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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饮料行业 

行业投资评级：看好 

行业景气度延续，建议关注大众酒板块 

              —行业数据周报（2018.5.07-5.13） 
2018年5月13日（2018年第9期）   行业周报 

 

市场基本状况  

上市公司数 91 

流通 A总市值（亿元） 25337.32 

行业自由流通市值（亿元） 11002.67 

 

 

 
行业走势 
 

 

 核心观点：上周，食品饮料板块在 28 个申万一级子行业中涨幅排名

第一，并且所有子板块皆上涨，其中啤酒涨 9.3%、白酒涨 7.54%。在

白酒板块方面，今世缘、古井贡酒、口子窖等区域龙头表现突出。前

期由于市场情绪原因，白酒行业估值已回调到相对合理水平，但一季

报验证了我们对于 2018 年白酒仍将景气的判断，在茅台价格波动趋缓

后，高端白酒淡化周期拉长景气。因此，对前两年涨幅较小、估值较

低且业绩超预期的公司，更容易受到投资者的关注，涨幅较大。另外，

随着 A 股加入 MSCI 指数吸引海外资金流入，市场对白酒板块的信心

有望逐渐恢复。 

 

 行业走势回顾：市场整体表现，上周，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60%，

收于 3872.84 点，其中食品饮料行业上涨 6.38%，跑赢沪深 300 指数

3.78 个百分点，在 28 个申万一级子行业中排名第一。细分领域方面，

上周，食品饮料板块整体上涨，啤酒涨幅最大（9.32%），其次是白酒

（7.54%）、调味发酵品（6.21%）、肉制品（5.69%）、软饮料（4.22%）、

乳品（4.07%）。个股方面，今世缘（15.79%）、桂发祥（15.40%）、

青岛啤酒（14.06%）、金种子酒（13.99%）、水井坊（11.77%）有领

涨表现。 

 行业重点数据跟踪：猪肉价格方面，截至 2018 年 5 月 04 日，

22 个省猪肉均价（周） 为 16.89 元/千克，同比下降 29.74%；生猪均

价（周）为 10.10 元/ 千克，同比下降 31.43%；仔猪均价（周）为 23.59

元/千克，同比下降 48.92%。奶价方面，截至 2018 年 5 月 02 日，

我国奶牛主产省（区）生鲜乳平均价格 3.53 元/公斤，同比下降 1.2%。 

 本周行业要闻及重要公告:（1）东方红剑南春涨价，糖酒快讯报

道，东方红剑南春烟酒店进货价格即日起调整至 720 元一瓶。（2）

古井贡酒涨价，糖酒快讯报道，古井贡酒涨价，献礼版每箱（规格 1 X 

4）上调 20 元、古 5 每箱上调 40 元、古 8 每箱上调 80 元、古 16 

每箱上调 240 元。 

 投资建议;在白酒方面，看好量价齐升的高端白酒、增长较快且估值

合理的次高端和区域龙头白酒，建议关注贵州茅台、五粮液、泸州老

窖、山西汾酒、古井贡酒、洋河股份、口子窖、今世缘等；啤酒方面，

啤酒提价，且随着旺季行情叠加世界杯催化，龙头企业有望持续获利，

建议关注青岛啤酒、重庆啤酒等；大众消费品方面，预期通胀利好行

业龙头，看好食品行业龙头，建议关注伊利股份、海天味业、安井食

品、涪陵榨菜、绝味食品、桃李面包等。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风险、食品安全风险、市场风格转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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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业走势回顾 

市场整体表现。上周，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60%，收于 3872.84 点，

其中食品饮料行业上涨 6.38%，跑赢沪深 300 指数 3.78 个百分点，在 28

个申万一级子行业中排名第一。  

     图1：申万一级行业及沪深300指数涨跌幅对比（%）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细分领域方面，上周，食品饮料板块整体上涨，啤酒涨幅最大（9.32%），

其次是白酒（7.54%）、调味发酵品（6.21%）、肉制品（5.69%）、软饮

料（4.22%）、乳品（4.07%）。 

图 1： 食品饮料行业各子板块涨跌幅对比（%）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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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股方面，今世缘（15.79%）、桂发祥（15.40%）、青岛啤酒（14.06%）、

