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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行业动态&公司新闻 

市场需求逐步加大 我国羊奶市场前景值得期待 

热饮拉动饮料产业 20%销售额 各大饮料生产厂商加速布局热饮市场 

酒鬼酒十四五目标：突破 30 亿跨越 50 亿迈向 100 亿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今世缘：发布关于终止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公告 

贵州茅台：发布关于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日辰股份：发布关于签订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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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主产区生鲜乳平均价为 4.18 元/公斤，环比上涨 0.70%，同比上涨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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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全国 22 省仔猪、生猪、猪肉价格分别达到 91.46

元/千克、33.94 元/千克、47.46 元/千克，分别同比变动 5.24%、-7.37%、

-1.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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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食品饮料板块上涨 3.14%，行业跑

赢市场 1.01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30 个一级行业上游。其中，酒类上涨 3.82%，

饮料上涨 3.65%，食品上涨 0.26%。 

个股方面，酒鬼酒、ST 椰岛以及妙可蓝多涨幅居前，庄园牧场、兰州黄河以

及青青稞酒跌幅居前。 

 投资建议 

本周，食品饮料板块作为行业中的景气赛道继续领涨。其中，白酒板块表现

更为强势。在细分子板块方面，我们仍然认为白酒相较于大众品更具优势。

作为可选消费的顺周期品种，白酒板块的业绩仍然将环比持续改善，行业天

然属性仍存，需求将会继续得到确认，且从批价来看行业仍运行在景气周期，

建议优选确定性较高的高端白酒，同时继续关注次高端的具体情况。此外，

乳制品行业从上游情况来看，生鲜乳价格在产量明显增长的前提下价格同向

增长，显示下游需求强劲。同时，乳制品行业上游生鲜乳价格持续温和上涨，

或将促使企业收缩费用投放，利润弹性得以释放，建议积极关注。综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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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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双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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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需求逐步加大 我国

羊奶市场前景值得期待 

自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一些发达国家的营养学专家开始对羊奶作了大量研究，并

提出羊奶是哺乳动物乳汁中含有较多对人体有益的营养及各种活性物质的奶制

品。时至今日，羊奶制品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可。近年来，我国羊奶产业发

展迅速，在奶制品消费市场的份额逐步扩大。初步统计，我国奶山羊存栏量目前

为 1200 多万只，其中产奶羊有 630 多万只，商品羊有 360 多万只，羊奶总产量

160 多万吨。有关专家表示，虽然羊奶产量仅占全国鲜奶总产量的 4.5%，但从营

养价值、发展潜力以及可调整我国奶业发展方式等方面来看，其市场前景值得期

待。羊奶，凭借其高于牛奶的营养价值，及越来越多的受众认知，风头大盛，已

经成为乳品行业新贵，被誉为是中国乳品行业创新与转型的关键点。承载百亿蓝

海市场的羊奶，自 2014 年起就以 25%-30%的市场增量迅速崛起。市场销售额也

从 2014 年的 35 亿，直抵 2020 年的 200 亿大关。其中，婴配粉就占据超 100 亿

的规模。如此强势的发展劲头，自然所有企业均想从羊奶市场中分一杯羹。 

 

新浪 

热饮拉动饮料产业 20%

销售额 各大饮料生产厂

商加速布局热饮市场 

随着元旦的临近，今冬寒潮预警再度升级，一杯暖身的热饮显得尤为重要，在此

背景下商家看到商机，纷纷摆出暖柜，为顾客提供热腾腾的奶、无糖饮料等，这

同时也拉动了饮料业超 20 的销售额，另外，冬季热饮将提供至次年二三月份，未

来热饮市场份额将逐渐扩充。据了解，今年 11 月起，可口可乐公司陆续推出了多

款冬季热饮。同样，北冰洋饮料、三得利饮料、伊利等饮品企业也在今年冬季纷

纷推出热饮新品。各大饮品企业争相入局热饮市场的背后，是季节对饮品销量的

影响。秋冬季节向来是饮品销售的淡季，饮品行业亟需依靠拥抱暖柜寻求新的增

长点。业内人士认为，对于消费端来说，热饮是冬季的刚需;对于零售端来说，热

饮产品可以增加门店的营利和人气。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中国消费者对热饮尤

为青睐。为了顺应这一需求，近几年各大饮料生产厂商加速布局热饮市场，这在

一定程度上扩充了饮料市场规模。 

 

