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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行业动态&公司新闻 

2019 年 1-7 月全国酿酒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完成总产量同比增长 0.09% 

蒙牛推全新酸奶品牌“减法生活” 

大包粉进口成本大增 或助推国产奶源价格上涨 

好想你“摇一摇”新品亮相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安井食品：发布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

告 

今世缘：发布关于新建五万吨陶坛酒库的公告 

汤臣倍健：发布 2019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5-25% 

 行业重点数据跟踪 

乳制品方面，生鲜乳价格继续小幅攀升。截至 2019 年 10 月 2 日，主产区生

鲜乳平均价为 3.75 元/公斤，环比微增 0.5%，同比上涨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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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开始探底回升并且延续涨价趋势，猪肉价格已创年内新高。

截至 9 月 20 日，全国 22 省仔猪、生猪、猪肉价格分别达到 63.46 元/千克、

28.26 元/千克、38.28 元/千克，分别同比变动 146.83%、100.00%、80.57%，

同比均有明显增幅，价格继续小幅攀升，长期来看猪价整体仍将维持高位。 

 本周市场表现回顾 

近五个交易日沪深 300 指数下跌 0.72%，食品饮料板块下跌 2.09%，行业跑

输市场 1.37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中下游。其中，白酒下跌

2.86%，其他饮料下跌 1.90%，食品下跌 0.42%。 

个股方面，金达威、三全食品以及贝因美涨幅居前，来伊份、三只松鼠及威

龙股份跌幅居前。 

 投资建议 

10 月步入三季报披露和秋糖会反馈期，通过渠道反馈我们预计高端白酒仍将

保持稳健增速。由于近期贵州茅台频出多项政策平抑终端零售价格，其中包

括提前执行四季度计划、增加直营投放的力度以及加大渠道检查力度，使得

十一期间批价有所回落。我们认为对于批价回落应当理性看待，渠道的扁平

化管理将有助于公司更好的控制价格、库存及发货节奏，促进市场真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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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使公司及整个行业有序发展。在大众品方面，虽然中报显示部分细分

领域龙头业绩不达预期，但对于消费品我们建议将时间轴拉长，不要过度放

大由于短期经营瑕疵所带来的业绩波动。综上，我们仍给予行业“看好”的

投资评级，继续推荐五粮液（000858）、今世缘（603369）、伊利股份（600887）

以及涪陵榨菜（00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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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酿网 

2019 年 1-7 月全国酿酒

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完成

总产量同比增长 0.09%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 1-7 月，全国酿酒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完成总产量

3452.57 万千升，同比增长 0.09%。累计完成销售收入 4853.39 亿元，同比增长

7.28%;累计实现利润总额 947.83 亿元，同比增长 19.09%。分酒种看(均为规模

以上企业 1-7 月情况)，白酒企业完成总产量 456.12 万千升，同比增长 1.06%;累

计完成销售收入 3233.83亿元，同比增长 10.47%;累计实现利润总额 805.62亿元，

同比增长 22.23%。2019 年 1-2 季度全国白酒产量波动幅度较小，截止至 2019

年 7 月中国白酒(折 65 度,商品量)产量为 52.4 万千升，同比增长 0.8%。 

 

食品商 
蒙牛推全新酸奶品牌“减

法生活”  

日前， 在第十四届全国营养科学大上，蒙牛乳业发布了首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中国母乳源活性益生菌 M8，推出了全新系列酸奶品牌“减法生活”。据了解“减

法生活”是一款全新的益生菌乳品，只采用牧场生牛乳、M8 母乳益生菌、糖及发

酵菌，不含任何添加成分的纯净发酵乳。减糖、零糖两大系列的产品极大地满足

了消费者对更高品质、更减配方、更少摄糖的需求。零糖系列产品每盒仅有 71

卡路里。 

 

荷斯坦 
大包粉进口成本大增 或

助推国产奶源价格上涨 

数据显示，由于价格上涨和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的双重影响，进口大包粉成本大

幅上涨，折算为生鲜乳的价格已同国内生鲜乳价格接近，进口粉替代国内奶源的

价格优势，正在减弱，甚至会消失一段时间，或将加剧国内奶源竞争，推动奶价

进一步上涨。据海关统计，8 月进口大包奶粉 6.86 万吨，同比增加 5.3%，平均

价格为 3234 美元/吨，环比上涨 3.5%；同期人民币对美元贬值 3%，且还有继续

贬值的趋势；价格和汇率因素双重叠加导致进口大包粉折合生鲜乳价格环比上涨

6.1%至 3.6 元/公斤（如果单独折算进口全脂大包奶粉远更高），与国内 8 月份农

业部监测的生鲜乳价格 3.65 元/公斤（9 月第 3 周已达到 3.71 元/公斤）很接近。 

 

