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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饮料行业 
2018 年 7 月 9 日 

 

 本周行业观点：食品饮料半年小结及展望：紧抓行业集中度提升主线，同时关注新细分子行业持续资本化的投资机会。 

1、购物者消费升级明显。我国食品、饮料及餐饮板块上半年增速出现分化：酿酒行业景气持续，食品加工及餐饮增速低于

预期。 

根据工信部数据，18 年 1-5 月，全国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不含烟草）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7.9%（去年同期为 9.3%）;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3.0%（去年同期为 9.2%），低于去年同期水平。饮料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0.8%（去年同期

为 9.6%）;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5.2%（去年同期为 13.9%），均高于 2017 年。统计局数据则显示，今年 1-5 月，餐饮收入

同比增长 9.8%（去年同期为 11.0%），其中限额以上单位增速为 7.1%（去年同期为 7.8%），增速有所下滑。 

分板块来看，食品加工方面，18 年 1-4 月，焙烤食品、乳制品和调味发酵品三大子板块的收入增速高于行业平均值，分别

达到 12.34%、10.26%和 9.19%；但从利润指标来看，乳制品、方便食品和焙烤食品增速居前，分别为 21.41%、15.89%

和 15.83%，调味品则录得-6.98%的利润负增长。调味品板块产量增长但盈利能力下降，可能预示着行业新一轮洗牌整合大

幕开启。酿酒行业方面，景气持续，其中白酒制造收入同比增长 13.76%，利润增长 37.22%，（17 年全年分别为 14.42%

和 35.79%）；啤酒制造收入增速高达 6.59%，利润增长 4.39%，（17 年全年分别为 2.3%和-9.83%），行业拐点明显。 

2、展望第下半年，品牌力增强导致的行业集中度提升仍然是食品饮料企业发展的原动力。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优秀的品牌企业往往采取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市场策略，即是考虑消费者真正的需求在哪

里、痛点在哪里；而消费者出于食品安全和质量的考量，也更愿意为品牌商品付出溢价。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导致品牌企

业不断挤占非品牌企业的市场份额，从而实现量价齐增。其次，食品饮料的固定投资门槛不断提高，也使得行业内的先进

产能逐渐向规模化、龙头化企业集中。举例来说，2015 年国家食药总局出台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

对奶粉配方有了严格限定，2017 年该政策实施，直接增强了乳制品龙头企业的盈利能力，带来 17 年 3 季度以来的乳制品

牛市；2017 年环保核查限制排放，一方面增加了行业内企业的包材成本，挤压了毛利率较低的企业，实现了市场化淘汰落

后产能，更重要的是制造企业的动力设备被要求脱煤入气，限制了部分企业的新产能上线，原来产能领先的企业将更有望

受益下游消费需求的增长。工信部数据也从侧面佐证了行业门槛的不断提高，2018 年 1-5 月，食品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

额增速为-2.3%（去年同期为 3.7%），位列消费品行业倒数第二，仅高于医药行业的-6.4%。 

3、下半年另一值得关注的投资主线在于食品饮料的混改进程。 

目前食品饮料行业共有 30 多家公司性质为地方国有企业，实际控制人为地方国资委或地方国资控股公司，数量占整个食品

饮料行业近一半。从目前经营状况来看，国有企业在管理、激励机制等方面存在较大提升空间，而管理效率低下也是目前国

有企业的通病。因此，我们认为此轮国企改革更关注改革的实质性进展以及改制后对公司业绩的提升效果，食品饮料行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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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竞争性行业，改革阻力小，改制效果佳，特别是实施员工持股、股权激励及引入战略投资者的食品饮料国有企业，更

加值得关注。率先完成改制的国有企业，如重庆啤酒、水井坊、洋河股份、伊利股份、沱牌舍得、五粮液、老白干酒等，为

今后的国企改革提供了操作范例。以重庆啤酒为例，公司通过国改实现嘉士伯控股后，不断关闭亏损子工厂、完善激励机制，

业绩实现突飞猛进。 

4、关注新细分子行业持续资本化的投资机会。 

得益于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升，食品饮料未来的增长驱动更多来自于大众消费的崛起——这也意味着对大宗的、标准化的

商品需求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个性化、独特化且可提升消费者生活品质的产品。我们在 2016-2017 年见证了许多品牌企业