中国白酒网 

酒鬼酒十四五目标：突破

30亿跨越 50亿迈向 100

亿 

12 月 26 日，以“同心聚力 共创共赢”为主题，酒鬼酒 股份有限公司年度经销

商大会在湘西召开。会上，中粮酒业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兼酒鬼酒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浩对酒鬼酒的 2020 年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在业绩上，

今年前三季度，酒鬼酒在 19 家白酒上市公司中营收增长率排名第一，在 10 亿以

上规模上市公司中利润增长率排名第一；在资本市场上，酒鬼酒股票成功突破百

元，市值增幅超过百分之两百；在品牌价值上，酒鬼、内参品牌创造新纪录。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主持工

作）程军表示，“十四五”期间，酒鬼酒要突破 30 亿，跨越 50 亿，迈向 100 亿。

具体而言，酒鬼酒将围绕品牌引领、文化赋能、品质固本、营销筑基、管理提效

等五大方面，共同开启新局面。程军表示，公司将快速布局优商培育、强化终端

共建渠道、精准实施圈层营销、构建场景增强体验、全面推进数字转型，严抓市

场秩序，坚持共商机制，提升服务质量，健全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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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369 今世缘 

关于终止投资设立

产业并购基金的公

告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

议案》，董事会决定以自有资金 2.45 亿元参与发起设立产业并购基金（以下简

称 “产业并购基金”或“合伙企业”），专门用于收购山东景芝酒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景芝酒业”）股份。以上事项公告后，公司积极推进基金的设立。

但此后受宏观大环境影响，行业竞争态势及标的企业经营形势发生变化。同时，

白酒行业市场估值也发生较大变化，合作各方对于未来市场发展趋势以及企业

长期战略定位产生了不同看法，虽经过长期多次的沟通，各方仍未能达成一致

意见。为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经审慎考虑，公司及产业并购基金合伙

各方一致决定暂不设立该产业并购基金，公司终止本次投资。 

 

600519 贵州茅台 

关于国有股份无

偿划转的提示性公

告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接到本公

司控股股东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茅台集团）《关

于无偿划转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份的通知》，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通知要求，茅台集团拟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将持有

的本公司 50,240,000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00%）划转至贵州省国有资

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为贵州金融控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贵州贵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无偿划

转完成后，茅台集团将持有本公司 678,291,955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4.00%；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和贵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贵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 62,311,148 股股份，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4.96%。本次无偿划转不会导致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更。 

603755 日辰股份 
关于签订投资框架

协议的公告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政府望海

街道办事处签订了《投资框架协议》，拟投资项目名称为“日辰股份嘉兴数字化

食品制造中心”。 框架协议所涉项目相关合作事项为初步意向，不具有强制约

束力，具体合作事项及实施进展存在不确定性。对于该框架协议，目前尚未进

行详细的项目可行性论证和实际开展该项目投资。本次签署的协议属于意向性

的约定，协议涉及的投资项目事项需进一步商谈及履行相应决策审批流程，投

资项目尚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此次与海盐县人

民政府望海街道办事处签订《投资框架协议》，旨在充分利用当地区位优势布局

制造中心，加快主营业务发展，扩大公司产业规模，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由于项目建设尚需

较长的时间周期，同时考虑到项目建成后的产线达产、市场开拓等诸多因素的

影响，短期内本项目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构成实质的影响。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渤海证券 

 



                                      食品饮料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7 of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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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

主产区生鲜乳平均价为 4.18 元/公斤，环比上涨 0.70%，同比上涨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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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全国 22 省仔猪、生猪、猪肉价格分别达到 91.46 元/千克、

33.94 元/千克、47.46 元/千克，分别同比变动 5.24%、-7.37%、-1.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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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食品饮料板块上涨3.14%，行业跑赢市

场 1.01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30 个一级行业上游。其中，酒类上涨 3.82%，饮料

上涨 3.65%，食品上涨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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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鬼酒、ST 椰岛以及妙可蓝多涨幅居前，庄园牧场、兰州黄河以及

青青稞酒跌幅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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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鬼酒 20.12% 庄园牧场 -20.28% 

