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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情回顾： 

疫情发酵引发全球经济衰退担忧，消费抗跌分化。周一，沪深两市均大幅下挫，单日成交量萎缩至

七千亿以下，海外主要股票市场继续下挫，疫情全球蔓延引发全球经济危机担忧，食品饮料和医药生物

展现抗跌属性，食品及医药生物作为疫情必需品，展现抗跌属性实至名归，细分板块化学制剂及调味料

甚至实现正收益，家电板块跌幅较大，投资者注意控制仓位和风险。 

表 1 消费板块单日涨跌幅及走势分析（202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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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

农产品加工(申万) -1.28

饲料(申万) -4.94

渔业(申万) -4.28

种植业(申万) 0.88

畜禽养殖(申万) -3.90

动物保健(申万) -2.78

白色家电(申万) -5.02

视听器材(申万) -5.83

白酒(申万) -2.51

啤酒(申万) -1.79

软饮料(申万) -3.18

葡萄酒(申万) -3.81

黄酒(申万) -3.07

肉制品(申万) -2.65

调味发酵品(申万) 0.93

乳品(申万) -2.70

食品综合(申万) -3.28

化学原料药(申万) -3.95

化学制剂(申万) 0.08

中药(申万) -0.89

生物制品(申万) -1.77

医药商业(申万) -1.18

医疗器械(申万) -1.00

医疗服务(申万) -4.71

沪深300 -3.36

周一农林牧渔板块全天低位运行，收跌3.37%，跑平沪深300指数。大部分子
行业录得负收益，其中林业板块领跌5.74%，个股金健米业涨停，北大荒涨
停，天山生物、益生股份、保龄宝跌停。海外疫情仍在快速上升阶段，对全
球股市冲击仍在蔓延，建议短期注意风险。

周一家电板块跳空低开，全天维持弱势向下态势，整体成交量进一步萎缩，
整个板块跑输沪深300指数，黑电跌幅相对较小，厨电和白电跌幅较大，板
块仅有三只股票实现正收益，且均为消息面刺激影响，近期海外疫情扩散引
发全球经济衰退担忧，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周一食品饮料板块全天低位运行，收跌2.3%，跑赢沪深300指数1.06个百分
点。细分板块基本录得负收益，仅调味发酵品上涨0.93%，主要是海天味业
涨2.34%。食品综合领跌3.28%，乳品、肉制品、白酒跌幅均超2.5%。板块仍
受海外疫情持续爆发的抑制。

周一医药生物行业相对抗跌，整体下跌1.55%，跌幅最少。细分板块中，仅
化学制剂录得微幅正收益，其他板块均跟随大盘下跌。其中医疗服务跌幅最
大，整体下跌4.71%。中药跌幅相对较少，整体下跌小于1%。医疗服务龙头
公司跌幅较大。化学原料药跌幅仅次于医疗服务。医药龙头仅恒瑞医药和迈
瑞医疗表现相对强势，其他均有所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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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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上资金大额净流出。周二北上资金净流出 79.99 亿元，除药明康德、迈瑞医疗等少数出现净流入，

其他消费龙头白马均遭遇抛盘，贵州茅台净流出 11.95亿元，恒瑞医药和伊利股份等均出现大额净流出。 

表 2 沪深港通资金前十大成交股中的消费股（2020/3/23）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3、重要公告： 

➢ 医药生物： 

◼ 华兰生物（002007）：2019年年报（2020/3/24） 

公司2019年实现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分别为37.00亿元和12.83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5%和12.63%。 

◼ 基蛋生物（603387）：2019年年报（2020/3/24） 

公司2019年实现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分别为9.68亿元和3.4亿元，分别同比增长41%和36%。 

◼ 翰宇药业（300199）：关于依替巴肽注射液获得美国FDA注册批件的公告（2020/3/24） 

公司近日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签发的依替巴肽注射液上市许可批准。依替巴肽又名

爱啡肽，适应症为抗凝血（抗血小板聚集），用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 

◼ 乐普医疗（300003）：关于动态心电人工智能分析软件AI-ECG Tracker获得美国FDA批准的提示性

公告（2020/3/24） 

公司AI事业部下属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凯沃尔电子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基于AI算法的动态心电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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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11.95亿 2.59亿 14.54亿

600276 恒瑞医药 2.67% -6.11亿 3.21亿 9.31亿

600887 伊利股份 -2.96% -6.04亿 6923.63万 6.73亿

603259 药明康德 -6.05% 3.87亿 5.44亿 1.57亿

601888 中国国旅 -4.56% -2.79亿 9152.01万 3.70亿

000858 五粮液 -3.69% -3.64亿 4.67亿 8.31亿

000651 格力电器 -4.56% -2.86亿 2.26亿 5.12亿

300760 迈瑞医疗 2.78% 8007.63万 3.68亿 2.88亿

000333 美的集团 -5.20% -1.75亿 2.35亿 4.10亿

002714 牧原股份 -4.46% 1664.73万 2.75亿 2.59亿

沪股通

深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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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分析软件 AI-ECG Tracker 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注册批准。 