的重新崛起，如贵州茅台、泸州老窖、海天味业和中炬高新等；资本市场也迎来了许多细分子行业龙头企业的上市，如宠物

食品板块的中宠股份和佩蒂股份、休闲零食板块的来伊份和盐津铺子、卤制品板块的周黑鸭、绝味食品和煌上煌、餐饮板块

的广州酒家、生鲜板块的佳沃股份和宏辉果蔬、植物蛋白饮料板块的养元股份等。18 年上半年，美团、海底捞、良品铺子、

新辣道等食品饮料相关企业均披露将通过 IPO 或借壳方式登陆资本市场，建议进一步关注资本化带来的投资机会。 

5、基于以上两条投资主线，我们建议关注行业内市场集中度由低变高，且此前回调较深的肉制品板块（猪价下行周期，肉

制品吨利提升+屠宰头利高位或持续 1-2 年，单季净利增速可能回到 10-20%，低估值+业绩有望超预期）乳制品及啤酒板

块；国企改革建议关注恒顺醋业、顺鑫农业和广州酒家等区域混改政策已出台企业。 

 6、风险提示：中美贸易战可能带来的生产成本剧烈波动风险；行业洗牌抑制龙头企业盈利能力的风险；行业季节性导致部

分子板块收入/盈利增速被误判的风险；食品安全问题；企业高管变动及内部管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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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卓越推】：广州酒家（603043）。 

广州酒家（603043）（2018-07-06 收盘价 23.63 元） 

 核心推荐理由： 

1、 公司持续发力食品制造板块，五年内产能有望实现双倍增长。据我们测算，公司当前食品制造产能约 3.0 万吨，而到

2023 年的未来 5 年内，其产能将至少达 8.9 万吨，平均复合增速 20.0%——其中，上市募投项目总投资 2.78 亿元，对

应新增产能合计 2.55 万吨；此次两起对外投资项目则合计贡献至少 3.6 万吨。速冻是公司扩产最快的子品类，待完全

达产后产能对应 5 万吨，主营广式速冻蒸点，实质上是广州酒家餐饮场景的延伸，和其他传统速冻品牌形成差异化竞争，

当前产品供不应求。我们认为，随着公司产能提升，其有望成为速冻蒸点新龙头的有力竞争者。根据欧睿，2017 年我

国速冻蒸点销量增速约为 1%，较 2016 年的-2.9%有所反弹，整体销售规模约 55 万吨，公司 5 万吨产能如充分利用，

将在行业中拥有一定话语权和定价权。 

2、 有别于其他盲目扩张企业，公司扩产有备而来。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公司是我国湘潭寸三莲的主要采购企业，在湘潭

已有莲子采购基地。14-16 年，其莲子采购量均超过 1000 吨，增速由 9.6%上升至 12.2%，主要用于公司的月饼、速

冻等产品。因此，公司本轮选择在湘潭设厂扩产，投向之一是 6000 吨/年的馅料产品，一方面是基于其对产地的熟悉，

另一方面是出于整合产业链、就近采购、平滑成本的考虑，有望进一步提升其下游产品毛利率。异地扩长也是公司逐步

实施地产地销的路径之一。从公司运营的角度来看，在 17-18 年这一轮密集投产之前，公司账面现金流充裕，甚至维持

了较为保守的发展策略。13-17 年 9 月末公司剔除募资后的货币资金由 5.27 亿增长至 11.43 亿元，而考察公司持续投

资能力的净营运资本（剔除超额现金）持续为负，仅在 2017 年 6 月才转正。我们因此判断公司此轮扩张是经过谨慎思

考的，且将有充足的现金作为保障。 

 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我们预计广州酒家 2018-2020 年 EPS 为 1.11 元、1.37 元和 1.45 元，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1）产能受限；2）跨省经营有待考验；3）人力成本密集，自动化率有待提高；4）限制餐饮消费政策出台对公

司有打击：5）员工激励机制有待加强；6）食品安全风险；7）募投项目达产不及预期；8）解禁风险。 

 相关研究：《20180313 广州酒家（603043）餐饮全产业链布局，新版图蓄势待发》，《20180320 广州酒家（603043）利

口福公司两地扩产，产能有望实现双倍增长》，《20180417 广州酒家（603043）17 年盈利超预期，产能释放有望带动收入、

利润同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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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简介 

王见鹿，食品饮料行业分析师。多国留学背景，先后于新加坡华侨初级学院及英国华威大学求学，主修经济、政治及国际关系学。回国后在某大型商业地产开发集团投资

部工作，先后参与了多家上市或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及并购重组业务，所涉及行业包括商业地产、文化旅游、装备制造、消费零售及金融服务等。2015 年 4 月正式加

入信达证券研究开发中心，从事食品饮料和炼化行业研究。 

 

毕翘楚，研究助理，复旦大学硕士，2017 年 7 月加入信达证券研发中心，从事食品饮料行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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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准确反映了分析师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薪酬的任何组成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分析意见或观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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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投资建议的比较标准 股票投资评级 行业投资评级 

本报告采用的基准指数：沪深 300 指数（以下简称基准）； 

时间段：报告发布之日起 6 个月内。 

 买入：股价相对强于基准 20％以上；  看好：行业指数超越基准； 

 增持：股价相对强于基准 5％～20％；  中性：行业指数与基准基本持平； 

 持有：股价相对基准波动在±5% 之间；  看淡：行业指数弱于基准。 

 卖出：股价相对弱于基准 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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