累计下跌 1.28%），
但整体表现仍显著好于上证综指的-2.82%及沪深 300 指数的-2.35%。近三
周中，刨除一直停牌的老白干酒，板块排名前三的是贵州茅台（+3.23%）、
泸州老窖（+1.42%）及五粮液（-1.06%），也是仅有的跑赢白酒指数的三
家；于此同时，三周里跌幅超 5%的达 13 家、跌幅超 10%的达 9 家，印证
了我们前期一直强调的“弱市中坚定持有一线白酒”以及“板块将逐渐走出
分化行情”判断。近期推荐的核心小酒伊力特，尽管近三周跌幅 4.87%高于
指数跌幅，但仍排名板块前列、未来下跌空间极其有限，继续坚定看好。 

 坚持前期观点不变——白酒板块淡季缺乏显性催化剂，板块大概率走出分
化，坚定持有一线白酒。从大势上判断，白酒指数高位震荡略下行应是中秋
前大概率走势，板块内部将逐渐走出分化行情——基本面确定、估值有相对
优势的一线白酒仍值得坚守，以茅台为代表的龙头未来业绩仍有持续超预期
可能，推荐排序为贵州茅台、五粮液；二线白酒因一季报多未达预期而导致
市场预期走低，但整体估值仍较高，后续仍需基本面兑现来支撑估值，暂不
推荐；三线白酒整体复苏态势尚不明确，我们以自下而上的个股逻辑推荐伊
力特。尽管短期来看，白酒板块取得绝对收益的概率较小，但 5、6 月份白
酒板块取得相对收益的概率较大，仍可坚定基本面较为确定的一线品种。 

 贵州茅台：Q2 出货节奏加快、预计旺季前批价稳中有跌，未来业绩具备持
续超预期可能，维持贵州茅台一线白酒首推位置。节后飞天批价经历短暂下
调后，于 3 月河南经销商座谈会后快速反弹至 1280-1300 元。茅台前期通过
喊话、处罚等强力行政举措平抑批价，但效果并不显著。上周茅台市场管理
工作座谈会上，茅台明确将自营店、贸易公司和办事处价格控制在 1199
元、终端零售价不超过 1300 元，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略有浮动。茅台自 4
月 24 日起将市场投放量从之前的每日 40 吨提高至 70 多吨，6 月份将增加
至 90 吨左右，目前每日出货量已稳定在 70-80 吨。以这一发货节奏推算，
Q2 发货量将有望上看 6000 吨，小幅低于 Q1，同比增长约 30%。新增量以
飞天为主，主要投向自营公司及直面终端消费者的商超电商渠道，预计此举
将逐渐给市场批价再次降温。Q1 报表收入端表现显著高于实际发货量表现
（报表收入+33%，实际发货量同比下滑），叠加 4 月下旬起发货节奏加快，
我们认为茅台业绩蓄水池已达相当规模，未来具备业绩持续超预期可能。 

 五粮液：结合基本面和估值，仍然战略推荐。前期五粮液两大举措——一是
取消承兑业务，二是普五、1618 停货有效助推批价实现顺价。伴随春节去
库存情况良好、批价上行实现对最新出厂价顺价，Q1 期间 739 元打款成常
态，同时公司近期连续推出更高价位的交杯五粮液和金装五粮液以弥补普五
渠道利润不足的现状，一季报中显示在停货状态下一季度打款情况环比去年
四季度明显好转，预计未来伴随批价上行和停货状态结束打款情况将逐季改
善。近期茅台市场管理工作座谈会上明确飞天批价 1199 元，但 1199 元和普
五批价 780 元仍有 400 元以上价差，对五粮液批价压力不大。考虑到 Q2 定
增事项获得证监会批文有望成为情绪催化剂及目前 17 年仅 20X 的估值，仍
战略推荐五粮液。考虑到其业绩确定性弱于茅台，排在贵州茅台之后。 

