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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行业动态&公司新闻 

多家酒企实施技改 加速扩产能智能化改造 

飞鹤健合 2019 年业绩齐增长 奶粉业强者愈强 

原奶上市公司集体扭亏国际奶价波动仍需提防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加加食品：发布关于公司董事长辞职及补选董事的公告 

三只松鼠：发布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青岛啤酒：发布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行业重点数据跟踪 

乳制品方面，生鲜乳价格保持平稳。截至 2020 年 3 月 18 日，主产区生鲜乳

平均价为 3.77 元/公斤，环比持平，同比上涨 5.3%。 

肉制品方面，仔猪、生猪、猪肉价格 2018 年年初开始下跌，至 2019 年 5 月

份跌至相对低点，随后开始探底回升并且延续涨价趋势，目前高位回落之后

已反弹至前期高点。截至今年 3 月 20 日，全国 22 省仔猪、生猪、猪肉价格

分别达到 127.66 元/千克、36.44 元/千克、50.42 元/千克，分别同比变动

208.28%、138.17%、128.14%，中期来看猪价整体仍将维持高位。 

 本周市场表现回顾 

近五个交易日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37%，食品饮料板块上涨 5.61%，行业跑

赢市场 3.24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第二。其中，酒类上涨 5.75%，

饮料上涨 4.13%，食品上涨 6.24%。 

个股方面，庄园牧场、桂发祥以青岛啤酒涨幅居前，麦趣尔、贝因美以及重

庆啤酒跌幅居前。 

 投资建议 

本周，海外市场环境有所好转北向资金出现回流，叠加高端白酒批价止跌回

升，食品饮料板块率先开始反弹。我们重申，此次疫情虽属于突发性事件，

但是中期确实会对绝大部分企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并且不存在补偿性需求，

对于这一观点需要客观理性看待。但从长期来看，食品饮料行业大部分具有

必选消费的属性，且现金流良好，在产品、品牌、渠道的三重护城河下将实

现恢复性增长。同时，此次事件或将加速中小企业出清，使龙头企业集中度

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强者恒强的局面将更加清晰。分行业看，可选消费受到

疫情影响时间跨度或超预期，但是行业长期逻辑仍然向好，当前时点建议逢

 
 

行

业

研

究 

 

证

券

研

究

报

告 

 

 

行

业

周

报 

[Table_Author] 证券分析师 

刘瑀 

022-23861670 

liuyu@bhzq.com 
 

[Table_Contactor]  [Table_IndInvest] 子行业评级 

酒类 中性 

饮料 中性 

食品 看好 
 

[Table_StkSuggest] 重点品种推荐 

  涪陵榨菜 

双汇发展 

增持 

增持 

桃李面包 增持 

汤臣倍健 增持 

  

 
 

 

 

[Table_IndQuotePic] 最近一季度行业相对走势 

 

 

[Table_Doc] 相关研究报告 

 
 

-0.06  

0.08  

0.22  

0.36  

0.50  

12/18 01/19 02/19 03/19 04/19 05/19 06/19 

食品饮料 沪深300 



                                      食品饮料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2 of 12 

 

低配置。大众食品方面，由于具有必选消费属性，一季度受到的影响较小并

且部分个股已经表现出较大的业绩弹性，随着时间推移必选消费的投资逻辑

将转向长期，且需要密切关注季报窗口期，建议优选确定性及成长性兼具的

细分领域龙头。综上，我们暂给予行业“中性”的投资评级，推荐涪陵榨菜

（002507）、双汇发展（000895）、桃李面包（603866）以及汤臣倍健

（30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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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 
多家酒企实施技改 加速

扩产能智能化改造 

近期，多家酒企相继宣布技改计划，以包括泸州老窖、古井贡酒、古越龙山等为

代表的一批知名酒企布局产能扩充、智能化改造等项目。对此，部分业内人士认

为，长期以来，我国中低端白酒产能过剩，高端优质基酒始终处于产能不足的状

态，基于这样的背景，产品和结构升级成为当下行业刚需，而实现产业升级也势

必会成为企业进行技改的动力。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也进一步催生了我国围绕名

酒企为中心的产区概念走强，未来优质基酒生产能力或将可成为制约酒企发展的

关键因素。从酒企方面这一系列动态可以看出，此轮技改集中于知名酒企，在这

新一轮的产能扩张规划中，企业大多聚焦于优质高端酒的智能化技术改造，覆盖

了从酿造包装到物流配送的全生产链。对此，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目前，智能

化技改项目服务于酒类的智能制造，数字化、智能化是这一轮新基建的整体趋势，

也是在当下 5G 和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下，企业所做出的应时应适之举。 

 

第一财经 
飞鹤健合 2019年业绩齐

增长 奶粉业强者愈强 

婴幼儿配方奶粉行业也进入到挤出式增长阶段。23 日晚，中国飞鹤（06186.HK）

和健合集团（01112.HK）两家乳企分别公布了全年业绩，至此大部分婴幼儿配方

奶粉企业业绩已出炉，虽然国内出生人口已连降 3 年，市场总量萎缩，但大品牌

依然保持高速增长，行业挤出式增长趋势明显，头部企业市场份额持续增长，部

分中小奶粉企业则开始“卖身求生”。中国飞鹤财报显示，2019 年收入 137.2 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2%，净利润为 39.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75.5%。尼尔

森数据显示，中国飞鹤 2019 年市场份额占整体市场份额为 11.9%，也是国内最

大的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企业。记者注意到，已有包括澳优（01717.HK）、君乐

宝乳业、贝因美（002570.SZ）等多家奶粉企业公布了 2019 年业绩或业绩快报，

整体来看，虽然业内认为出生人口下滑导致国内奶粉市场整体容量减少了超过 1

成，但大品牌的增长依然还在提速，存量竞争之下，中小品牌的日子就变得更加

难过。 

 

