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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情回顾： 

个股普涨，板块明显分化。9 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大盘迎来开门红，下跌个股家数少。大消费板块的

行业表现分化明显，家电受权重个股利好带动情绪，大幅跑赢沪深 300 指数；上周表现亮眼的农林牧渔与

食品饮料均表现较弱，早盘一度翻绿，随后逐步震荡回升并收红，仍大幅跑输沪深 300指数；医药板块则

与指数基本持平。财报月已过，资金追逐主题投资的偏好提升。 

表 1 消费板块单日涨跌幅及走势分析（20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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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农产品加工(申万) 2.23

饲料(申万) 0.46

渔业(申万) 1.83

种植业(申万) 0.85

畜禽养殖(申万) -0.47

动物保健(申万) 1.77

白色家电(申万) 2.77

视听器材(申万) 2.25

白酒(申万) 0.05

啤酒(申万) -0.16

软饮料(申万) 0.40

葡萄酒(申万) 0.91

黄酒(申万) 0.18

肉制品(申万) 0.75

调味发酵品(申万) -0.23

乳品(申万) 0.11

食品综合(申万) 1.75

化学原料药(申万) 2.22

化学制剂(申万) 1.44

中药(申万) 1.25

生物制品(申万) 1.59

医药商业(申万) 1.44

医疗器械(申万) 2.89

医疗服务(申万) 1.14

沪深300 1.28

9月2日农林牧渔板块早盘低开高走，午盘持续反弹，收涨0.37%，
跑输沪深300指数0.91个百分点。大部分子行业录得正收益，其中
SW农产品加工领涨2.23%，个股立华股份大涨6.17%。近期猪肉价格
再创新高，利好相关企业。

周一，受家电龙头业绩增速超预期刺激，家电板块高开高走，收尾
盘收涨2.74%，涨幅排名靠前，板块内部来看，厨电、白电板块走
强，北上资金大额净买入白电龙头，预计板块任然具有短期行情机
会，可适当布局。

周一食品饮料行业走势最弱，微涨0.15%，涨幅居倒数第一。细分
板块中，仅食品综合跑赢沪深300指数，上涨1.75%；调味品和啤酒
领跌，分别下跌0.23%和0.16%；白酒微涨0.05%，高端白酒中贵州
茅台微跌，五粮液微涨，泸州老窖涨幅最大，上涨1.23%。

9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大盘迎来大涨，医药板块表现相对比较平淡，
全天走势基本与沪深300指数持平，尾盘在指数回落之际，医药龙
头带动板块继续抬升，最终医药指数小幅跑赢大盘。子行业中医疗
器械与化学原料药领涨，服务与中药板块涨幅相对滞后。个股呈现
普涨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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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沪深港通资金流向： 

北向资金净流入格力电器近 6 亿元。周一北向资金单边净流入 53.1 亿元，两大家电龙头格力电器和

美的期间合计流入超过 10 亿元，其中格力电器净流入近 6 亿元；医药板块的云南白药和恒瑞医药有不同

程度的流出；白酒中除了洋河股份流出超过 1 亿元外，贵州茅台与五粮液的流入流出均表现不明显，其中

的差异基本也体现在当日的走势中。 

表 2 沪深港通资金前十大成交股中的消费股（2019/9/2）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3、重要公告： 

➢ 医药生物： 

◼ 亿帆医药（002019）：拟通过现金收购Perfect Trend Ventures Ltd100%股权及Dongren Singapore Pte 

Ltd100%股权方式间接收购Bioton S.A. 31.65%股权的公告（2019/9/3） 

以现金人民币4.48亿元购买宁波东人持有DONGREN SINGAPORE PTE. LTD 100%股权，以现金人民

币2.68亿元购买Kelipond公司持有Perfect Trend Ventures Ltd.100%股权。公司最终取得佰通公司31.65%

的股权，成为佰通公司第一大股东。 

简评：佰通公司是一家在波兰交易所挂牌上市的波兰生物科技公司，主要产品重组人胰岛素业务已扩

展到全球重要的潜力市场，在波兰市场，佰通公司的重组人胰岛素占据市场份额第一位。2018年3月，

公司与佰通公司签订《全球产品代理协议》，公司成为佰通公司重组人胰岛素国际销售的唯一代理商，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产品合作稳定性，使公司与佰通公司在糖尿病领域形成长期战略伙伴关系。同时，

佰通公司在波兰拥有较强的胰岛素直销团队，对于未来公司全球胰岛素销售网络的中东欧布局将是一

个非常好的补充。 

◼ 嘉应制药（002198）：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2019/9/3） 

◼ 信立泰（002294）：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20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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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 1951.27万 5.96亿 5.76亿

600276 恒瑞医药 -0.55% -1.24亿 1.70亿 2.94亿

601888 中国国旅 -1.14% -4875.83万 1.92亿 2.41亿

600887 伊利股份 -0.24% 5599.83万 2.42亿 1.86亿

000333 美的集团 2.75% 3.24亿 7.17亿 3.93亿

000651 格力电器 3.55% 5.97亿 7.18亿 1.21亿

000858 五粮液 0.28% -926.16万 3.60亿 3.69亿

000538 云南白药 -0.83% -2.52亿 5093.99万 3.02亿

002714 牧原股份 -0.16% -4752.18万 1.43亿 1.90亿

002304 洋河股份 -2.31% -1.38亿 8670.66万 2.25亿

沪股通

深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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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诺泰增资瑞士MA。 

