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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缺货，蒙牛伊利库存消化良好 

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本周观点：团队针对节后上海地区商超的乳制品、白酒、啤酒销售情

况进行草根调研。从沃尔玛、家乐福、卜蜂莲花等大型连锁超市的调

研情况来看，白酒方面除茅台外其他品牌货源较为充足，部分超市的

普五和 1573 有一定折扣。啤酒方面青岛和百威的折扣力度较大。乳制

品方面，伊利促销较大，蒙牛买赠更多。整体看伊利蒙牛产品新鲜度

良好，常温奶 10 月份产品基本消化完全。 

市场回顾：本周上证综指上涨 1.07%，沪深 300 上涨 0.55%，食品饮

料板块上涨 1.07%，劣于上证综指。食品饮料各子板块中，白酒下跌

1.31%%，啤酒下跌 2.44%，其它酒类上涨 6.09%，软饮料上涨 1.24%，

葡萄酒上涨 1.35%，黄酒上涨 0.95%，肉制品下跌 2.84%，调味发酵品

下跌 2.07%，乳品上涨 0.20%，食品综合下跌 0.80%。 

数据跟踪：截止 2019 年 02 月 22 日， 1 号店飞天茅台、五粮液、洋

河梦之蓝、剑南春、水井坊价格分别为 1499 元、1,009 元、569 元、

398 元、519 元，价格相比上周分别变动 0 元、-10 元、0 元、0 元、0

元。截至 01 月 26 日，京东商城飞天茅台、五粮液、洋河梦之蓝、剑

南春、水井坊价格分别为 1499 元、1,009 元、549 元、439 元、519 元，

价格相比上周分别变动 0 元、-10 元、-20 元、41 元、0 元。截止 2019

年 2 月 6 日，生鲜乳主产区平均价为 3.62 元/千克，同比增长 4.00%。

截止 2019 年 02 月 01 日，生猪价格同比下降 15.71%，环比下降 0.61%，

为 11.32 元/千克；截止 2019 年 02 月 01 日，仔猪价格同比下降 28.30%，

环比下降 0.43%，为 20.93 元/千克；截止 2019 年 02 月 01 日，猪肉价

格同比下降 12.05%，环比下降 3.64%，为 18.54 元/千克。 

重要研报：双汇发展--公司短期内充分享受产区的低猪价红利，屠宰

量显著增加，结合在配送和销售上优势，公司完全有能力将产区屠宰

加工的白条肉运往肉价更高的销区进行销售，赚取生猪的产区销区价

差提高头均利润。中长期来看，环保督查的常态化以及产销区屠宰企

业经营状况的分化，有望成为加快屠宰行业集中度提升的催化剂，帮

助以双汇为代表的屠宰龙头拿到生猪定价权，并推动自下而上的行业

纵向整合。 

风险提示：食品安全风险，宏观经济增速放缓 

 
[Table_CompanyFinance] 重点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重点公司 现价 
EPS PE 

评级 
2017A 2018E 2019E 2017A 2018E 2019E 

伊利股份 25.50 0.99 1.07 1.24 25.76 23.83 20.56 买入 

中宠股份 36.89 0.88 0.61 0.96 41.92 60.48 38.43 买入 

双汇发展 24.12 1.31 1.53 1.81 18.41 15.76 13.33 买入 

元祖股份 21.39 0.85 1.04 1.22 25.16 20.57 17.53 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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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于大势 
 上次评级： 优于大势 

   

 

[Table_PicQuote] 历史收益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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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rend] 涨跌幅（%） 1M 3M 12M 

绝对收益 9.44% 18.43% -9.16% 

相对收益 -2.54% 8.93% 3.98% 
 

[Table_IndustryMarket] 行业数据 

成分股数量（只） 98 

总市值（亿） 26750 

流通市值（亿） 24325 

市盈率（倍） 29.47 

市净率（倍） 5.15 

成分股总营收（亿） 5563 

成分股总净利润（亿） 825 

成分股资产负债率（%） 34.69 
 

[Table_Report] 相关报告 

《海天涪陵认知度最高，对健康概念需求强

——调味品春节问卷调研系列》 

2019-02-19 

《海天占有率更高，大品牌新鲜度更优——

调味品春节草根调研系列》 

2019-02-11 

《恒顺提价提振业绩，保健品整治行动开展》 

2019-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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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观点 