第一财经 

 

原奶上市公司集体扭亏

国际奶价波动仍需提防 

在连续亏损 3 年之后，国内主要的原奶企业终于翻身。23 日深夜，国内最大的原

奶企业现代牧业（01117.HK）公布了全年业绩，随着奶价上涨，终于在连续亏损

后由亏转盈，净利润为 3.5 亿元人民币。此前国内多家原奶企业也发布业绩预告，

净利润都集体转正。不过行业内也提醒，目前国际奶价波动尚存不确定性，行业

仍需提防。在业界看来，固然原奶企业集体扭亏有下游企业“托底”的功劳，但

原奶收购价格的上涨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根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显示，内蒙古、河

北等 10 个奶牛主产省（区）生鲜乳平均价格从 2019 年初的 3.5 元/公斤启动，到

2 月份平均价格上涨至 3.82 元/公斤。一直以来，进口奶源属于国内奶源的补充，

但国内奶源先天不足、成本较高，因此一旦出现两者价格相差过大，进口奶源就

会大量倒灌进来，对国内奶价形成冲击。不过专业乳业机构荷斯坦分析师豆明表

示，过去原油价格和国际奶价确实存在关联关系，但在与多方讨论后发现，这一

次属于特殊情况，现在还很难去判断未来的国际奶价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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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50 加加食品 

关于公司董事长辞

职及补选董事的公

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

收到公司董事长兼副总经理杨旭东先生书面辞呈，由于个人身体原因，杨旭东

先生申请辞去所担任的公司董事长、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及副总经

理职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次杨旭东先生辞去董事职务将导

致公司董事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申请将在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董

事后生效。公司副董事长李红霞女士将代为履行董事长职责，直至董事长选举

产生之日止。杨旭东先生辞去相应职务不会对公司及董事会日常运作产生影响。

经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提名莫文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附后），任期自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300783 三只松鼠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

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2020 年 3 月 20 日，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司基于

战略发展需要，拟使用自有资金 2.4 亿元设立 5 家全资子公司，并由设立完成

后的三只松鼠供应链管理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即公司的全资孙公司三只松鼠

华东供应链管理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不

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及后续设立全资孙公司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

需要，有利于提升公司品牌形象和品牌价值，增强各子公司协同效应，进一步

深入主业及拓展公司发展空间，提高整体竞争力。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

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600600 青岛啤酒 
A 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 

2006 年，根据公司股改方案，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作出承诺：在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完成后，原国有控股股东青岛市国资委将建议青岛啤酒董事会制定包括股权

激励在内的长期激励计划。2014 年 6 月 25 日，接公司控股股东青岛啤酒集团

有限公司（“青啤集团”）通知，为使公司管理层与股东、公司之间利益更好的

结合，并履行股改承诺及监管要求，青啤集团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于

2020 年 6 月底前推进上市公司提出管理层长期激励计划。本计划拟向激励对象

授予 1,350 万股限制性股票，约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总股本 135,098.2795

万股的 0.9993%。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 21.73 元，即

满足授予条件后，激励对象可以每股 21.73 元的价格购买公司向激励对象增发

的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期的 3 个会计

年度中，分年度进行考核并解除限售，以达到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除限

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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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鲜乳价格保持平稳。截至 2020 年 3 月 18 日，主产区生鲜乳平均

价为 3.77 元/公斤，环比持平，同比上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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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年初开始下跌，至 2019 年 5 月份跌

至相对低点，随后开始探底回升并且延续涨价趋势，目前高位回落之后已反弹至

前期高点。截至今年 3 月 20 日，全国 22 省仔猪、生猪、猪肉价格分别达到 127.66

元/千克、36.44 元/千克、50.42 元/千克，分别同比变动 208.28%、138.17%、

128.14%，中期来看猪价整体仍将维持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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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食品饮料板块上涨5.61%，行业跑赢市

场 3.24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第二。其中，酒类上涨 5.75%，饮料

上涨 4.13%，食品上涨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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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园牧场、桂发祥以青岛啤酒涨幅居前，麦趣尔、贝因美以及重庆啤

酒跌幅居前。 

表 3：cs 食品饮料行业内个股涨跌幅 

涨跌幅前五名 周涨跌幅（%） 涨跌幅后五名 周涨跌幅（%） 

庄园牧场 24.95% 麦趣尔 -12.34% 

桂发祥 18.24% 贝因美 -4.75% 

青岛啤酒 17.76% 重庆啤酒 -4.48%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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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资建议 

本周，海外市场环境有所好转北向资金出现回流，叠加高端白酒批价止跌回升，

食品饮料板块率先开始反弹。我们重申，此次疫情虽属于突发性事件，但是中期

确实会对绝大部分企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并且不存在补偿性需求，对于这一观

点需要客观理性看待。但从长期来看，食品饮料行业大部分具有必选消费的属性，

且现金流良好，在产品、品牌、渠道的三重护城河下将实现恢复性增长。同时，

此次事件或将加速中小企业出清，使龙头企业集中度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强者恒

强的局面将更加清晰。分行业看，可选消费受到疫情影响时间跨度或超预期，但

是行业长期逻辑仍然向好，当前时点建议逢低配置。大众食品方面，由于具有必

选消费属性，一季度受到的影响较小并且部分个股已经表现出较大的业绩弹性，

随着时间推移必选消费的投资逻辑将转向长期，且需要密切关注季报窗口期，建

议优选确定性及成长性兼具的细分领域龙头。综上，我们暂给予行业“中性”的

投资评级，继续推荐涪陵榨菜（002507）、双汇发展（000895）、桃李面包（603866）

以及汤臣倍健（30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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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