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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行业动态&公司新闻 

瑞幸：2021 年底建成 10000 家店 

“新猪肉”计划今年进入中国 

中国奶酪行业市场潜力巨大 人均消费量仅有 0.1 公斤 

我国力争婴幼儿配方乳粉自给水平稳定在 60%以上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天润乳液：关于公司公开配股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西王食品：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三全食品：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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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2

日，主产区生鲜乳平均价为 3.53 元/公斤，环比持平，同比上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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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5 月 31 日，全国 22

省仔猪、生猪、猪肉价格分别达到 45.23 元/千克、15.38 元/千克、23.18 元/

千克，分别同比变动 93.54%、35.75%、31.70%，同比均有明显增幅，短期

则呈波动趋势，长期来看猪价整体仍将继续反弹。 

 本周市场表现回顾 

近五个交易日沪深 300 指数下跌 1.82%，食品饮料板块下跌 3.14%，行业跑

赢市场 1.32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中游。其中，白酒下跌 4.98%，

其他饮料下跌 4.27%，食品上涨 0.32%。 

个股方面，百洋股份、麦趣尔及加加食品涨幅居前，ST 椰岛、*ST 西发以及

燕京啤酒跌幅居前。 

 投资建议 

本周，食品饮料板块跟随大盘维持震荡走势。短期来看，目前处于行业淡季，

白酒企业大多选择淡季调整价格、梳理渠道，预期明朗且尚不存在预期差，

因此食品饮料板块大概率随市场波动。长期来看，白酒尤其高端白酒目前仍

然是食品饮料行业乃至全行业当中确定性较强的板块，在风险偏好相对较低

的风格影响下仍建议逢低配置确定性较高的高端类白酒。在大众品方面，仍

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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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建议关注啤酒板块受益于结构化调整、增值税下调带来的业绩释放。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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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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啤酒（600600）、千禾味业（603027）以及伊利股份

（600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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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幸：2021 年底建成 10000 家

店 

5 月 29 日，在瑞幸咖啡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上，瑞幸咖啡创始人及 CEO 钱治亚表

示，到 2019 年 3 月为止，100%直营的瑞幸咖啡全国门店数达 2370 家，年内还

计划增开 2500 家新店，2021 年底瑞幸将建成 10000 家门店。会上，瑞幸高管回

应了外界的质疑。瑞幸确实在“狂奔”，但并非“蒙眼”。“历时 3 年的发展过程，

也不算很快；未来瑞幸咖啡一定会更快。”同时，瑞幸不是外送咖啡，外送只是瑞

幸初期的重要战略，瑞幸试图通过密集的网点建设给大家提供和外送一样的便利

性。实际上，随着快取店的增加，外卖订单占比在下降。 

 

食品商务

网 
“新猪肉”计划今年进入中国 

全球首支“人造肉”股 Beyond Meat 的亚洲经销商 Green Monday，计划将其旗

下自有品牌的“人造肉”产品 Omnipork（中文品牌名“新猪肉”），在今年第三至

第四季度期间引进内地市场。据悉，“新猪肉”是全植物制成食品，主要原料为豌

豆、非转基因大豆、冬菇和米。区别于 Beyond Meat 对标牛肉的多数产品，

Omnipork 瞄准的是猪肉市场。因为，在亚洲范围内中国是猪肉消费比例最高的市

场，猪牛食用比例高达 6.8：1。 

 

人民日报 
中国奶酪行业市场潜力巨大 人

均消费量仅有 0.1 公斤 

中国奶业协会举办的 2019 奶酪发展高峰论坛传来消息：我国在稳定发展液态奶

的同时，把奶酪培育成乳制品新的消费增长点，让消费者从“喝奶”向“吃奶”

转变，更好发挥消费拉动生产的作用。中国饮食传统悠久、奶酪消费基数较低，

让奶酪融入传统中餐里，中国奶业为此付出了艰巨的努力。与欧盟人均奶酪年消

费量达到 18.7 公斤相比，我国人均消费量仅有 0.1 公斤，国内奶酪市场足够深厚。 

据了解，目前国产奶酪年产量达 2 万多吨，进口连续 13 年快速增长，2018 年进

口量达到 10.8 万吨，奶酪市场潜力巨大。 

   