 小酒弹性、大酒估值（17 年 PE20X），一年看 30%以上空间，耐心等待基
本面破局。春糖期间全国运营中心招商工作圆满完成，17 年有望新对接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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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20-30 家新商。核心产品定位基本敲定（系列区隔清晰，价位带 100-200
元的特曲、老陈酒、老窖三大系列仍将是核心品种）。于此同时，大商谈判
也取得重要成果，有望于近期正式落地。考虑到 17 年坏账计提大幅减少
（预计同比减少 8000-9000 万元）、16 年 12 月老窖以上产品提价 10%以及
保守销售增长预测，保守认为 17 年 EPS 将落在 0.85-0.90 元区间。近期我
们通过周报、路演等形式反复强调跌破 18 元/PE20X 将是极好买点，目前
仍然维持这一观点不变。今年为新任董事长上任第一个完整经营年度，今年
Q1 在去年 Q1 较高基数基础上表现较好（收入/利润分别+8.7%/+26.7%），
我们认为 Q2/Q3（去年 Q2/Q3 基数较低）及 17 年全年公司经营面有较大概
率超市场预期，强烈建议投资者关注伊力特中期投资机会。上调伊力特一年
目标价为 24 元（对应 18 年 22X），股价仍有 30%以上绝对收益空间。 

 食品板块方面，推荐组合排序为恒顺醋业、伊利股份、中炬高新。恒顺醋业
（基本跌至高管持股价，预计 17 年公司利润端将出现显著改善，目前最坏
时点已经过去）、伊利股份（成本端总体仍宽松，利于促销冲收入；估值优
势相比白酒板块显著，公司正洽购美国最大有机酸奶品牌 Stonyfield）；中炬
高新（提价放大 17 年业绩弹性，公司释放业绩动能提升）。 

 恒顺醋业：正处于基本面回升期和股价短期底部，最坏时候已过去。公司目
前股价已基本跌至高管持股成本（考虑资金成本，实际持股成本在 10 元上
方），安全边际大增。公司 16 年一季度末对非醋产品进行换装提价、6 月对
主力色醋产品提价 9%，提价对 16 年业绩正向贡献主要在 16Q4 体现，17
年将是提价主要受益年。预计自 17 年 Q2 开始，提价对销售层面的负面影
响将彻底消除、对业绩提振效应开始显现，业绩有望呈现加速转好局面，全
年归母净利润有望上看 2.1-2.2 亿元。17Q1 受提价节奏影响将是全年收入
增速低点，目前最坏时点已经过去，公司将自 Q2 开始收入增速、利润弹性
将进入上行通道。基于恒顺基本面逐渐向好及近期股价回调较多，再次强调
恒顺醋业中线机会。 

 伊利股份：估值优势凸显配置价值，公司正在竞购美国最大有机酸奶品牌
Stonyfield。草根调研显示今年上半年原奶合同价以同比下降为主，虽然大
包粉价格同比有所增长，但综合来看原奶成本基本稳定；纸箱价格自 3 月开
始已快速下降，白糖价格尚在高位，综合同比因素 Q2 成本端压力应好于
Q1，预计毛利率环比 Q1 有望提升；同时，草根调研显示液奶业务恢复情况
不错，同时低温酸奶 Q1 促销力度前所未有，预计全年收入增速有望落在
5%-10%区间，略好于小个位数的市场预期，但软广投放节奏或导致 Q2 费
用率高于 Q1；圣牧并购终止对公司基本面无损害，目前公司正在洽购达能
旗下的美国最大有机酸奶品牌 Stonyfield；考虑到白酒板块整体处于估值高
位，我们认为目前时点下对应 17 年 17X 的伊利股份配置价值凸显。 

