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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行业动态&公司新闻 

市场占有率首破 10%，百岁山坐稳瓶装水行业三甲 

顺鑫农业成为北京冬奥会赞助商 

泸州老窖集团 2023 年剑指千亿销售目标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桃李面包：发布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中炬高新：发布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贵州茅台：发布关于生产经营情况的公告 

香飘飘：发布对外投资公告 

 行业重点数据跟踪 

乳制品方面，生鲜乳价格小幅波动，整体呈平稳趋势。截至 2019 年 1 月 2

日，主产区生鲜乳平均价为 3.58 元/公斤，同比上涨 2.3%。 

肉制品方面，仔猪、生猪、猪肉价格去年年初开始下跌，至去年 5 月份跌至

相对低点，随后开始探底回升。截至 1 月 2 日，全国 22 省仔猪、生猪、猪

肉价格分别达到 22.48 元/千克、13.05 元/千克、20.84 元/千克，分别同比下

降 25.41%、12.53%、5.01%。 

 本周市场表现回顾 

近五个交易日沪深 300 指数下跌 2.26%，食品饮料板块上涨 0.32%，行业跑

赢市场 2.58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上游。其中，白酒上涨 1.17%，

其他饮料下跌 3.95%，食品下跌 0.21%。 

个股方面，贵州茅台、中宠股份以及三全食品涨幅居前，*ST 皇台、盐津铺

子以及西王食品跌幅居前。 

 投资建议 

贵州茅台近日发布公告，公司 2019 年度茅台酒销售计划为 3.1 万吨左右，较

同期增长 10.7%；计划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855 亿元，同比增长 14%，超出市

场预期。未来，公司增量将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拓宽销售渠道，提

高直销比例；其二，调整产品结构，加大生肖酒和精品酒的投放。白酒板块

目前估值已回落至相对低位，长期配置价值已现，建议优选提前应对行业变

化趋势，品牌优势明显的龙头类个股。在大众品方面，建议长期关注基础消

费品品牌化机遇，寻找各细分领域的成长龙头，优选调味板块，此外建议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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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保健品和休闲食品相关公司积极变化。我们认为在当前经济增速换挡的大

环境下，消费特征呈多元化趋势发展，高端可选消费面临压力但仍会保持稳

健的增速，大众消费品则存在由于品牌认知度的提升所带来的发展空间，因

此给予行业“看好”的投资评级，推荐贵州茅台（600519）、重庆啤酒（600132）、

中炬高新（600872）及双汇发展（000895）。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下行风险；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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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业动态&公司新闻 

表 1：行业重要新闻汇总 

资料来源 新闻标题 主要内容 

食品商务

网 

 

市场占有率首破 10%，百岁山坐

稳瓶装水行业三甲 

 

著名市场调研公司尼尔森最新数据显示，2018 年 10 月，中国瓶装水市场格局

为：农夫山泉、华润怡宝市场份额分别位居第一第二，百岁山以占比 10.1%位

列第三位，康师傅排名第四，冰露、娃哈哈依次紧随其后，分别位列第五、第

六位。景田董事长周敬良多次谈及，中国瓶装水市场最活跃的三个品牌，非农

夫山泉、华润怡宝、百岁山莫属。而靠瓶装水起家的天然矿泉水百岁山，也是

凭实力一步一步跻身行业前茅的。从瓶装水六巨头农夫山泉、华润怡宝、百岁

山、康师傅、冰露、娃哈哈的水种来看，不难发现，除百岁山是天然矿泉水外，

其他品牌大都以纯净水、天然水为主。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对饮用水常识增长，

以及消费升级红利，天然矿泉水越发受消费者青睐，百岁山无疑是最大受益者。 

 

北京商报

网 
顺鑫农业成为北京冬奥会赞助商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委会（以下简称“北京冬奥组委”）再签新赞助

商。12 月 26 日，北京冬奥组委宣布，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

鑫”）正式成为北京冬奥会官方农副产品赞助商。截至目前，北京冬奥会赞助企

业达 12 家，其中官方合作伙伴 8 家、官方赞助商 4 家。北京冬奥组委秘书长

韩子荣表示，此次顺鑫成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农副产品赞助商，成为

市场开发的又一重要成果，也是 2018 年冬奥市场开发赞助计划的收官之作。

公开资料显示，顺鑫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上市公司，是北京市“菜篮子”工程的

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为保障首都生活食品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京冬奥

组委也强调，产品的质量事关冬奥成功举办。希望顺鑫秉承用心、放心、同心

的企业发展理念，严格遵守奥运食品安全标准，加强饲养、种植、运输、储存

等环节的全流程管理，加强食品安全监测，确保供应的冬奥农副产品万无一失。 

 

糖酒快讯 
泸州老窖集团2023年剑指千亿销

售目标 

12 月 23 日，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员大会在泸州举行，泸州老窖集团

党委书记张良代表泸州老窖集团作工作报告。会上，泸州老窖集团首次提出到

2023 年实现产值和销售收入突破 1000 亿元的战略目标。这是继五粮液集团、

茅台集团双双提出在 2019 年实现千亿目标后，第三家将战略目标瞄准千亿的

酒业集团。据悉，针对千亿目标，泸州老窖集团明确提出，未来将大力推动混

合所有制改革，积极实施“拿来主义”，探索多种混改方式的有效途径和发展模式，

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与其他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并健全董事会议