金种子酒（13.99%）、水井坊（11.77%）有领涨表现。 

表 1 ：食品饮料行业个股涨跌幅（%）  

证券简称 股价（元） 
周涨跌幅

（%） 

所属申万 

三级行业 
证券简称 股价（元） 

周涨跌幅

（%） 

所属申万 

三级行业 

今世缘 21.19 15.79 白酒 好想你 14.18 -3.67 食品综合 

桂发祥 16.64 15.40 食品综合 绝味食品 41.89 -2.56 食品综合 

青岛啤酒 48.99 14.06 啤酒 桃李面包 53.67 -2.44 食品综合 

金种子酒 7.17 13.99 白酒 海南椰岛 4.97 -1.19 其他酒类 

水井坊 47.59 11.77 白酒 维维股份 3.73 -0.80 软饮料 

海欣食品 5.07 10.94 食品综合 庄园牧场 20.50 -0.39 乳品 

珠江啤酒 11.78 10.82 啤酒 莫高股份 8.83 0.34 葡萄酒 

燕京啤酒 7.98 10.68 啤酒 广泽股份 7.99 0.38 乳品 

香飘飘 23.78 10.55 软饮料 西部创业 4.11 0.49 葡萄酒 

深深宝 A 10.45 10.23 软饮料 威龙股份 15.44 0.52 葡萄酒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估值方面，估值方面，截至本周末食品饮料板块动态市盈率为 

30.89，位于申万一级行业中上游位置。食品饮料子板块中，本周啤

酒（57.61）估值排名第一，其他酒类（49.65）排名第二，调味发酵

品（46.18）排名第三位；乳品（26.99）、肉制品（24.04）、软饮料

（22.17）估值分列最后三位。 

图 3：申万一级行业市盈率 TTM（截止本周末）   图 4：食品饮料子板块动态市盈率（截至本周末）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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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业重点数据跟踪 

白酒价格方面，从中高端酒价格来看，截止 5 月 11 日，飞天茅

台(53 度，500ml）、五粮液(52 度，500ml）、洋河梦之蓝(M3，52 度，

500m） 和泸州老窖(52 度，500ml）的最新零售价格分别为 1499 元/

瓶、1099 元/瓶、519 元/瓶和 248 元/瓶。 

图 5：飞天茅台（53 度）出厂价及一号店价格    图 6: 五粮液、泸州老窖、洋河零售价格跟踪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猪肉价格方面，截至 2018 年 5 月 04 日，22 个省猪肉均价（周） 

为 16.89 元/千克，同比下降 29.74%；生猪均价（周）为 10.10 元/ 千

克，同比下降 31.43%；仔猪均价（周）为 23.59 元/千克，同比下降 

48.92%。奶价方面，截至 2018 年 5 月 02 日，我国奶牛主产省（区）

生鲜乳平均价格 3.53 元/公斤，同比下降 1.2%。 

图 7：22 个省每周仔猪、生猪、猪肉均价(元/千克) 图 8：22 个省仔猪、生猪、猪肉均价周同比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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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牛奶主产省（区）生鲜乳平均价及同比 （元/公斤）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3. 本周行业要闻及重点公告 

表 2：上周食品饮料行业重要资讯 

序列 资讯标题 主要内容 

1 李保芳出任茅台董事长 

酒业家报道，5 月 6 日晚，中共贵州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李邑飞在贵州茅台集团

宣布省委决定：提名茅台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李保芳同志为茅台集团董事长人

选，董事长职务任免需按有关法律程序办理。袁仁国同志不再担任茅台集团董事

长职务。 

 

2 

五粮液将全力打造五粮

系产品，“千亿工程”

系列酒要占 200 亿 

酒业家报道，5 月 9 日，以“新时代、新消费、新平台”为主题的 2018 年五粮

液百亿系列酒发展论坛在眉山市黑龙滩长岛天堂洲际酒店举行。刘中国提出：名

酒系列酒将会变成稀缺资源，要全力打造五粮系产品，要推进系列酒结构、营销、

管理的转型升级，五粮液集团“千亿工程”中系列酒要占到 200 亿，成为五粮液

集团的重要增长极。 

 

3 东方红剑南春涨价 
糖酒快讯报道，东方红剑南春烟酒店进货价格即日起调整至 720 元一瓶。 

 

4 古井贡酒涨价 

糖酒快讯报道，古井贡酒涨价，献礼版每箱（规格 1 X 4）上调 20 元、古 5 每

箱上调 40 元、古 8 每箱上调 80 元、古 16 每箱上调 240 元。 

 

5 
5 月 10 日起，泸州老窖

总经销产品提价 15% 

酒说报道，因包材成本上升，经公司研究决定，总经销产品结算价提高 15%，

新价格体系从 2018 年 5 月 10 日起实施，同时恢复接收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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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今年的“中国品牌日”，

汾酒代表中国白酒发出

“立体声” 