 中炬高新：17 年是业绩弹性之年，公司释放业绩动能显著提升。美味鲜晚
于海天约三个月的错位提价策略对 Q1 销售正向影响极为显著，渠道提前打
款锁定低价也放大了 Q1 的收入弹性，这两大原因推升公司 Q1 收入增速达
31%。伴随 4 月份提价正式实施，虽然 Q2 收入增速或将降至 15%一线（4
月份增速回落至 10%左右），但考虑到提价因素及 3 月份以来包材价格快速
回落，Q2 起毛利率端上行通道打开（Q1 毛利率已创历史新高）；同时前海
人寿定增事宜仍不明朗，公司主要激励期望于年底现金激励，因此管理层业
绩释放动能较强，我们上调公司 17 年盈利预测至 5 亿元，目前股价对应 PE
为 27X，扣除地产估值仅 21X，因此我们认为中炬高新是今年调味品板块中
弹性最大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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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8 日-5 月 12 日，沪深 300 上涨 0.08%，振幅 2.20%，食品饮料板
块下跌 1.27%，振幅 2.68%。其中涨幅前三的分别是莫高股份（+6.7%），盐津
铺子（+6.5%），西王食品（+6.4%），跌幅前三的分别是西藏发展（-13.6%），
威龙股份（-13.6%），中葡股份（-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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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高股份 6.7% 西藏发展 -13.6% 

盐津铺子 6.5% 威龙股份 -13.6% 

西王食品 6.4% 中葡股份 -12.9% 

汤臣倍健 5.7% 金徽酒 -12.2% 

三全食品 3.6% 天润乳业 -11.4% 

安琪酵母 3.1% 百润股份 -11.3% 

五粮液 2.3% 通葡股份 -10.7% 

泸州老窖 2.0% 莲花健康 -9.4% 

洋河股份 1.8% 煌上煌 -9.3% 

星河生物 0.9% 麦趣尔 -8.9% 

来源：Wind, 国金证券研究所 

 

2. 上周重要公告 

【伊力特】伊犁酿酒总厂将所持有的所有上市公司股份 2.22 亿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50.51%）无偿划转至伊力特集团，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上市公司与伊力特集团的关系由孙公司转变为子公司。 

点评：结合更正公告，我们认为，本次股权划转使得伊力特集团成为了控股上

市公司的主体，因此拥有了发行可交换债的资格，结合上市公司的资金水平，

集团融资大概率不是用于上市公司的资金需求，本次股权的划转未产生可预见

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在此我们再次提醒伊力特具有自身的自下而上的投资逻

辑： 

 2017 年新疆内部经济形势有所好转，维稳见效后重视经济叠加基建投资加

大带动地区白酒消费增加。作为新疆地区第一白酒品牌(市占率超过 40%)，

伊力特将明显受益，此外白酒行业整体消费升级，带动全国及区域名酒消

费增加是伊力特业绩释放的另一催化剂。 

 疆外销售工作全面铺开，成果有望在近期陆续落地。17 年初公司成立了品

牌运营公司，对接全国范围内的小商销售伊力特。春糖会招商工作已圆满

完成，规模约在 30 家左右，同时敲定了核心产品的定位为 100~200 元的特

曲、老陈酒、老窖系列。公司的疆外大商谈判也取得了进展，有望在近期

正式落地，下半年疆外拓展将有持续性的动作。 

 疆内管理提质增效，整体水平提升。在新董事长陈总的推动下公司在治理

上已推动人员的更新，加强经营规范化，此外清理了约 400 个低端低效

SKU，未来还将推进经销商新老更替。同时 16 年 12月完成了老窖及以上高

端产品的提价，我们相信在陈总的倡导下，未来提升公司品牌价值的举措

将会不断兑现。 

 17 年坏账计提对公司业绩影响降至冰点。17 年公司坏账计提大幅减少

（预计同比减少 8000~9000 万元，对 EPS的贡献 0.18~0.20元）。 

 

预计 2017-2019 年收入为 19.6/24.0/27.8 亿元，同比增长 16%/22%/16%，归属

上市公司净利润分为 3.83/4.88/5.80 亿元，同比增长 38%/27%/19%，折合 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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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0.87/1.11/1.32 元，目前股价对应 PE 为 20X/16X/13X，现价买入，目

