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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情回顾： 

大消费板块整体表现弱于沪深 300 指数。周二，沪深沪深 300 指数大幅反弹。大消费板块中休闲服

务、食品饮料、家用电器跑赢沪深 300 指数，商业贸易、医药生物、农林牧渔和纺织服装均跑输沪深 300

指数，且走势相对较弱。 

表 1 消费板块单日涨跌幅及走势分析（202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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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

农产品加工(申万) 1.51

饲料(申万) -1.80

渔业(申万) 2.45

种植业(申万) 0.71

畜禽养殖(申万) -1.01

动物保健(申万) 1.61

白色家电(申万) 2.38

视听器材(申万) 5.37

白酒(申万) 3.52

啤酒(申万) 2.63

软饮料(申万) 0.19

葡萄酒(申万) 1.74

黄酒(申万) 0.69

肉制品(申万) 1.04

调味发酵品(申万) 1.67

乳品(申万) 2.80

食品综合(申万) 1.14

化学原料药(申万) -0.31

化学制剂(申万) 0.29

中药(申万) -0.52

生物制品(申万) 0.26

医药商业(申万) -0.43

医疗器械(申万) -1.54

医疗服务(申万) -0.11

沪深300 2.14

周二家电板块平开高走，下午开盘拉升明显，板块收盘上涨2.59%，跑

赢沪深300指数，受益主力加仓及北上资金增持，板块超跌反弹，一举

收复昨日失地，板块方面，零部件、黑电和小家电涨幅居前，深康佳A

等4只股票涨停，黑电板块一枝独秀，近期市场波动较大，显示市场风

险偏好提升。

周二食品饮料板块早盘震荡，午后走高，收涨2.95%，跑赢沪深300指数

0.81个百分点。细分板块全部录得正收益。此前相对弱势的白酒和乳品

涨幅居前，其中白酒领涨3.52%，乳品涨2.8%。此外调味发酵品、食品

综合、肉制品涨幅均超1%。

周二医药生物低开低走，上午临近收盘时触底回升，午后延续横盘走

势，收盘时下跌0.3%，跑输沪深300指数，涨幅排倒数第三。所有细分

板块均跑输沪深300指数，其中仅化学制剂和生物制品录得正收益，前

期强势的医疗器械走势最弱，整体下跌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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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农林牧渔板块低位震荡，小幅收跌0.54%，跑输沪深300指数1.60个

百分点。大部分子行业录得负收益，其中饲料板块领跌1.80%，个股獐

子岛上涨9.85%，*ST南糖下跌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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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沪深港通资金流向： 

贵州茅台、五粮液和格力电器净流入。周二北上资金净流入 30.96 亿元，上榜的消费股比较少，仅

贵州茅台、恒瑞医药、五粮液和格力电器上榜，其中恒瑞医药小幅净流出，其他三只个股均有 2.5 亿元

左右的净流入。 

表 2 沪深港通资金前十大成交股中的消费股（2020/3/10）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3、重要公告： 

➢ 医药生物： 

◼ 三鑫医疗（300453）:关于控股子公司产品获得CE认证的公告（2020/3/11） 

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威力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两项产品“透析机”和“透析器复用机”于近日获得

了国际认证机构DNV GL颁发的CE认证证书。公司获得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医疗器械注册证。 

◼ 览海投资（600896）: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2020/3/11）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26,072.9722万股（含26,072.9722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80,000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金额将用于上海览海西南骨科医院项目56,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24,000

万元。 

◼ 三诺生物（300298）: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产品获得欧盟准入资格的公告（2020/3/11） 

公司产品新型冠状病毒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已向欧盟主管当局提交CE产品通知，具备欧盟市

场准入条件。 

◼ 天坛生物（600161）:关于所属企业获得临床试验通知书的公告（2020/3/11） 

公司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临床试验通知书》，同意兰州血制按照提交的方案开展人凝血

酶原复合物临床试验。 

◼ 以岭药业（002603）:关于全资子公司制剂产品获得美国FDA批准文号的公告（2020/3/11） 

公司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美国FDA”）的通知，公司全资子公司以岭万洲国际

制药有限公司向美国FDA申报的塞来昔布胶囊的新药简略申请（ANDA，即美国仿制药申请，申请获

得美国FDA审评批准意味着申请者可以生产并在美国市场销售该产品）已获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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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2.50亿 12.01亿 9.51亿