ST 椰岛 16.74% 兰州黄河 -19.77% 

妙可蓝多 15.55% 青青稞酒 -19.32%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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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资建议 

本周，食品饮料板块作为行业中的景气赛道继续领涨。其中，白酒板块表现更为

强势。在细分子板块方面，我们仍然认为白酒相较于大众品更具优势。作为可选

消费的顺周期品种，白酒板块的业绩仍然将环比持续改善，行业天然属性仍存，

需求将会继续得到确认，且从批价来看行业仍运行在景气周期，建议优选确定性

较高的高端白酒，同时继续关注次高端的具体情况。此外，乳制品行业从上游情

况来看，生鲜乳价格在产量明显增长的前提下价格同向增长，显示下游需求强劲。

同时，乳制品行业上游生鲜乳价格持续温和上涨，或将促使企业收缩费用投放，

利润弹性得以释放，建议积极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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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双汇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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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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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饮料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11 of 12 

 

 

 

所长&金融行业研究 

张继袖 

+86 22 2845 1845 

 

 副所长&产品研发部经理 

崔健 

+86 22 2845 1618 

 

计算机行业研究小组 

徐中华 

+86 10 6810 4898 

 

汽车行业研究小组 

郑连声 

+86 22 2845 1904 

陈兰芳 

+86 22 2383 9069 

机械行业研究 

郑连声 

+86 22 2845 1904 

宁前羽 

+86 22 2383 9174 

 

非银金融行业研究 

张继袖 

+86 22 2845 1845 

王磊 

+86 22 2845 1802 

 

医药行业研究小组 

甘英健 

+86 22 2383 9063 

陈晨 

+86 22 2383 9062 

张山峰 

+86 22 2383 9136 

银行行业研究 

张继袖 

+86 22 2845 1845 

吴晓楠 

+86 22 2383 9071 

通信行业研究 

徐勇 

+86 10 6810 4602 

 

传媒行业研究 

姚磊 

+86 22 2383 9065 

食品饮料行业研究 

刘瑀 

+86 22 2386 1670 

 

餐饮旅游行业研究 

杨旭 

+86 22 2845 1879 

 

家电行业研究 

尤越 

+86 22 2383 9033 

 

宏观、战略研究＆部门经理 

周喜 

+86 22 2845 1972 

 

固定收益研究 

朱林宁  

+86 22 2387 3123 

马丽娜 

+86 22 2386 9129 

张婧怡 

+86 22 2383 9130 

李济安 

+86 22 2383 9175 

金融工程研究 

宋旸 

+86 22 2845 1131 

陈菊 

+86 22 2383 9135 

郭琳姗 

+86 22 2383 9127 

韩乾 

+86 22 2383 9192 

杨毅飞 

+86 22 2383 9154 

 

金融工程研究 

祝涛 

+86 22 2845 1653 

郝倞 

+86 22 2386 1600 

 

 

策略研究 

宋亦威 

+86 22 2386 1608 

严佩佩 

+86 22 2383 9070 

 

博士后工作站 

张佳佳 资产配置 

+86 22 2383 9072 

张一帆 公用事业、信用评级 

+86 22 2383 9073 

 

博士后工作站 

苏菲 绿色债券 

+86 22 2383 9026 

刘精山 货币政策与债券市场 

+86 22 2386 1439 

 

 

综合管理 

齐艳莉（部门经理） 

+86 22 2845 1625 

李思琦 

+86 22 2383 9132 

机构销售•投资顾问 

朱艳君 

+86 22 2845 1995 

王文君 

+86 10 6810 4637 

  

合规管理&部门经理 

任宪功 

+86 10 6810 4615 

风控专员 

张敬华 

+86 10 6810 4651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 



                                      食品饮料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12 of 12 

 

 

 

 

 

 

 

 

 

 

 

 

 

 

 

 

 

 

渤海证券研究所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东路宁汇大厦 A 座写字楼 

邮政编码：300381 

电话：（022）28451888 

传真：（022）28451615 

 

 

北京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甲 143 号 凯旋大厦 A 座 2 层 

邮政编码：100086 

电话： （010）68104192 

传真： （010）68104192 

 

 

渤海证券研究所网址：  www.ewww.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