标价 24元。 

 

【金枫酒业】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光明食品全资子公司益民公司增持本公司股份 

1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9 %。本次增持前，益民公司不持有本公司股份， 

增持后光明食品及关联一致行动人一共持有本公司 18,564.22 万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36.07 %。 

【克明面业】由于 2015 年度公司业绩未达股权激励行权/解锁条件，公司决定

回购注销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解禁/行权的股票共计 114.83 万股, 占股权激励

计划所涉及标的股票总数的比例为 11.24%，占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34%，同

时，激励对象将返还所获得的收益 813.06万元。 

【广弘控股】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268.66 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0.46%，本次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7 年 5 月 

10 日。 

【黑牛食品】2016 年 11 月 9 日公司向控股股东西藏知合借款 3 亿元，借款期

限为 6 个月。上述借款于近日到期，根据公司资金使用计划及日常周转的需要，

决定将上述借款的使用期自到期日起延长 6个月。 

【百润股份】因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未完成业绩承诺，根据公司签署的《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2016 年度应补偿的股份将由公司以 1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并予以

注销，上述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93,110 万股减至 70,030.48万股， 

注册资本将由 93,110万减至 70,030.48万元。 

【黑芝麻】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股份有限

公司 100%股权，交易总金额约为 70,000 万元； 同时拟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

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7,500 万元。 

【伊利股份】公司针对达能集团旗下的美国 Stonyfield 公司出售的招标流程，

拟以 8.5亿美元左右的价格购买美国 Stonyfield 公司的全部股权。该事项尚处

于前期投标的准备阶段，能否中标尚存在若干不确定因素，公司将严格按照相

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 行业新闻 

酒类及饮料 

 5 月 6 日，获悉，贵州醇销售公司电话要求经销商，在售的几款高端产品

市场零售价将大幅削减。其中贵州醇大品酱香，零售价每 500 毫升由 880

元调减到 368 元，小窖原浆零售价每 500 毫升 680 元调减到 328 元，贵州

精神零售价每 500 毫升 620 元调减到 278 元 。 

 5 月 5 日，洋河股份举行 2016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会议透露，洋河集团

2017 年规划新江苏市场共 455 个，2017 年一季度销售占省外总销售比超

过 70%，同比增长 30%左右。 

 剑南春下发了《关于水晶剑价格调整的通知》，决定分阶段对水晶剑价格

进行调整：在 5 月 31 日前完成第一阶段目标，最低出货价不得低于 335

元/瓶；在 7 月 15 日前完成第二阶段目标。 

 2016 年，西凤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33.55 亿元，实现净利润 3.5 亿元，同比

增长 33.21%。2017 年第一季度营收、利润及利税三个重要指标同比增长

40%。据透露，西凤的 IPO 进程正在有序推进中，目前西凤公司正在不断

的规范管理，完善内控程序，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和执行效率，按照当前审

核节奏，今年有望上市。 

 5 月 11 日，四川古蔺郎酒销售有限公司下发《关于青花郎产品价格调整的

通知》。通知表示，经公司研究决定，即日起对青花郎产品出厂价格进行

调整，上涨幅度为 15%，每瓶上涨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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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京东超市与长城葡萄酒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长城葡萄酒系列产品未

来 3 年力争在京东实现 10 亿元人民币的目标销售额，同时未来双方将在

营销管理、产品定制、资源共享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 

 2017 年一季度，我国葡萄酒进口量为 1.51 亿升，较去年同期增长 8.7%；

进口额为 5.81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微跌 1.6%。其中，瓶装葡萄酒进口量