团队针对节后上海地区商超的乳制品、白酒、啤酒销售情况进行草根调研，整

体动销情况良好。从沃尔玛、家乐福、卜蜂莲花等大型连锁超市的调研情况来看，

白酒方面除茅台外其他品牌货源较为充足，高端、次高端白酒以五粮液、1573、水

井坊、洋河、剑南春、古井贡酒为主，部分超市的普五和 1573 有一定折扣。啤酒

方面青岛和百威的折扣力度较大，同时品类陈列也是最为全面的，除青岛和百威外，

货架上也可以看到少量雪花、三得利和进口小品牌灌装产品。乳制品方面，终端促

销较春节期间有所减弱，伊利促销较大，蒙牛买赠更多。伊利主要产品价格折扣在

75 折至 8 折之间，蒙牛价格折扣约 8 折，并伴有较多的买赠活动，其他乳企堆头及

促销力度均相对较小。整体看伊利蒙牛产品新鲜度良好，常温奶 10 月份产品基本

消化完全。常温酸奶促销持平，高端白奶伊利促销力度更大。 

 

2. 市场回顾 

本周上证综指上涨 1.07%，沪深 300 上涨 0.55%，食品饮料板块上涨 1.07%，

劣于上证综指。食品饮料各子板块中，白酒下跌 1.31%%，啤酒下跌 2.44%，其它

酒类上涨 6.09%，软饮料上涨 1.24%，葡萄酒上涨 1.35%，黄酒上涨 0.95%，肉制品

下跌 2.84%，调味发酵品下跌 2.07%，乳品上涨 0.20%，食品综合下跌 0.80%。 

图 1：食品饮料各子行业走势  图 2：各行业指数（申万）涨跌幅对比（%）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个股方面，本周涨幅前五名为新乳业、百润股份、得利斯、水井坊、华统股份，

涨幅分别为 42.92%、26.39%、18.78%、13.95%、13.57%。跌幅前五名为中炬高新、

千禾味业、三全食品、广泽股份、双汇发展，跌幅分别为-0.03%、0.11%、0.13%、

0.13%、0.20%。 

 

表 1：食品饮料本周涨跌幅前五名 

涨幅前五名 跌幅前五名 

代码 股票名称 股价(元) 涨幅(%) 代码 股票名称 股价(元) 跌幅(%) 

600238.SH *ST 椰岛 8.3 20.8151 002216.SZ 三全食品 7.27 -7.152 

002330.SZ 得利斯 5.05 13.9955 000895.SZ 双汇发展 24.12 -6.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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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70.SZ 科迪乳业 3.4 13.7124 603345.SH 安井食品 34.65 -5.5858 

600073.SH 上海梅林 8.58 13.4921 002557.SZ 洽洽食品 20.88 -4.8747 

600084.SH 中葡股份 3.02 11.4391 002507.SZ 涪陵榨菜 24.33 -4.5133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表 2：食品饮料本月至今涨跌幅前五名 

涨幅前五名 跌幅前五名 

代码 股票名称 股价(元) 涨幅(%) 代码 股票名称 股价(元) 跌幅(%) 

002568.SZ 百润股份 44.4939 12.99 603345.SH 安井食品 -3.75 34.65 

600238.SH *ST 椰岛 26.9113 8.3 000895.SZ 双汇发展 -3.52 24.12 

600084.SH 中葡股份 25.8333 3.02 603027.SH 千禾味业 -0.2725 18.3 

002330.SZ 得利斯 25.6219 5.05 002216.SZ 三全食品 0.2759 7.27 

600779.SH 水井坊 25.5147 37.19 600600.SH 青岛啤酒 0.4771 37.91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估值方面，截止到本周，食品饮料行业市盈率为 26.47X，各子行业白酒、啤酒、

