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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情回顾：

周二医疗生物和农林牧渔板块领涨大消费。周二，大消费继续呈现分化行情，农林牧渔板块和医药

板块领涨，医疗器械和动物保健及养殖股继续涨幅较大，整体成交量扩大，市场对接下来板块走势部分

分歧，但是在疫情尚在全球范围尚未得到遏制之前，预计目前的格局不会发生大的改变。

表 1消费板块单日涨跌幅及走势分析（202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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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2、沪深港通资金流向：

北上资金流入继续分化。周二北上资金净流出 48.31 亿元，资金流出结构方面继续分化，迈瑞医疗

净流入 3.11 亿元，白酒、家电保持净流出。

表 2沪深港通资金前十大成交股中的消费股（2020/2/25）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3、重要公告：

 医药生物：

 业绩快报（wind，2020/2/26）

2月26日，共有12家发布2019年业绩快报，其中博腾股份、欧普康视、博瑞医药和硕士生物业绩增长

较快。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19 营收（亿元） 2019 归母净利润

（亿元）

2019 营收同比（%） 2019 归母净利润

同比（%）

002728.SZ 特一药业 9.21 1.72 4.08 10.39

002737.SZ 葵花药业 43.66 5.83 -2.37 3.52

002864.SZ 盘龙药业 6.11 0.73 24.76 12.76

300204.SZ 舒泰神 6.61 0.27 -17.94 -79.64

300267.SZ 尔康制药 27.5 1.63 16.79 -24.91

300326.SZ 凯利泰 12.5 3.07 34.29 -33.74

300363.SZ 博腾股份 15.51 1.86 30.93 49.04

300584.SZ 海辰药业 9.25 0.98 29.87 17.25

300595.SZ 欧普康视 6.48 3.07 41.26 41.86

688166.SH 博瑞医药 5.03 1.11 23.47 51.88

688202.SH 美迪西 4.49 0.66 38.14 8.87

688399.SH 硕世生物 2.91 0.89 26.14 3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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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医药（600056）:关于子公司药品通过技术审评的公告（2020/2/26）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天方药业有限公司奥拉西坦原料药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

术审评，该原料药登记状态为“A”（已批准在上市制剂使用的原料/辅料/包材）。

 食品饮料：

 克明面业（002661）：2019年度业绩快报（2020/2/26）

公司2019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303,438.74万元，同比增长6.24%；营业利润25,108.89万元，同比增长

8.82%；利润总额24,903.71万元，同比增长10.7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895.48万元，同

比增长12.40%。

 家电：

 浙江美大（002677）:2019年度业绩快报（2020/2/26）

2019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20.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22.3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23.78%。

 新宝股份（002705）:2019年度业绩快报（2020/2/26）

2019年度，公司营业收入较2018年同期增长8.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2018年同期增长

36.70%。

 农林牧渔：

 天康生物（002100）：2019年度业绩快报（2020/2/26）

报告期公司实现收入77.9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7.87%，主要是由于饲料、养殖产销规模扩大以及新

增了玉米收储业务；实现营业利润5.66亿元、利润总额5.70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6.31亿元，

较上年同期分别增加了69.96%、70.45%、101.26%，业绩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食品养殖业务中生猪

销售均价较上年有大幅提高。

4、重要行业新闻：

 医药生物：

 美公司生产出首批新冠病毒疫苗用于临床试验（新华社，2020/2/25）

e公司讯，美国生物技术企业莫德纳公司24日宣布，已向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运送了该公

司生产的首批新型冠状病毒疫苗mRNA-1273，用于开展一期临床试验。

 意大利确诊病例增至323例 疫情已蔓延至9个大区（人民日报，20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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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6日0时，意大利累计确诊323例新冠病毒肺炎感染病例，

新增4例死亡病例，累计11例死亡病例。25日，意大利的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大区、利古里亚大区、托

斯卡纳大区、西西里大区等4个大区皆首次出现了确诊病例，疫情已蔓延至9个大区。

 食品饮料：

 习酒复产8天产酒975吨，全年生产目标不变（糖酒快讯，2020/2/25）

2月21日茅台集团子公司贵州习酒对外公布了公司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情况。截至2月20日，复产8天

时间，习酒制曲车间共计投粮1612吨，制酒车间产酒975吨。包装车间预计将在2月24日正式复产，确

保全年生产目标不变。

 家电：

 家电企业复工：边“战疫”边生产 数字化是应对之道（第一财经，2020/2/25）

格力、美的、海尔、TCL、海信、长虹的空调生产线都计划在2月10日复工，湖北基地除外，奥克斯、

志高的空调生产线则计划2月17日复工；同时，美芝、凌达、海立、松下、三菱电机等空调压缩机企

业，也都计划2月10日复工。

 格力电器投资2000万进军医疗行业（长江商报，2020/2/26）

格力电器斥资2000万元成立珠海格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类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紫

外线消毒设备、生理参数分析测量设备、手术室感染控制用品的设计、制造和销售。

 农业：

 胡春华：统筹抓好农村疫情防控和春季农业生产（wind，2020/2/25）

要清醒认识粮食生产存在的风险隐患，全面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加快生产设施现代化建设，推进科技进步，强化生产支持保护。加快恢复生猪生产，保障

猪肉市场供应。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三农”应有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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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