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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行业动态&公司新闻 

伊利积极推动中国奶业振兴 引领全球乳业发展 

麦当劳投资 15 亿元建设湖北供应链智慧产业园 

百事饮品与达达集团深化战略合作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科拓生物：发布关于与蒙牛乳业续签《战略合作协议书》的公告 

海天味业：发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龙大肉食：发布关于签署《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 

 行业重点数据跟踪 

乳制品方面，生鲜乳价格继续小幅上涨突破年初高点。截至 2020 年 12 月 16

日，主产区生鲜乳平均价为 4.15 元/公斤，环比上涨 0.50%，同比上涨 8.60%。 

肉制品方面，仔猪、生猪、猪肉价格于 2019 年 5 月份开始探底回升并且延

续涨价趋势，今年十一前后价格开始出现明显下滑，猪肉价格中期向下趋势

确立。截至今年 12 月 04 日，全国 22 省仔猪、生猪、猪肉价格分别达到 84.04

元/千克、32.87 元/千克、43.99 元/千克，分别同比变动-4.77%、-2.03%、

-6.80%，短期由于年底需求增加价格小幅反弹，中期来看猪价恐将继续回落。 

 本周市场表现回顾 

近五个交易日沪深 300 指数上涨 1.07%，食品饮料板块上涨 1.25%，行业跑

赢市场 0.18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30 个一级行业中游。其中，酒类上涨 2.63%，

饮料上涨 2.03%，食品下跌 4.03%。 

个股方面，金种子酒、金枫酒业以及古越龙山涨幅居前，均瑶健康、三全食

品以及西麦股份跌幅居前。 

 投资建议 

本周，白酒企业密集召开经销商大会释放中长期积极信号。此外，部分酒企

纷纷提高终端价格，一方面能够提高经销商打款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实现消

费升级。因此，本周白酒板块表现继续强势，而调味品由于提价预期落空出

现一定调整。在乐观情况下，我们希望来年板块能够以时间换空间，消化估

值行稳致远。投资策略方面，我们认为可从以下三个维度入手：其一，自下

而上寻找具有估值优势且经营改善的个股；其二，中期关注后疫情时期业绩

同环比将持续改善并且有催化剂支撑的行业，比如顺周期的白酒板块、存在

涨价预期的啤酒板块及由于上游原奶价格上涨导致竞争驱缓的乳制品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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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长期布局高端白酒、调味品等优质赛道，紧盯细分领域高成长性个股。

综上，我们暂给予行业“中性”的投资评级，继续推荐五粮液（000858）、

今世缘（603369）、洋河股份（002304）、伊利股份（600887）、双汇发展

（000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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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研网 
伊利积极推动中国奶业

振兴 引领全球乳业发展 

12 月 15 日，内蒙古自治区奶业振兴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布小林出席发布会。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李秉荣、农业农村

部总畜牧师马有祥致辞。中国奶业协会副会长、秘书长刘亚清发布内蒙古奶业振

兴推进情况。伊利集团执行总裁张剑秋在会上介绍了伊利助力内蒙古自治区奶业

振兴的系列行动。一直以来，伊利以智慧、产业双融合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多措并举，协同发力，打造产业集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化利益联结，

助力农牧民增收致富;加大科研创新，开拓行业发展新蓝海。伊利通过稳行业、助

合作、兴地方，推动奶业振兴，促进行业高品质发展，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有力的

健康支持。在内蒙古，伊利打造了以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为代表的九大产业集群。

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将是全球一流的乳业高质量发展综合体，成为乳业“硅谷”，

引领全球乳业发展。 

 

电商报 
麦当劳投资 15亿元建设

湖北供应链智慧产业园 

12 月 18 日消息，麦当劳中国联合四大供应商泰森、宾堡、新夏晖、紫丹与产业

新城运营商华夏幸福签约，计划投资 15 亿元，在孝感建设麦当劳湖北供应链智慧

产业园。该产业园占地面积超过 30 万平方米，将覆盖食品生产、环保包装、冷链

配送全产业链，预计年产值近 15 亿元。产业园年度规划产能包括 3.4 万吨肉类产

品、2.7 亿个面包、3000 万个糕点和 20 亿个包装产品。产业园将建设 2.5 万平米

行业高标准冷冻冷藏和干货仓库，每年最多可提供 1000 万箱物流服务。此前，

麦当劳已先后在东莞、北京和上海建立其供应链基地，牵头引进泰森、嘉吉、味

好美等国际供应商，还与首农集团、三元食品、圣农、紫丹等国有和民营企业建

立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麦当劳中国首席执行官张家茵透露，目前麦当劳中

国超过 95%的食品在本土生产和加工。目前，武汉市已开出第 100 家麦当劳餐厅。

截至 2020 年 11 月，全国则有超过 3700 家麦当劳餐厅，员工超过 18 万。 

 

电商报 
百事饮品与达达集团深

化战略合作 

12 月 17 日消息，日前，百事饮品与达达集团宣布，双方深化战略合作。百事中

国特许经营副总裁王栋、百事饮品现代渠道总经理杨智凯与京东到家商业与用户

增长部总经理江军在京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基于这一合作，双方将聚焦碳酸

饮料这一品类携手共创，京东到家将从用户人群精细化运营、商品线上供给保障、

平台、品牌、商家三方联合营销创新等多个维度，助力百事饮品全面提升其在本

地即时零售市场中碳酸饮料品类的市场份额和渗透率，打造碳酸饮料品类的“舰

长”品牌。签约当日，百事饮品与京东到家还宣布正式启动 2021“把乐带回家”