为 1.13 亿升，同比增长 5.7%；进口金额为 5.37 亿美元，同比下跌 3.4%。

此外，散装葡萄酒进口量同比增长 21.4%至 3528.92 万升，进口额同比增

长 35.6%至 3055.78 万美元。 

 近日，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酒类进出口商分会发布的一季度国内酒类

进口数据显示，包括烈酒、葡萄酒、啤酒在内的国内酒类进口总量 2.91 亿

升，进口额 9.28 亿美元，同比均出现下滑，分别下降 34.90%和 5.21%，

进口酒市场持续下行。 

奶及奶制品 

 辉山乳业（06863.HK）5 月 8 日早间公告，香港联交所应香港证券及期货

事务监察委员会的指令，于 2017 年 5 月 8 日上午 9 时起，停止公司股份

买卖。同日，恒生指数有限公司也发布公告称，辉山乳业将于 5 月 15 日

收市后从恒生指数系列中剔除。 

 5 月 9 日，据彭博新闻社报道，杭州娃哈哈正在与美国乳制品企业 Dean 

Foods（迪恩食品）商洽。去年 10 月，宗庆后之女宗馥莉所领导的宏胜饮

料公司拜会了多家国际银行，以准备对 Dean Foods 的潜在收购。Dean 

Foods 为美国最大的液体奶生产及供应商，承揽了本土 10%的牛奶供应。

另有外媒消息称，Dean Foods 正在竞购达能旗下的酸奶品牌 Stonyfield

（美国有机酸奶第一品牌）。据两位接近交易的人士透露，伊利也对

Stonyfield 感兴趣，给出了 8.5 亿美元的报价。可以预见，如果娃哈哈和

Dean Foods 联手成功，伊利、蒙牛们将遭遇一个庞然大物的直接竞争。 

 据对全国定点监测，5 月份第 1 周内蒙古、河北等 10 个奶牛主产省（区）

生鲜乳平均价格 3.47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 0.3%，同比上涨 0.3%。全

国玉米平均价格 1.87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5%，同比下降 4.6%。主

产区东北三省玉米平均价格为 1.47 元/公斤，与前一周持平；主销区广东

省玉米价格 1.95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 0.5%。全国豆粕平均价格 3.37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 0.3%，同比上涨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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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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报告网整理http://www.nxny.com



行业研究周报 

- 7 -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上海 北京 深圳 

电话：021-60753903 

传真：021-61038200 

邮箱：researchsh@gjzq.com.cn 

邮编：201204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 号 

           紫竹国际大厦 7 楼 

电话：010-66216979 

传真：010-66216793 

邮箱：researchbj@gjzq.com.cn 

邮编：100053 

地址：中国北京西城区长椿街 3 号 4 层 

电话：0755-83831378 

传真：0755-83830558 

邮箱：researchsz@gjzq.com.cn 

邮编：518000 

地址：中国深圳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1 号 

           时代金融中心 7BD 
 
 

特别声明：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已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版权归“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授权，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均

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或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经过

书面授权的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删节和修

改。 

本报告的产生基于国金证券及其研究人员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或实地调研资料，但国金证券及其研究人员对这

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对由于该等问题产生的一切责任，国金证券不作出任何担保。且本报告中

的资料、意见、预测均反映报告初次公开发布时的判断，在不作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可能会随时调整。 

客户应当考虑到国金证券存在可能影响本报告客观性的利益冲突，而不应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因

素。本报告亦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邀请。 

证券研究报告是用于服务机构投资者和投资顾问的专业产品，使用时必须经专业人士进行解读。国金证券建议

客户应考虑本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有必要）咨询独立投资顾问。报告本身、报告

中的信息或所表达意见也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的最终操作建议，国金证券不就报告中的内容对最终操作

建议做出任何担保。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国金证券的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并可能为

这些公司正在提供或争取提供多种金融服务。 

本报告反映编写分析员的不同设想、见解及分析方法，故本报告所载观点可能与其他类似研究报告的观点及市

场实际情况不一致，且收件人亦不会因为收到本报告而成为国金证券的客户。 

         本报告仅供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机构客户使用；非国金证券客户擅自使用国金证券研究报告进行投资，遭

受任何损失，国金证券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股票报告网整理http://www.nxny.com


	report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