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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情回顾： 

农林牧渔继续领涨。周四，沪深 300 下跌 0.01%。大消费板块中，仅农林牧渔跑赢指数，家电、医药

生物和食品饮料均跑输指数。其中农林牧渔继续领涨，主要受养殖股上涨带动。食品饮料走势最弱，下跌

1.42%，跌幅居前，主要受白酒、调味品等权重板块走势较弱影响。  

表 1 消费板块单日涨跌幅及走势分析（2019/10/24）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申万一级行业 涨跌幅(%) 排名 子行业 涨跌幅(%) 走势分析

林业(申万) -0.55

农产品加工(申万) 0.05

饲料(申万) 0.68

渔业(申万) 2.00

种植业(申万) -0.58

畜禽养殖(申万) 2.71

动物保健(申万) -1.06

白色家电(申万) -0.49

视听器材(申万) -0.07

白酒(申万) -1.34

啤酒(申万) -1.31

软饮料(申万) -0.29

葡萄酒(申万) 0.14

黄酒(申万) 0.44

肉制品(申万) -0.90

调味发酵品(申万) -2.68

乳品(申万) -1.66

食品综合(申万) -0.99

化学原料药(申万) -1.60

化学制剂(申万) -0.42

中药(申万) -0.59

生物制品(申万) -0.10

医药商业(申万) -1.06

医疗器械(申万) -0.90

医疗服务(申万) -0.97

沪深300 -0.01

周四农林牧渔板块小幅低开后震荡走高，收涨1.34%，跑赢沪深300
指数1.35个百分点。大部分子行业录得正收益，其中畜禽养殖领涨
2.71%，个股益生股份涨停，好当家涨停，民和股份大涨7.11%，仙
坛股份大涨5.93%，鸡肉养殖股景气持续。

周四家电板块平开后震荡走低，收盘下跌0.47%，跑输沪深300指
数，排名申万28个行业第20位，走势较弱；分板块来看，小家电延
续相对强势，短期继续看好业绩确定性较强的小家电板块。

周四，食品饮料行业走势较弱，下跌1.42%，跌幅居前，跑输沪深
300指数。细分板块中，仅葡萄酒和黄酒跑赢指数。调味品、乳品
和白酒等权重板块均录得负收益，跑输沪深300指数。白酒个股除
金徽酒录得正收益，其他个股全线下跌。

周四医药板块继续走弱，午盘开盘后一度跌逾1%，但随后略有反
弹，虽然个股大部分仍收跌，但部分基本面较好的公司已经开始企
稳。板块全天收跌0.66%，跑输沪深300指数0.65pct，在所有申万
一级行业中排名倒数第四。所有子行业收跌，生物制品、化学制剂
跌幅较小，化学原料药领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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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沪深港通资金流向： 

温氏股份净流入最多。周四北上资金净流入 13.05 亿元，沪股通净流出 1.8亿元，深股通净流入 13.05

亿元。前十大成交的消费股中，净流出个股数量超过净流入个股数量。其中养殖龙头温氏股份、家电龙头

美的集团和次高端白酒龙头洋河股份净流入均过亿元，贵州茅台和格力电器小幅净流入。伊利股份和牧原

股份净流出较多。 

表 2 沪深港通资金前十大成交股中的消费股（2019/10/24）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3、重要公告： 

➢ 医药： 

◼ 恒瑞医药（600276）：Q3营收同增47.27%，扣非净利润同增31.15%；阿帕替尼联合依托泊苷胶囊治

疗含铂治疗失败的复发性卵巢癌的获批临床；1类化药SHR0302碱软膏获批临床；吡咯替尼联合卡培

他滨的一项治疗晚期乳腺癌的随机、开放、平行对照、多中心III期临床研究到达主要终点（2019/10/25） 

简评：Q3业绩显著超预期。根据临床试验数据，吡咯替尼相比拉帕替尼，显著延长PFS，这将成为吡

咯替尼用于晚期HER2阳性乳腺癌二线治疗的重磅证据。 

◼ 白云山（600332）：安胎丸、穿心莲片等60个药品获再注册批件（2019/10/25） 

◼ 普利制药（300630）：Q3营收同增69.46%，扣非净利润同增69.44%（2019/10/25） 

◼ 双成药业（002693）：注射用比伐芦定获得美国FDA仿制药上市批准（2019/10/25） 

◼ 凯普生物（300639）：Q3营收同增29.26%，扣非净利润同增38.63%（2019/10/25） 

◼ 亿帆医药（002019）：Q3营收同增15.36%，扣非净利润同增30.76%（2019/10/25） 

◼ 贝达药业（300558）：Q3营收同增39.05%，扣非净利润同增60.88%（2019/10/25） 

代码 股票简称 涨跌幅 净买额 买入金额 卖出金额

600519 贵州茅台 -0.75% 1699.82万 3.60亿 3.43亿

601888 中国国旅 -3.71% -5630.81万 2.96亿 3.53亿

600276 恒瑞医药 -0.08% -9531.12万 1.22亿 2.17亿

600887 伊利股份 -1.88% -1.39亿 4469.42万 1.84亿

603288 海天味业 -2.94% -9917.47万 5854.20万 1.58亿

000858 五粮液 -2.19% -4219.76万 3.18亿 3.61亿

002714 牧原股份 1.42% -1.58亿 1.10亿 2.68亿

300498 温氏股份 2.58% 2.02亿 2.89亿 8654.83万

000333 美的集团 0.04% 1.23亿 2.43亿 1.20亿

002304 洋河股份 -0.89% 1.76亿 2.34亿 5741.71万

000651 格力电器 -0.94% 3823.14万 1.62亿 1.23亿

沪股通

深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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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年健康（002044）：Q3营收同增15.58%，扣非净利润同增55.80%（2019/10/25） 