其他酒类、软饮料、葡萄酒、黄酒、肉制品、调味发酵品、乳品、食品综合市盈率

分别为 25.00X、40.52X、51.61X、17.27X、23.69X、32.12X、19.22X、45.35X、27.88X、

28.26X。 

 

图 3：食品饮料各子行业 TTM 市盈率  图 4：食品饮料各子行业估值溢价率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3. 数据跟踪 

3.1. 白酒 

截止 2019 年 02 月 22 日， 1 号店飞天茅台、五粮液、洋河梦之蓝、剑南春、

水井坊价格分别为 1499 元、1,009 元、569 元、398 元、519 元，价格相比上周分别

变动 0 元、-10 元、0 元、0 元、0 元。截至 01 月 26 日，京东商城飞天茅台、五粮

液、洋河梦之蓝、剑南春、水井坊价格分别为 1499 元、1,009 元、549 元、43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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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元，价格相比上周分别变动 0 元、-10 元、-20 元、41 元、0 元。 

 

 

图 5：茅台、五粮液等白酒一号店价格走势  图 6：茅台、五粮液等白酒京东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3.2. 奶价 

截止 2019 年 2 月 6 日，生鲜乳主产区平均价为 3.62 元/千克，同比增长 4.00%。 

 

图 7：生鲜乳主产区平均价  图 8：奶粉平均中标价（美元/吨）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3.3. 猪价 

截止 2019 年 02 月 01 日，生猪价格同比下降 15.71%，环比下降 0.61%，为 11.32

元/千克；截止 2019 年 02 月 01 日，仔猪价格同比下降 28.30%，环比下降 0.43%，

为 20.93 元/千克；截止 2019 年 02 月 01 日，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12.05%，环比下降

3.64%，为 18.54 元/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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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活猪、仔猪、猪肉平均价（元/千克）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4. 行业要闻 

表 3：上周重点新闻 

分类 日期 内容 来源 

酒业 20190218 
春节刚过，进口商开始为新一年的库存进行补货，然而，天气炎热导致葡萄减产，多

家澳洲葡萄酒进口商已拿到了酒庄的涨价通知，有的甚至高达 30%。 
佳酿网 

食品业 20190220 

北京同仁堂蜂业有限公司因更换标签虚假标注生产日期和使用回收蜂蜜作为原料生

产蜂蜜受到行政处罚，市场监管总局研究决定，撤销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中国质量奖称号，收回证书和奖杯。 

食品商务网 

乳业 20190221 

2 月 19 日全球乳制品 230 次拍卖，全脂奶粉 3022 美元/吨，比上次拍卖价格上涨 0.3%，

折合人民币到港完税价为 27000 元左右，折合原料奶 3.3 元左右。本次拍卖中所有产

品价格 3271 美元/吨，比上次拍卖价格上涨 0.9%，脱脂奶粉 2580 美元/吨，比上次拍

卖上涨 2.8%，奶酪 3667 美元/吨，比上次上涨 2.9%，其余产品除乳糖价格下跌 2.9%

外，其他产品价格均有所上浮。 

食品商务网 

食品业 20190222 

猪瘟影响持续发酵，截止目前，25 个省份发生家猪(105 起)和野猪(2 起)非洲猪瘟疫情，

累计扑杀超过 91.6 万头。养殖户补栏信心受到重挫，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18 年 12

月全国生猪存栏同比下降 4.8%，能繁母猪存栏同比下降 8.3%，已连续 3 个月跌幅超

过 5%的预警线。 

食品商务网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行业网站 

 

5. 重要研报 

表 4：近期主要报告 

报告类型 标题 报告摘要 

深度报告 

调味品行业深度报

告：量价共振，景气

向上 

从量上看，在90%+的渗透率下，酱醋行业要维持5%以上的量增，主要来自三块：1）生

抽取代老抽；2）外出餐饮取代家庭烹饪；3）功能产品替代其他类别产品。而行业提价

有两种方式：一是产品升级提价；二是行业提价。叠加量价，可估测17-18行业收入增速

11%+，19-25E行业收入增速8%+。此外，参考日本调味品发展史和产业发展的周期规律，

我们认为，“价升”的过程渐进，未来存在价升的爆发点，不排除阶段性价格增速超过20%

的可能性。从估值看，调味品估值处于历史低位，酱醋行业整体PEG仅1左右；从成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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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行业空间巨大，企业质地优异，业绩确定性强，攻防兼备。从投资角度看，我们认