事规则、运行机制、考评体系，并坚决保持子公司经营独立性，加快推进子公

司授权经营机制改革。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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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表 2：A 股上市公司重要公告汇总 

代码 公司名称 公告类型 主要内容 

603866 桃李面包 

大股东及一致行动

人减持股 

份计划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大股东吴 

志刚先生（董事长）和一致行动人盛利先生、盛雅萍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07,091,161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22.76%，上述股份全部来源于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该部分股份已于 2018 年 12 月 24 日解除限

售并上市流通。自本公告披露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公司大股东吴

志刚先生（董事长）和一致行动人盛利先生、盛雅萍女士计划通过大宗交易的

方式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 9,412,52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具体减

持价格根据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600872 中炬高新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

的公告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广东美味

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及中山中炬精工机械有限公司截止至 2018 年 12 月 28 

日，公司累计收到各类政府补助共计 2,888.98 万元。在 2018 年公司合计收

到的政府补助 2,888.98 万元中，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为 1,688 万元，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为 1,200.98 万元；根据财政部颁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

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2017】15 号）要求，公司 2018 年转

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合计 1,613.02 万元（含上一年的递延收益转入其他收

益 474.08 万元）；另 1,750.04 万元计入本期递延收益，将在以后年度陆续转

入营业外收入。 

 

600519 贵州茅台 
关于生产经营情况

的公告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初步核算，2018 年度生产茅台酒

基酒约 4.97 万吨，系列酒基酒约 2.05 万吨；2018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750 亿

元左右，同比增长 23%左右；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0 亿元左右，

同比增长 25%左右。公司 2019 年度计划安排营业总收入增长 14%。上述 2018

年度经营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9 年度数据为初

步计划，存在不确定性因素，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603711 香飘飘 对外投资公告 

本项目计划在成都温江区投资新建液体即饮奶茶生产基地，投资总额人民币 6

亿元(项目分二期实施)。其中注册资本 1亿元, 总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 4亿元（固

定资产投资包括土地、绿化、建筑物、附属物、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入在内等）。

本次投资有利于公司顺利开展各项经营活动，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增强

公司竞争力，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本次投资由公司单独投资，不存在上市公

司用下属控股子公司股权出资或上市公司参与其他公司增资的行为。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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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业重点数据跟踪 

乳制品方面，生鲜乳价格小幅波动，整体呈平稳趋势。截至 2019 年 1 月 2 日，

主产区生鲜乳平均价为 3.58 元/公斤，同比上涨 2.3%。 

图 1：主产区生鲜乳平均价  图 2：主产区生鲜乳价格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肉制品方面，仔猪、生猪、猪肉价格去年年初开始下跌，至去年 5 月份跌至相对

低点，随后开始探底回升。截至 1 月 2 日，全国 22 省仔猪、生猪、猪肉价格分

别达到 22.48 元/千克、13.05 元/千克、20.84 元/千克，分别同比下降 25.41%、

12.53%、5.01%。 

图 3：22 省生猪价格及其变动趋势 图 4：22 省仔猪价格及其变动趋势 图 5：22 省猪肉价格及其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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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周市场表现回顾 

近五个交易日沪深300指数下跌 2.26%，食品饮料板块上涨0.32%，行业跑赢市

场 2.58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上游。其中，白酒上涨 1.17%，其他

饮料下跌 3.95%，食品下跌 0.21%。 

图 6：行业指数周涨跌幅排行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个股方面，贵州茅台、中宠股份以及三全食品涨幅居前，*ST 皇台、盐津铺子以

及西王食品跌幅居前。 

表 3：cs 食品饮料行业内个股涨跌幅 

涨跌幅前五名 周涨跌幅（%） 涨跌幅后五名 周涨跌幅（%） 

贵州茅台 5.54% *ST 皇台 -15.31% 

中宠股份 4.45% 盐津铺子 -12.92% 

三全食品 3.76% 西王食品 -9.30%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5.投资建议 

贵州茅台近日发布公告，公司 2019 年度茅台酒销售计划为 3.1 万吨左右，较同

期增长 10.7%；计划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855 亿元，同比增长 14%，超出市场预

期。未来，公司增量将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拓宽销售渠道，提高直销比

例；其二，调整产品结构，加大生肖酒和精品酒的投放。白酒板块目前估值已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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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至相对低位，长期配置价值已现，建议优选提前应对行业变化趋势，品牌优势

明显的龙头类个股。在大众品方面，建议长期关注基础消费品品牌化机遇，寻找

各细分领域的成长龙头，优选调味板块，此外建议关注保健品和休闲食品相关公

司积极变化。我们认为在当前经济增速换挡的大环境下，消费特征呈多元化趋势

发展，高端可选消费面临压力但仍会保持稳健的增速，大众消费品则存在由于品

牌认知度的提升所带来的发展空间，因此给予行业“看好”的投资评级，推荐贵州

茅台（600519）、重庆啤酒（600132）、中炬高新（600872）及双汇发展（000895）。 

6.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下行风险；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风险。 

 



                                      食品饮料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10 of 12 

 

投资评级说明 

项目名称 投资评级 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标准 

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20%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20%之间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减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行业评级标准 

看好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10% 

中性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看淡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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