600276 恒瑞医药 1.92% -3507.82万 4.03亿 4.38亿

000858 五粮液 3.50% 2.50亿 7.13亿 4.63亿

000651 格力电器 2.60% 2.23亿 4.82亿 2.58亿

沪股通

深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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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福医药（600079）:关于盐酸氢吗啡酮缓释片获得临床试验通知书的公告（2020/3/11） 

公司控股子公司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昌人福”，公司持有其67%的股权）收到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盐酸氢吗啡酮缓释片的《临床试验通知书》。 

◼ 东北制药（000597）:关于维生素B6片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2020/3/11） 

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关于维生素B6片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批件号：

2020B02415），该药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 食品饮料： 

◼ 元祖股份（603886）：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暨未减持公告（2020/3/11） 

公司于近日分别收到《卓傲国际关于元祖股份的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与《元祖联合国际关于元祖

股份的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本减持股份计划期间内，由于市场原因，卓傲国际与元祖联合国际

均未减持股份。 

➢ 家电： 

◼ 兆驰股份（002429）: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2020/3/11） 

东方明珠持有公司股份447,882,73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9.8937%），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

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21,5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比例不超过4.8930%）。 

➢ 农林牧渔： 

◼ 道道全（002852 ）：关于公司股东,董事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2020/3/11） 

2020年3月10日，公司收到岳阳市诚瑞投资有限公司、徐丹娣女士的《股东减持计划时间到期告知函》，

岳阳市诚瑞投资有限公司、徐丹娣女士的减持计划期限已经届满。两股东在期限内均无减持。 

4、重要行业新闻： 
➢ 医药生物： 

◼ 意大利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破万 死亡631例（央视新闻，2020/3/11） 

当地时间3月10日18时许，意大利民防部门负责人、新冠病毒应急委员会专员安杰洛·博雷利在例行

疫情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意大利现存新冠肺炎病例8514例，其中重症病患877例；累计治愈1004人；

新增死亡病例168例，累计死亡631人。截至目前，意大利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10149例，较前一天

增加977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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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饮料： 

◼ 克明面业：3月份方便面订单已超40万箱（wind，2020/3/10） 

克明面业近期接受调研时表示，截至3月8日，3月份挂面累计订单已超6.5万吨，目前公司订单满足率

仍然不高。目前公司有44条生产线投入生产，加OEM的4条生产线，日产能合计达2160吨，产能相比

2019年底提升20%以上。3月份方便面累计订单超过40万箱，公司在延津的两条方便面生产线已满负荷

生产，产能相比2019年提升80%以上。不考虑新增订单，以现有产能，乐观估计未来一个月内能够把

未发订单完成发货。 

◼ 2019年酒类进口数据显示：葡萄酒市场仍具潜力 烈酒逆市飘红（wind，2020/3/10） 

近日，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酒类进出口商分会发布《2019年全年酒类进口数据》。数据显示，2019

年进口酒类市场继续下行。全年进口量15.9亿升，进口额50.1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40.1%和13.3%。

2019年葡萄酒进口总量6.1亿升，同比下跌10.91%；进口额24.3亿元，同比下跌14.8%。2019年烈酒进

口量1.1亿升，同比增长32.0%；进口额16.0亿美元，同比增长13.4%，占酒类进口总额32.0%。 

➢ 家电： 

◼ 新的空调国家能效标准将于7月实施 企业策略各异（第一财经，2020/3/10） 

新的空调国家能效标准原定将于2020年7月1日实施，现在听说有可能因疫情会延后两周实施。目前，

美的、格力的促销动作，一是激活市场，二是为了蓄客，甚至用口罩来换流量。但是空调业如果只打

价格战，对行业会是伤害，新能效、新风空调是升级的方向。 

➢ 农业： 

◼ 2月猪肉价格同比上涨135.2%（中研网，2020/3/10） 

3月10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2%，环比上涨0.8%，其中，

2月份食品价格上涨21.9%。非食品价格上涨0.9%。食品烟酒类价格同比上涨16.0%，影响CPI(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上涨约4.84个百分点。食品中，畜肉类价格上涨87.6%，影响CPI上涨约3.85个百分点，其

中猪肉价格上涨135.2%，影响CPI上涨约3.19个百分点。此前，2月22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司负责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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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表示，目前，除了猪肉、牛肉价格有所上涨外，其他品类价格涨幅明显回落。为保障肉类市场供应，

猪肉进口有了大幅增长，从1月到2月上旬，进口增长了3.5倍，近期已投放中央储备肉3.5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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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