中国证券网 
好想你“摇一摇”新品亮

相 

近日，好想你推出“摇一摇”FD 锁鲜维 C 果汁，这是方便食品的一种，利用新

一代冻干黑科技，精选江西香橙、海南芒果、四川柠檬、广东菠萝、云南橘子 5

种新鲜水果，经过实验室研究及中试研究确定各水果原料的最佳配比，并添加益

生菌，利用真空冷冻干燥技术使其干燥成型。该产品既可当水果块即食，又能添

加 60℃以下温水，摇一摇即可获得一杯酸甜爽口的鲜果汁。据悉“摇一摇”产品

是由 5 种维生素 C 含量较高的水果混合冻干而成，每 100 克“摇一摇”中维生素

C 含量为 93.6 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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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345 安井食品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申请获

得中国证监会受理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福

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8 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申请受理单》（192519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发行可转

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所有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事宜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本次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事宜的后续进展情况。特此公告。 

 

603369 今世缘 
关于新建五万吨陶

坛酒库的公告 

公司现有陶坛储存能力 5 万吨（其他为酒池和不锈钢酒罐储存），因陶坛酒库的

结构比较特殊，现有库房库容也难以提升改造。优质基酒为公司的核心资产，

考虑到未来中长期发展对优质原酒的需求，并适当预留空间，公司需要对陶坛

酒库扩容，逐步增加长期储存的优质原酒。本次五万吨陶坛酒库项目主要建设

内容为陶坛储酒，陶坛储量为 5 万吨，拟建筑面积 16.5 万平方米。五万吨陶坛

酒库项目建成后，公司优质酒陶坛储存能力将达到 10 万吨，有效保障公司产品

质量，更好匹配公司未来发展要求。根据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本项目建设投

资概算约为人民币 5.5 亿元，预计建设周期一年半。公司将在不影响正常生产

经营的前提下，通过自筹资金实施建设。 

 

300146 汤臣倍健 
2019年前三季度业

绩预告 

2019 年前三季度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5%-25%。

在 2018 年顺利开启新一轮增长周期的背景下，2019 年公司根据既定的年度经

营计划指引，采取适度激进的市场策略：启动以蛋白质粉为形象产品的主品牌

提升策略、进一步丰富和夯实大单品战略、开启电商品牌化 3.0 战略、加速商

超渠道和母婴渠道建设等，为公司业绩增长奠定基础。与去年同期相比，公司

在报告期内适度加大了品牌投入和市场推广力度，高度集中资源不断夯实公司

品牌力。基于此，公司预计 2019 年前三季度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有一定幅度

增长，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业绩较去年同期有一

定幅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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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鲜乳价格继续小幅攀升。截至 2019 年 10 月 2 日，主产区生鲜乳

平均价为 3.75 元/公斤，环比微增 0.5%，同比上涨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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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开始探底回升并且延续涨价趋势，猪肉价格已创年内新高。截至 9 月

20 日，全国 22 省仔猪、生猪、猪肉价格分别达到 63.46 元/千克、28.26 元/千克、

38.28 元/千克，分别同比变动 146.83%、100.00%、80.57%，同比均有明显增

幅，价格继续小幅攀升，长期来看猪价整体仍将维持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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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食品饮料板块下跌2.09%，行业跑输市

场 1.37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中下游。其中，白酒下跌 2.86%，其

他饮料下跌 1.90%，食品下跌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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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达威、三全食品以及贝因美涨幅居前，来伊份、三只松鼠及威龙股

份跌幅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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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达威 17.38% 来伊份 -16.31% 

三全食品 10.57% 三只松鼠 -14.82% 

贝因美 6.87% 威龙股份 -11.76%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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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资建议 

10 月步入三季报披露和秋糖会反馈期，通过渠道反馈我们预计高端白酒仍将保持

稳健增速。由于近期贵州茅台频出多项政策平抑终端零售价格，其中包括提前执

行四季度计划、增加直营投放的力度以及加大渠道检查力度，使得十一期间批价

有所回落。我们认为对于批价回落应当理性看待，渠道的扁平化管理将有助于公

司更好的控制价格、库存及发货节奏，促进市场真实需求消费，使公司及整个行

业有序发展。在大众品方面，虽然中报显示部分细分领域龙头业绩不达预期，但

对于消费品我们建议将时间轴拉长，不要过度放大由于短期经营瑕疵所带来的业

绩波动。综上，我们仍给予行业“看好”的投资评级，继续推荐五粮液（000858）、

今世缘（603369）、伊利股份（600887）以及涪陵榨菜（00250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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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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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