酒说报道，国务院印发《关于同意设立“中国品牌日”的批复》，决定自 2017

年起将每年 5 月 10 日设立为“中国品牌日”，今年的“中国品牌日”系列活动

落地上海。在 2018 年的中国品牌日，汾酒代表中国白酒发出了“立体声”。 

  

7 
今世缘开启国缘品牌第

二战场 

酒说报道，今世缘、浙江商源“强强联合”，实力开启国缘品牌第二战场：浙江。 

 

资料来源：糖酒快讯、微信公众号，酒业家等 

表 3： 上市公司上周重要公告 

代码 简称 公告日期 公告》标题 主要内容 

603369.SH 今世缘 2018-5-8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进 

展的公告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海铭大本次减持计划

2509万股，实际已减持1254.5万股，减持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的1%，占本次减持计划的50%。 

600186.SH 莲花健康 2018-5-9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公

告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董事会于2018年5月8日收到公司董事会

秘书时祖健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时祖健

先生因工作原因提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

务，辞职后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002330.SZ 得利斯 2018-5-10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与京东签署战略

合作意向书的公告 

2018年5月9日，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得利斯”或“公司”）与北京京

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签

署了《战略合作意向书》。 

 

600300.SH 维维股份 2018-5-11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

的公告 

2018年5月10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维维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通知，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其

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26,600,000股

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铜山支行. 

 

002387.SZ 黑牛食品 2018-5-11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及证

鉴于公司主营业务已发生重大变化，为了实现

公司名称与公司在业务转型和实际经营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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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简称 公告日期 公告》标题 主要内容 

券简称的公告 的目标，结合公司现有的主营业务构成及经营

情况，公司拟将公司中文名称由“黑牛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变更为“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600519.SH 贵州茅台 2018-5-11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董事长、法

定代表人变更的公告 

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省国资委有关文件，经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

年度第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决定，袁仁国同志

不再担任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董事、法定代表人及董事会相关

职务；李保芳同志任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及董事会相

关职务。。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4.一周重要事项提醒 

                                       表 4：一周重要事项提醒 

代码 简称 时间 重要事项概要 

002847.SZ 盐津铺子 2018-05-15 召开股东大会 

600872.SH 中炬高新 2018-05-15 召开股东大会 

002557.SZ 洽洽食品 2018-05-15 召开股东大会 

002719.SZ 麦趣尔 2018-05-16 召开股东大会 

600573.SH 惠泉啤酒 2018-05-16 召开股东大会 

002646.SZ 青青稞酒 2018-05-16 召开股东大会 

600238.SH *ST椰岛 2018-05-17 召开股东大会 

603886.SH 元祖股份 2018-05-17 召开股东大会 

002329.SZ 皇氏集团 2018-05-17 召开股东大会 

002507.SZ 涪陵榨菜 2018-05-18 召开股东大会 

603589.SH 口子窖 2018-05-18 召开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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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32.SZ 燕塘乳业 2018-05-18 召开股东大会 

600305.SH 恒顺醋业 2018-05-18 召开股东大会 

600381.SH 青海春天 2018-05-18 召开股东大会 

603198.SH 迎驾贡酒 2018-05-18 召开股东大会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5. 投资建议 

在白酒方面，看好量价齐升的高端白酒、增长较快且估值合理的

次高端和区域龙头白酒，建议关注贵州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

山西汾酒、古井贡酒、洋河股份、口子窖、今世缘、顺鑫农业等；

啤酒方面，啤酒提价，且随着旺季行情叠加世界杯催化，龙头企业

有望持续获利，建议关注青岛啤酒、重庆啤酒等；大众消费品方面，

预期通胀利好行业龙头，看好食品行业龙头，建议关注伊利股份、

海天味业、安井食品、涪陵榨菜、绝味食品、桃李面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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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的说明： 

 

——报告发布后的 6个月内上市公司股票涨跌幅相对同期上证指数/深证成指的涨跌幅为基准 

 

——股票投资评级标准：  

 

买入：  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20%以上 

增持：  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5～20%      

中性：  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波动 

减持：  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以下 

 

 

 

——行业投资评级标准： 

 

看好：  行业超越市场整体表现 

中性：  行业与整体市场表现基本持平 

看淡：  行业弱于整体市场表现 

 

 

 

 

 

 

 

 

免责声明：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是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

已公开信息，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

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

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所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在不

同时期，本所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或其关联机构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可

能持有或交易本报告中提到的上市公司所发行的证券或投资标的，还可能为或争取为这些公司提供投资银行或财

务顾问服务。客户应当考虑到本公司可能存在可能影响本报告客观性的利益冲突。本公司在知晓范围内履行披露

义务。本报告的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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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件或复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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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本公司将保留随时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