◼ 天宇股份（300702）：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2019/9/3） 

公司高管拟减持0.15%股份。 

➢ 食品饮料： 

◼ 水井坊（600779）：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2019/9/3） 

公司限制性股票登记日为2019年8月30日，授予数量24.22万股，授予人数13人，包括董事长、2名董事

及其他核心技术人才10人。授予股份分两次按照50%、50%比例解锁。 

◼ 口子窖（603589）：股东减持股份进展（2019/9/3） 

截至2019年9月2日，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减持公司股份7,792,0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0%，

减持达到公司股份总数1%。上述股东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 家电： 

◼ 和而泰（002402）：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2019/9/3） 

2019年8月28日及30日，公司第一大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创和投资将其持有的公司13,360,000 股股票质

押给深圳市中小微企业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进行融资，本次质押占其持有股份数约36%。 

◼ 格力电器（000651）：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的进展公告（2019/9/3） 

本次公开征集期内（2019年8月13日至2019年9月2日），共有两家意向受让方向格力集团提交了受让

申请材料，并足额缴纳相应的缔约保证金，分别为：珠海明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及格物

厚德股权投资（珠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GENESIS FINANCIAL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组成的联合体。 

➢ 农业： 

◼  生物股份（600201 ）：关于子公司取得新兽药注册证书的公告（2019/9/3） 

根据国家《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经农业农村部审查，批准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控股子公司辽宁益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鸡新城疫、传染性支气管炎二联耐热保护剂

活疫苗（La Sota株+H120株）为新兽药，并核发了《新兽药注册证书》。 

◼ 天邦股份 （002124 ）：2019年8月份商品猪销售情况简报（2019/9/3） 

2019年8月份销售商品猪16.86万头，销售收入31,900.78万元，销售均价25.33元/公斤（剔除仔猪价格影

响后为22.61元/公斤）。2019年1-8月销售商品猪184.69万头，销售收入285,891.95万元，销售均价13.84

元/公斤，同比变动分别为45.35%、66.61%、17.48%。 

4、重要行业新闻： 
➢ 医药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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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发布《关于印发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试点省和试点县名单的通

知》。（卫健委，2019/9/2）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关于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的通知》自愿申请、

地市级和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及中医药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确定山西省、浙江省为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建设试点省，北京市西城区等567个县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试点县。 

◼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国办，2019/9/2） 

支持体育用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和示范应用，引导企业加大自主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力度，开发科

技含量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支持可穿戴运动设备和智能运动装备的研发与制造，显著提升

体育用品供给能力。 

◼ 永泰生物申请港股上市。（港交所，2019/9/2） 

为关键在研项目的研发和商业化筹集资金：用于推进细胞治疗产品EAL®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及商业

化；扩大EAL®的临床适应症，包括研发开支以及新研发及生产中心的建设成本；推进CAR-T-19及

TCR-T系列在研产品的临床试验。 

◼ 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注射用盐酸万古霉素等3个化学仿制药注射剂注册生产现场检查计划的通告。（药

监局，2019/9/2） 

计划9月5日至9月9日对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和内蒙古白医制药进行检查。 

◼ 康美药业称已将“18康美CP003”的本息打款至上清所账户。（彭博，2019/9/2） 

➢ 食品饮料： 

◼ 中国成为全球最大乳制品新兴市场（央视，2019/9/2） 

央视网消息：目前，我国乳制品人均消费量大约是世界平均的三分之一，面对巨大的市场空间，中国

成为乳制品消费最大的潜在市场。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规模以上乳制品企业587家，主营业务收入

3398.9亿元，同比增长10.72%。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乳制品企业主营业务收入1902.5亿元，同

比增长10.14%。乳制品的消费形式也从以往的液态奶、乳粉向功能型乳制品、风味型乳制品、发酵乳

制品以及干酪、奶油等多方面发展。乳品加工也成为中国食品制造业第一大行业，一些企业也迈开了

国际化的步伐。 

➢ 家电： 

◼ OLED“一屏难求” 液晶电视霸屏时代渐行渐远（经济参考报，2019/9/3） 

居DSCC估计，2018年至2023年期间，中国显示器制造商将斥资297亿美元（约合2043亿元人民币）增

加移动OLED显示屏制造产能，占全球制造商增加产能的88%。 

简评：OLED屏幕是以后电视显示屏大方向，国内厂商率先推出OLED屏幕有创维、海信等厂商。 

➢ 农业： 

◼ 农业农村部：我国尚没有批准上市的非洲猪瘟商品化疫苗（wind，20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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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网站发布信息称，近期，网络传播所谓“非洲猪瘟中试苗、自家苗，甚至走私苗”已在国

内部分地区养殖场户投入使用，引发生猪产业广大从业人员高度关注。农业农村部表示目前我国尚没

有批准上市的非洲猪瘟商品化疫苗 

◼ 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着力提升销区生猪稳产保供水平（wind，2019/9/2） 

胡春华指出，销区是生猪稳产保供的重点和薄弱环节，抓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迅速稳定和恢复生猪

生产，切实提高猪肉自给水平和市场供应能力。 

点评：猪价持续创新高，多地已出台限购等政策稳定市场供需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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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