为酱油行业优于食醋行业，酱油股中，海天质地最好、确定性最强；中炬高新和千禾味

业受益于消费升级、区域扩张、品类扩张，弹性最大；恒顺醋业做为国内醋龙头，处于

历史低位，改造和优化空间巨大，建议从基本面的逻辑布局。 

深度报告 

沱牌舍得（600702）：

川酒小金花，改革新

征程 

公司2016年6月成为四川省首家完成混改的白酒企业，实际控制人由四川射洪县人民政府

变更为民企天洋控股。天洋接手公司管理层后，从产品和营销两端入手，提出产品聚焦、

区域聚焦战略，对公司进行了全面改革。产品端，公司用三款战略单品天曲、特曲、优

曲替代原有的数百款沱牌老产品，并着重突出了品味舍得在公司高端酒品类中的地位。

营销上，公司主抓川渝、西北、东北、京津冀等重点市场终端和渠道开拓，重点区域经

销商数量增长近30%。 

深度报告 

伊利股份(600887)：

消费升级领先，业绩

复苏迹象显 

消费升级打开乳业增长空间：近两年我国乳制品行业整体低个位数增长，但常温酸奶、

常温乳酸菌呈爆发增长，高端白奶、低温酸奶保持两位数增长。受益消费升级，预计未

来五年行业保持9%增长。明星产品加固伊利龙头地位：2014-2016 年结构升级是伊利主

要增长原因，推动公司毛利率上升9.3 个pct。伊利顺应升级，近两年重点产品收入占比

上升8 个pct，CAGR 达15.6%高于公司整体。伊利同时重视消费升级新品开发，2016 年

新品占比上升7 个pct至22.7%。其中有机奶认证年产量行业第二；常温乳酸菌畅意上市

一年市占率达8.4%。短期看好竞争格局改善及奶粉业绩反弹：国际奶价回升将带动国内

奶价，成本增加致下游乳企促销减少，竞争趋缓盈利能力分化，龙头伊利通过产品升级

叠加费用率下降抵消成本上升，净利率有望逆势增长；注册制将腾出140 亿市场，伊利

可凭下线城市及母婴渠道优势迅速补缺，首批通过2 个系列6 个配方，后续申报稳步推

进，2017 年奶粉及奶制品业绩大概率反转。长期看好渠道和品牌优势及大健康战略：伊

利大力开拓下线城市和电商渠道，2016 年消费者触及数11.4 亿人，市场渗透率88.2%行

业领先；“全球织网”稳步开展，通过进军大健康食品，伊利逐步向国际乳制品巨头靠拢。 

深度报告 

绝味食品（603517）：

门店扩展叠加同店增

长，龙头绝味攻守兼

备 

休闲卤制品增长空间大，行业集中度有望快速提升。延伸渠道广度和深度，门店数量稳

步增长。绝味以加盟为主（超95%），2013-2017H1门店数从5746家增至8610家，平均每

年增加约800家。从渠道广度来看，绝味在全国布局19个生产基地和8610家门店，共覆盖

29个省份，未来将发力海外市场，并加码线上销售平台为线下引流（O2O首年在线销售

12亿）。从渠道深度来看，绝味门店增长来自于两方面：1、依靠中小型加盟店深耕社区

和三四线城市。2、开设直营店抢占交通枢纽和核心商圈。产品升级叠加门店升级，单店

收入有望提升。公司募投9500吨包装产能，落地后包装产能占比有望提升至5%；产品结

构优化推动单价上升，通过多元化产品提升客单量。公司直营门店占比将上升，从2013

年开始实施“关低效开高效”的门店调整策略，并全面推行四代店升级，计划2017年将完

成2600+家标准店升级。 

深度报告 

 