➢ 食品饮料： 

◼ 青岛啤酒（600600）：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0/3/24） 

本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1350万股限制性股票，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9993%。本计划涉及的首次授予

部分激励对象不超过660人，占公司2018年底在职员工总数的1.68%，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其他公司核心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和核心骨干人员。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21.73元。 

◼ 三全食品（002216）：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2020/3/24）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大股东陈泽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冬雨女士的《减持计划告知函》。计划自本

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陈泽民先生

与其一致行动人李冬雨女士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2,379,23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80%）。 

➢ 家电： 

◼ 创维数字（000810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2020/3/23）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89,562.41 万元，同比增长9.17%，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63,200.21万元，

同比增长90.56%。 

 

➢ 农林牧渔： 

◼ 仙坛股份（002746 ）：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2020/3/2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3,338.71万元，同比增长37.07%；营业利润107,454.09万元，较上年度

同期增长150.05%；利润总额107,223.58万元，较上年度同期增长153.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100,066.53万元，较上年度同期增长148.95%；基本每股收益2.16元，较上年度同期增长148.28%，

其利润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与去年同期相比，公司产品销售价格同比上升，导致营业利润、利润总

额及净利润较上年度大幅增加。 

4、重要行业新闻： 
➢ 医药生物： 

◼ 海外新冠肺炎疫情数据：累计确诊29.11万人，现有确诊25.07万人（腾讯，2020/3/24） 

截至3月24日7点，海外累计确诊29.11万人，现有确诊25.07万人，累计治愈2.73万人，累计死亡1.31万

人。其中意大利、美国、西班牙、德国、伊朗分别新增确诊4789、8000、4517、1875和1411人，分别

累计确诊6.39万人、4.32万人、3.31万人、2.91万人和2.30万人，分别死亡6077、583、2182、123和1812

人。 

◼ 国内疫情进展：3月23日新增78例，其中境外输入74例（国家卫建委，202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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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8例，新增死亡病

例7例(湖北7例)，新增疑似病例35例。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456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769

人，重症病例减少176例。3月23日0—24时，新增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74例(北京31例，广东14例，

上海9例，福建5例，天津4例，江苏3例，浙江2例，四川2例，山西、辽宁、山东和重庆各1例)。截至3

月23日24时，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427例。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576例：香港特别

行政区356例(出院101例，死亡4例)，澳门特别行政区25例(出院10例)，台湾地区195例(出院29例，死

亡2例)。 

➢ 食品饮料： 

◼ 川酒2019年业绩亮眼，营收2653亿，产量接近全国一半（糖酒快讯，2020/3/23） 

3月20日，四川省在泸州召开2020年全省优质白酒产业振兴发展推进会。会议透露，2019年四川省累

计生产白酒366.8万千升，同比增长3.6%，占全国的46.7%。全省规上企业共完成主营业务收入2653亿

元，同比增长12.7%；实现利润448.8亿元，同比增长31.0%。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分别占全省工业营

收、利润的6.1%、15.5%，对全省工业贡献率分别达7.6%、38.5%。 

◼ 苏宁2019酒类销售增长155%（糖酒快讯，2020/3/23） 

苏宁超市发布2019年度酒水消费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苏宁好酒全渠道销售同比增长155%。其中，

白酒、啤酒、葡萄酒销售分别同比增长164%、191%、70%。纵观整年，家乐福、飞天茅台酒、全场

景等成2019年苏宁酒水关键词。 

➢ 家电： 

◼ “宅经济”助攻 智能电视迎来第二春（北京商报，2020/3/23） 

TCL电子旗下雷鸟科技星云大数据平台发布的《TCL电视春节假期数据报告》显示，2020年1月24-2月

23日，TCL电视日均开机时长达到7.9小时，同比提升35%；开机日活同比增长45%。春节期间存量用

户同比增长177%，会员开通量环比增长33%。 

➢ 农业： 

◼ 2020年草地贪夜蛾形势严峻_证券时报网（wind，2020/3/23） 

目前草地贪夜蛾主要集中于南方（包括云南、广西、广东等地），受灾程度上来说处于初级阶段，主

要是由于南方冬播玉米量并不是特别大，到三月底的春播将开始大规模要种植玉米，此时草地贪夜蛾

的扩散速度在南方将加快，因为食物源得到了扩充，我们认为一阶段危害集中期预计在4月左右。之

后草地贪夜蛾向北迁飞，进入黄淮平原，此时玉米正好处于苗期，然后赶到东北的时候应该在喇叭口

期，预计进入二阶段危害期，时间在6月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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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