春节联合营销推广计划。“把乐带回家”是百事饮品自 2012 年开始打造的长效贺

岁 IP，2020 年，京东到家初次试水与百事饮品“把乐带回家”项目深度联合营

销，活动期间全网累计总曝光量达 1.7 亿，百事饮品在京东到家平台的销售额同

比接近翻倍增长，客单价也有显著提升。据《电商报》了解，2018 年，百事饮品

与京东到家开启合作。今年 1-11 月，百事饮品在京东到家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195%，在碳酸饮料这一品类的占比已超过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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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858 科拓生物 

关于与蒙牛乳业续

签《战略合作协议

书》的公告 

北京科拓恒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与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牛乳业”）在北京市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或“本协议”）。基于公司与蒙牛

乳业战略合作期（2018 年-2020 年）即将结束，合作期内双方认真执行并落实

协议内容，使各项条款得以有效实施，战略合作成效显著。双方建立长期的战

略合作关系，实现强强联合，有利于促进双方的技术合作及公司对蒙牛乳业的

配套服务，有利于进一步促进蒙牛乳业产品技术稳定和降低成本，最终获得双

赢。为保证双方产品竞争优势和市场占比的稳步提升，保证公司优势资源优先

在蒙牛乳业产品中应用，双方在 2017 年 10 月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书》基础

上续签了本协议。本次《战略合作协议书》的签订，有助于提升公司与蒙牛乳

业合作关系的稳定性。通过发挥各自技术和业务优势，可以促进公司与蒙牛乳

业的业务与技术合作，进而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603288 海天味业 
投资设立全资子

公司的公告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根据业务发展需要，拟在

湖北武汉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2020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决策权限内，不

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为本次投

资的唯一主体，无其他交易对手。投资标的名称：佛山市海天(武汉)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投资金额：1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湖北武汉；拟从事的主要

业务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企业策划设计；市场调查；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公司本次投资设立

子公司，将有利于优化公司战略布局，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投资设

立子公司的业务可能受到市场、经营、管理等方面风险因素的影响，公司将密

切关注市场与行业发展动态，积极防范及化解各类风险。 

002726 龙大肉食 

关于签署《项目投

资合作协议》的公

告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与安达市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于近日签订了《项目投资合作协议》，公司拟在安达市投资建设安达生猪屠宰

及肉制品深加工项目（以下简称“项目”），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拟在安达设

立的全资子公司（已经 2020 年 12 月 2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目前该全资子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在办理中。项目名称：安达生猪屠

宰及肉制品深加工项目（以下简称“项目”）。项目规模：项目预计总投资为人

民币 30,000 万元；项目预计建设规模为年屠宰生猪 150 万头，肉制品深加工

项目 60 吨/天；项目计划共分两期建设，一期为生猪屠宰项目，二期为肉制品

深加工项目。项目选址：项目位于黑龙江省安达市，具体四至位置以国土、建

设规划管理部门出具的宗地红线图为准。本合作协议的签署不会影响公司的业

务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协议的履行对公司本期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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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突破年初高点。截至 2020 年 12 月 16 日，

主产区生鲜乳平均价为 4.15 元/公斤，环比上涨 0.50%，同比上涨 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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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价格于 2019 年 5 月份开始探底回升并且延续涨

价趋势，今年十一前后价格开始出现明显下滑，猪肉价格中期向下趋势确立。截

至今年 12 月 04 日，全国 22 省仔猪、生猪、猪肉价格分别达到 84.04 元/千克、

32.87 元/千克、43.99 元/千克，分别同比变动-4.77%、-2.03%、-6.80%，短期

由于年底需求增加价格小幅反弹，中期来看猪价恐将继续回落。 

图 3：22 省仔猪价格及其变动趋势 图 4：22 省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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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上涨 1.07%，食品饮料板块上涨1.25%，行业跑赢市

场 0.18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30 个一级行业中游。其中，酒类上涨 2.63%，饮料

上涨 2.03%，食品下跌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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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种子酒、金枫酒业以及古越龙山涨幅居前，均瑶健康、三全食品以

及西麦股份跌幅居前。 

表 3：cs 食品饮料行业内个股涨跌幅 

涨跌幅前三名 周涨跌幅（%） 涨跌幅后三名 周涨跌幅（%） 

金种子酒 52.78% 均瑶健康 -13.24% 

金枫酒业 36.18% 三全食品 -12.94% 

古越龙山 29.36% 西麦股份 -10.85%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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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资建议 

本周，白酒企业密集召开经销商大会释放中长期积极信号。此外，部分酒企纷纷

提高终端价格，一方面能够提高经销商打款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实现消费升级。

因此，本周白酒板块表现继续强势，而调味品由于提价预期落空出现一定调整。

在乐观情况下，我们希望来年板块能够以时间换空间，消化估值行稳致远。投资

策略方面，我们认为可从以下三个维度入手：其一，自下而上寻找具有估值优势

且经营改善的个股；其二，中期关注后疫情时期业绩同环比将持续改善并且有催

化剂支撑的行业，比如顺周期的白酒板块、存在涨价预期的啤酒板块及由于上游

原奶价格上涨导致竞争驱缓的乳制品板块；其三，长期布局高端白酒、调味品等

优质赛道，紧盯细分领域高成长性个股。综上，我们暂给予行业“中性”的投资

评级，继续推荐五粮液（000858）、今世缘（603369）、洋河股份（002304）、

伊利股份（600887）、双汇发展（000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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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