 

 

安琪酵母（600298）：

新榨季供增需减，国

内外糖蜜均跌 

 

 

 

17/18榨季糖蜜价格下行确定无疑。根据最新官方口径估算，今年糖料种植面积增加5%+，

意味着糖蜜供给量达280万吨，即增加13万吨，但按照调研到的专家数据，真实供给量可

能增加20万吨以上。供给大幅增加的同时，需求表现的不是增长，而是进一步萎缩，环

保加剧、玉米价格走低等原因导致糖蜜盈利性大大降低，糖蜜酒精厂开工意愿极低，渠

道调研，广西地区今年有2家糖蜜酒精厂大概率不开工，去年两家糖蜜采购量是20万吨，

意味着需求减少20万吨。首单降价8%，预期公司今年采购成本将低于670元。11月6日，

中粮北海糖厂进行了糖蜜招标，数量1万吨，在810-850元区间成交6000吨，购买方为糖

蜜酒精厂。对比16/17榨季，首单成交价是900元。首单成交价对整个榨季糖蜜价格走势

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16/17榨季公司的采购成本为730元/吨，按照下行8%的趋势，今年

采购成本将降低至670元。如果环保风暴加剧，价格下行空间更大。俄罗斯采购价格不足

300元/吨，糖蜜成本今年可节约6000万。俄罗斯今年糖蜜价格跌至300元以下，估测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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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200元，节约2000万成本。预计国内每吨节约60元，按照70万吨的采购量，节约4000

万元。按照测算，合计节约6000万成本。上调18年盈利预测，归母净利由10.85亿上调至

11.77亿，EPS由1.32元提升至1.43元，给予18年PE28X，上调目标价至40元，维持“买入”

评级。 

动态点评 

 

酒鬼酒（000799）：

调整期利润承压，静

待业绩释放 

 

公司 17Q1-3 实现收入 5.51 亿元，同比增长 27.01%，实现归母净利润 1.16 亿元，同

比增长 77.67%。其中17Q3 实现收入 1.81 亿元，同比增长 26.35%，实现归母净利润 

0.34 亿元，同比增长 25.65%。酒鬼系列高速增长，四季度内参有望放量。17Q1-3 销售 

费用率/管理费用率/财务费用率同比-2.99/-2.84/-0.08pct，中粮入主后整体费用控制良好。

Q3 利润低于预期受多重因素影响，静待 Q4 业绩改善。 

动态点评 

 

沱牌舍得（600702）：

产品结构持续优化，

费用投放力度加大 

 

公司 17Q1-3 实现收入 12.43 亿元，同比增长 13.11%，实现归母净利润 0.95 亿元，同

比增长 74.20%。其中 17Q3 实现收入 3.64 亿元，同比增长 14.04%；实现归母净利润 

0.33亿元，同比增长 4.76%，利润增长低于收入，主要系当季销售费用大幅增长。三季

度末预收账款环比增加 1.31 亿元（+89.7%），表明经销商打款积极，业绩蓄水池增厚，

为 Q4 增长提供了保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22 亿元，同比增长 385.4%，