◼ 丽珠集团（000513）：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A股股票（2019/10/25） 

◼ 九洲药业（603456）：Q3营收同增43.25%，扣非净利润同增152.81%（2019/10/25） 

◼ 迪安诊断（300244）：Q3营收同增14.76%，扣非净利润同增19.09%（2019/10/25） 

◼ 一心堂（002727）：Q3营收同增11.77%，扣非净利润同增15.53%（2019/10/25） 

◼ 京新药业（002020）：Q3营收同增13.77%，扣非净利润同增28.67%（2019/10/25） 

◼ 片仔癀（600436）：Q3营收同增22.44%，扣非净利润同增19.41%（2019/10/25） 

◼ 博雅生物（300294）：Q3营收同增22.25%，扣非净利润同增3.67%（2019/10/25） 

◼ 天坛生物（600161）：Q3营收同增14.68%，扣非净利润同增10.46%（2019/10/25） 

◼ 冠昊生物（300238）：公司控股股东延期增持公司股份；Q3营收同减0.7%%，扣非净利润同增1.19%

（2019/10/25） 

◼ 昂利康（002940）：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拟减持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2019/10/25） 

◼ 安科生物（300009）：Q3营收同增2.27%，扣非净利润同增5.87%（2019/10/25） 

➢ 食品饮料： 

◼ 汤臣倍健（300146）：2019年三季报（2019/10/25） 

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分别为43.8亿元和11.9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8%和12.6%，Q3营收

和归母净利润分别同比增在12.7%和-8.3%。 

◼ 庄园牧场（002910）：2019年三季报（2019/10/25） 

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分别为6.06亿元和0.3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0.3%和3.16%，Q3营

收和归母净利润分别同比增在38%和7.5%。 

◼ 古越龙山（600059）：2019年三季报（2019/10/25） 

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2.63亿元和1.2亿元，分别同比增长-0.9%和4.66%，Q3营

收和归母净利润分别同比增在1.85%和69.5%。 

◼ 惠泉啤酒（600573）：2019年三季报（2019/10/25） 

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分别为5亿元和0.2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0.75%和12.3%，Q3营收

和归母净利润分别同比增在1.2%和1.6%。 

◼ 通葡股份（600365）：2019年三季报（2019/10/25） 

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分别为8.8亿元和0.03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2%和51%，Q3营收和

归母净利润分别同比增在52%和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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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电： 

◼ 三花智控（002050）：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2019/10/25） 

公司第三季度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4.29%和4.91%，扣非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17.91%。 

◼ 创维数字（000810）：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2019/10/25） 

公司第三季度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15.68%和234.43%，扣非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266.22%。 

➢ 农业： 

◼ 正虹科技（000702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2019/10/25） 

第三季度营收同比增长-33.61%，前三季度同比增长-9.36%。第三季度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49.62%，

前三季度同比增长301.28%。 

◼ 梅花生物（600873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2019/10/25） 

前三季度营收同比增长16.15%，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15.76%。 

◼ 天山生物（300313）：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2019/10/25） 

第三季度营收同比增长-22.15%，前三季度同比增长15.60%。第三季度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10.15%，

前三季度同比增长98.34%。 

◼ 立华股份（300761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2019/10/25） 

第三季度营收同比增长34.26%，前三季度同比增长17.78%。第三季度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96.50%，前

三季度同比增长33.28%。 

4、重要行业新闻： 
➢ 医药： 

◼ 浙江省医保局发布《浙江省基本医疗保险定点药店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浙江省医保局，

2019/10/24） 

简评：定点药店销售省药械采购平台之外药品，医保基金不予支付。医保支付药品必须通过省药械采

购平台统一采购。文件还要求销售的省药采平台采购品种数必须符合规定，药店配备的省药械采购平

台在线交易药品品种不低于50%。医保定点药店销售的医疗用品，仅限于药品、中药材、医疗器械、

消毒用品等，生活用品、化妆品、保健品等不准进入定点药店。定点药店药品销售价只能按照公立医

院医保支付标准基础上适当加成（一般不会超过15%）。 

➢ 食品饮料： 

◼ 红花郎（10）出厂价上调19元/瓶，新终端供货价同步执行（糖酒快讯，2019/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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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四川古蔺郎酒销售有限公司于当日下发通知，对红花郎（10）出厂价进行调整。通知称，

从2019年11月1日起，53°红花郎（10）（500ml1*6）、44.8°红花郎（10）（500ml1*6）、39°红花郎

（10）（500ml1*6）三款产品，出厂价在原有价格基础上单瓶上调19元。 

➢ 家电： 

◼ 产业在线1-8月中央空调市场：约克、海尔逆势高增长（腾讯网，2019/10/24） 

10月中旬，产业在线发布行业年累报告，第一，国产份额上升9个百分点突破50%；第二，大盘持续下

滑中，约克、海尔、麦克维尔、天加维持正增长；第三，占据市场半壁江山的多联机增幅2.8%品类中

达最高。 

➢ 农业： 

◼ 生猪供应短缺呈递进性加剧 猪价或问鼎40元/公斤（饲料信息，2019/10/24） 

预计近期及后期生猪及猪肉价格易涨难跌的大趋势没有改变，生猪供应短缺在后期依旧呈递进性加剧

状态，春节前猪价或有问鼎40元/公斤的可能。 

5、风险提示： 

政策不确定性风险；销量不及预期风险；行业竞争加剧风险；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食品安全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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