新华网 
我国力争婴幼儿配方乳粉自给

水平稳定在 60%以上 

国家发展改革委 3 日称，我国将大力实施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品质提升、产业

升级、品牌培育”行动计划，力争婴幼儿配方乳粉自给水平稳定在 60%以上。根

据国家发改委等 7 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提升行动方案》，国

产婴幼儿配方乳粉产量稳步增加，更好地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产品质

量安全可靠，品质稳步提升，消费者信心和满意度明显提高；产业结构进一步优

化，行业集中度和技术装备水平继续提升；产品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市场销售额

显著提高，中国品牌婴幼儿配方乳粉在国内市场的排名明显提升。方案明确，要

实施“品质提升行动”，坚持最严格的监管制度，健全全行业、全链条产品质量安

全管理体系，实行从源头到消费的全过程监管；实施“产业升级行动”，加快提升

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科技含量，降低生产成本，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全面提

升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的市场竞争力；实施“品牌培育行动”，客观反映国产婴幼

儿配方乳粉在保障质量安全、提升产品品质方面的进展成效，不断提高国产产品

的整体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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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419 天润乳液 

关于公司公开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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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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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序号：191232）。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新疆天

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公开配股》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审查，认为该

申请材料齐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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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配股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 核准的时间均

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000639 西王食品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

行动人计划增持公

司股份的公告 

近日，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

人山东永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永华”）关于计划以承接西王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股份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为支持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结束，同时为提升投

资者信心，维护中小股东利益，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山东永华投资有限公司拟

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增持金额

不低于人民币 8,400 万元，本次增持计划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实

施，自 2019 年 6 月 4 日起 3 个月内实施完成。 

 

002216 三全食品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

的公告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全食品”、“公司”）2019 年 1 月至 5 月，

合计收到政府补助 14,656,554.40 元。本次政府补助资金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

相关，具有可持续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

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

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

府补助。公司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不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故

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

上述政府补助共计 14,656,554.40 元，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入

其他收益。具体的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本次收到的政府补

助，预计增加上市公司利润总额 14,656,554.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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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2 日，

主产区生鲜乳平均价为 3.53 元/公斤，环比持平，同比上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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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5 月 31 日，全国 22 省仔猪、

生猪、猪肉价格分别达到 45.23 元/千克、15.38 元/千克、23.18 元/千克，分别同

比变动 93.54%、35.75%、31.70%，同比均有明显增幅，短期则呈波动趋势，长

期来看猪价整体仍将继续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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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食品饮料板块下跌3.14%，行业跑赢市

场 1.32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中游。其中，白酒下跌 4.98%，其他

饮料下跌 4.27%，食品上涨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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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洋股份、麦趣尔及加加食品涨幅居前，ST 椰岛、*ST 西发以及燕京

啤酒跌幅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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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洋股份 17.76% ST 椰岛 -22.32% 

麦趣尔 10.71% *ST 西发 -11.82% 

加加食品 7.41% 燕京啤酒 -9.50%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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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资建议 

本周，食品饮料板块跟随大盘维持震荡走势。短期来看，目前处于行业淡季，白

酒企业大多选择淡季调整价格、梳理渠道，预期明朗且尚不存在预期差，因此食

品饮料板块大概率随市场波动。长期来看，尽管最近北上资金受到汇率影响持续

流出，但是白酒尤其高端白酒目前仍然是食品饮料行业乃至全行业当中确定性较

强的板块，在风险偏好相对较低的风格影响下仍建议逢低配置确定性较高的高端

类白酒。在大众品方面，仍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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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建议关注啤酒板块受益于结构化调整、增值税下调带来的

业绩释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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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啤酒（600600）、千禾味业（603027）以及伊利股份

（600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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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不保证该信息未经任

何更新，也不保证本公司做出的任何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任何情况下，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

买卖的出价或询价。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投资者自主作出投资决

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我公司及其关联机构

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或财务顾问服务。我公司

的关联机构或个人可能在本报告公开发表之前已经使用或了解其中的信息。本报告的版权归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未获

得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渤

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也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删节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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