终端动销良好。中高档酒保持较高增长，低档酒仍在调整。市场投入力度空前，经销商

数量继续增加。 

深度报告 

山西汾酒（600809）：

省内省外齐发力，国

改助力汾酒王者归来 

国企改革激发企业活力：6月销售公司开启市场化用人机制，有望倒逼上游全面改革，充

分释放企业活力。省内经济回暖，收复晋北和渠道精耕助力增长。2016年汾酒省内收入

占比56%，是山西绝对龙头（市占率60%）。山西经济回暖，带动个人和商务消费增长及

主流消费价格带上移，汾酒作为龙头最受益。加速省外开拓，环山西是重点。汾酒省外

渠道由过度依赖团购转向“团购+终端零售”均衡发展。今年恢复性增加2亿广告费用，后

续重点仍在地推，新增1000销售人员已基本到位，落实终端费用投放，“品牌拉力+地面

推力”结合。公司构筑京津冀、鲁豫、西北三大环山西板块，凭借香型、品牌优势结合渠

道扁平化、基础产品导入等策略快速扩张。 

深度报告 

贵州茅台（600519）：

历时五载首度提价，

茅台开启新纪元 

公司是当之无愧的白酒行业及资本市场双龙头：005年至今，公司累计绝对收益达78.03

倍，在所有A股中排名第四；除2013-2015年行业深度调整期外，公司股票在其他时间里

均大幅跑赢沪深300指数，长期获得稳定的相对收益。行业历经调整，公司行业地位愈发

稳固：白酒行业经过数年的蛰伏和调整终于迎来复苏，民间消费快速崛起。从2012到2016

年，通过稳定的产量增长，茅台在高端市场的市占率由33%提升到54%，占据行业半壁江

山。历时5载茅台酒首度提价，2018尽享量价齐升：12月28日公司正式向市场宣布，将于

2018年年初起上调各类产品供货价格，平均上调幅度为18%，这也是自2012年9月以来公

司首次上调茅台酒出厂价。本轮从2018年起开始提价，于公司、经销商、市场而言都在

情理之中，茅台的量价齐升也将进一步增厚公司业绩。 

深度报告 

宠物行业深度报告：

乘萌宠破竹之势，内

资品牌步入新时代 

2017年，全球宠物市场规模已近1200亿美元，并以每年3.5%左右的速度增长；中国宠物

市场实现收入1340亿元，同比增长9.8%，但市场规模仅为美国的1/3，在人均宠物保有量

以及单只消费能力上均小于美、欧等国家，发展前景广阔。我们测算，中国宠物市场未

来三年复合增长率超15%，20年后宠物市场规模将达5988亿元。《2018年宠物行业白皮

书》预计中国宠物主粮、零食约占宠物消费总额的50%。从渠道来看，中国宠物市场的

渠道主要分为专业渠道（宠物门店、宠物医院），商超以及电子商务渠道。从细分市场

来看，中国主粮市场正逐步实现进口替代，零食市场集中度不高，内资品牌更占优势。

内资品牌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聚焦细分市场，推出差异化产品，与互联网营销相配合，打

造新零售模式。蓝馔、比瑞吉、疯狂的小狗都是内资品牌探索发展方向的成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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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报告 

佩蒂股份（300673）:

咬胶龙头开启国内国

外双轮驱动新模式 

深耕宠物行业，营收实现高增长：2017年公司实现营收6.32亿元，同比增长14.79%，归

母净利润1.07亿元，同比增长32.84%。公司毛利率、净利率均处于同行业内最好水平。

美国零食市场稳定发展，国内市场前景广阔：2017年，美国宠物狗零食销售量价齐涨，

保持较高增速。第一大客户品谱收购第二大客户Petmatrix，由于品谱广阔的市场渠道，

原第二大客户旗下产品会有更多销售增量，佩蒂的植物咬胶订单量将会提升。2018年，

中国宠物市场规模将达1708亿元，同比增速超27%，行业内预测中国宠物市场规模将达

4600-6000亿元。公司作为咬胶龙头对供应商具有强议价能力：高研发能力提高了原材料

的利用效率；研发出的新产品能够用于新客户开发，提高自身的议价能力。全球化的产

能布局充分利用各地优势：公司可以充分利用中国产业链及研发优势、越南人力优势、

新西兰原材料优势，分散关税风险，维持营收的稳定增长。基于公司丰富的管理经验，

我们认为公司布局国内后的销售费用率整体可控。公司对内电商直销将获得更高的利润

率，并且随着渠道利润向厂商聚集、行业利润向龙头公司聚集，佩蒂股份将受益于市场

的拓展。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深度报告 

乳制品行业深度报

告：需求新周期，

量价稳增乳制品行

业迎来机遇。  

乳品行业5年空间超5400亿，量价稳增带动行业发展。我国乳制品行业处于转型发

展期，人均消费量低于日本、韩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棚改货币化及供给侧改革

带来低线区域消费能力提升、人口结构逐步老龄化、线上电商销售快速放量以及乳

企竞争促销降价的趋势下，我们判断未来5年乳品消费量将维持5%的复合增速。上

游成本高位上涨，加速行业集中度提升。国际原奶供给充足，预计国际原奶价格短

期维持低位。国内奶牛存栏数及原奶产能下滑明显，2017年分别下滑6%和1.59%。

同时玉米、苜蓿等奶牛饲料价格高位上涨，拉升奶牛养殖成本，奶农补栏扩产意愿

下降，国内原奶产能难以满足下游消费需求。原奶的供不应求促使奶价上涨，但由

于进口大包粉价格低位压制，我们判断2019年国内奶价将呈现温和上涨，同时替代

原奶的大包粉进口量也将继续增加。产品品类持续拓展，酸奶和高端UHT仍是行业

主要增长点。在乳品行业增速稳定以及消费者消费水平和选择标准提高的背景下，

产品差异化和高端化成为乳品市场竞争焦点，各大乳企积极布局新兴乳品品类和非

乳品类。  

深度报告 

东北证券：调味品

估值、提价之谜  

目前，中国调味品市场规模超 3300 亿，但大部分子领域尚未实现全国化、品牌化，

发展空间大。东北证券从量价增长动因等角度对酱油、醋、腌菜、复合调味品进行

分析，回答了关于行业天花板、提价因素、经济下行时调味品变化等问题，得出了

以下重要结论：酱油行业能够保持 5%左右的年均量增；中美贸易摩擦对于大豆价

格仅为短期影响，明年下半年南美大豆成熟后短缺情况将缓解；调味品提价容易的

原因在于其需求价格弹性弱；结合中、日两国历史经验来看，在经济下滑期，调味

品反应滞后于 GDP。  

深度报告 

双汇发展（000895）：

非洲猪瘟推动行业变

革，双汇屠宰业务迎

来新契机 

公司 2017 年生猪屠宰量超过 1427 万头，屠宰收入 304 亿元，是我国最大的生猪屠

宰企业，拥有完整的冷藏储存和冷链配送能力，在全国各地覆盖有大量终端，具有

强大的综合竞争力。公司旗下现有 19 家工厂，其中 15 家位于我国生猪主产区，短

期内充分享受产区的低猪价红利，屠宰量显著增加，结合在配送和销售上优势，公

司完全有能力将产区屠宰加工的白条肉运往肉价更高的销区进行销售，赚取生猪的

产区销区价差提高头均利润。中长期来看，环保督查的常态化以及产销区屠宰企业

经营状况的分化，都有望成为加快屠宰行业集中度提升的催化剂，帮助以双汇为代

表的屠宰龙头拿到生猪定价权，并推动自下而上的行业纵向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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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司公告 

表 5：上周重要公告 

公司 日期 摘要 内容 

百洋股份 20190218 解除质押 
2019年 2 月 18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孙忠义先生关于所持公司部分股权解除质押

的通知。 

舍得酒业 20190219 业绩报告 

2018 年度共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341,777,552.29 元，加上截至 2017 年末留

存未分配利润 1,045,097,990.98 元， 2018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合计

1,386,875,543.27 元。公司拟以扣除公司回购库存股份 3,543,359 股（具体以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办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剩余的库存股数

量为准）后的股份总数 333,756,641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 1.03 元（含

税）向全体股东分配股利 34,376,934.02 元，结余的未分配利润 1,352,498,609.25

元全部结转至下年度。 

华统股份 20190220 股票激励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在 2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14:30 现场召开，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重庆啤酒 20190221 人事变动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姜涛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姜涛先生因工作

变动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呈于 2019 年 2 月 21 日起正式生效。 

维维股份 20190222 解除质押 

2019 年 2 月 22 日收到控股股东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维集团”）

通知，维维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于近日先后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

续。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7. 大事提醒 

表 6：下周大事提醒 

公司 日期 内容 

兰州黄河(000929) 2019-02-26 临时股东大会召开 

汤臣倍健(300146):  2019-02-28 年报预计披露 

龙大肉食(002726) 2019-03-01 临时股东大会召开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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