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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行业动态&公司新闻 

“喝奶抗疫”成为市场刚需 乳企“跑马圈地”激战鲜奶市场 

今年前两月进口酒量额降幅超 25% 

巴西新榨季来临 白糖将继续承压走低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三只松鼠：发布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今世缘：发布关于投资入伙宜兴东证睿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 

三全食品：发布 2020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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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主产区生鲜乳

平均价为 3.70 元/公斤，环比持平，同比上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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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位小幅回落。

截至今年 3 月 27 日，全国 22 省仔猪、生猪、猪肉价格分别达到 135.47 元/

千克、35.03 元/千克、51.03 元/千克，分别同比变动 185.14%、131.37%、

129.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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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食品饮料板块上涨 3.19%，行业跑

赢市场 0.63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中游。其中，酒类上涨 4.50%，

饮料上涨 0.99%，食品上涨 0.81%。 

个股方面，科迪乳业、维维股份及嘉必优涨幅居前，金达威、有友食品及日

辰股份跌幅居前。 

 投资建议 

上月，食品饮料板块大幅跑赢市场，其中以调味品板块为首的细分子行业领

涨。白酒板块由于受到北向资金流出、疫情影响时间较长叠加供给层面相对

充足，高端白酒批价有所反复，带来板块整体反弹较弱。但是随着社会生产

生活逐渐步入正轨，批价已经出现回暖迹象。我们认为目前白酒板块估值优

势明显，行业天然属性仍存，加之疫情影响带来的集中度会进一步提升，未

来随着需求的进一步确认或会出现独立行情，建议积极配置。而必选消费品

目前整体存在由于确定性带来的估值溢价，整体估值中枢位于历史中位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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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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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优选成长性确定的细分领域龙头。综上，我们仍给予行业“看好”的投

资评级，推荐五粮液（600887）、涪陵榨菜（002507）、双汇发展（000895）

及百润股份（002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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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日报 

“喝奶抗疫”成为市场刚

需 乳企“跑马圈地”激

战鲜奶市场 

疫情期间，“喝奶抗疫”成为了市场刚需，尤其是营养价值极为丰富的鲜奶产品，

因其保质期短、更好地保留营养物质等属性，更是成为了消费者防控疫情的重要

物资。在此背景下，低温鲜奶销量一路上扬。过去，受制于奶源、冷链、渠道三

大门槛以及消费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低温鲜奶市场的布局者并不算多。而在 2019

年，“新鲜”已然成为了乳制品行业的关键词，光明乳业、君乐宝、安佳等中外乳

企纷纷推出了鲜奶产品。业内人士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对于鲜奶产业的发展无疑

是一剂催化剂，乳品消费需求将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低温鲜奶的需求持续放大，

未来将有更多的乳企“跑马圈地”激战鲜奶市场。2020 年初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

造成了全国乳品销售的下降，乳业遭遇销售渠道不畅通、终端库存压力大等一系

列难题。很多乳企预计今年上半年、特别是第一季度，营收和利润会受到影响。

不过，广大消费者在疫情中对营养健康、提高免疫力的关注度进一步提高，为消

费升级提供了新动能。 

 

新京报 
今年前两月进口酒量额

降幅超 25% 

4 月 3 日晚间，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酒类进出口商分会发布了今年 1 月至 2

月我国酒类进口统计数据。整体来看，今年前两月，受疫情冲击，进口酒类市场

中幅低开，量额降幅超 25%，各主要酒类均呈下行态势。其中，葡萄酒、啤酒量

额双降，且均为两位数跌幅；烈酒进口量同比微涨，但因均价同比下跌近 31%，

其进口额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保持的趋势性增长首次被打断，降幅超 28%。在葡萄

酒方面，今年 1 月-2 月，进口葡萄酒累计量额同比降幅均超 25%，较 2019 年全

年葡萄酒进口量额跌幅扩大超 10 个百分点，约占酒类进口总额的 58.3%。其中，

瓶装酒（含葡萄汽酒及装入不超过 10 升容器的鲜葡萄酿造的酒）量额降幅均超

20%，进口量 6308 万升，同比下降 25%，进口额 3.3 亿美元，同比下降 22%，

约占葡萄酒进口总额的 96%。散装酒今年前两月量额大幅低开，进口量 1539 万

升，同比下降 45%，进口额为 1389 万美元，同比下降 63%，约占葡萄酒进口总

额的 4%。 

 

亚汇网 

 

巴西新榨季来临 白糖将

继续承压走低 

当前的原油还在继续走下跌行情，海外疫情的确诊人数还在大幅增加，美油一度

下探至 19.27 美元/桶，国际原糖也出现了大幅的下跌，当前糖 5 号合约已经跌穿

10.5 美分/磅。随着巴西新榨季 4 月份已开始，新榨季的制糖比被调高的可能性很

大，巴西糖醇比升高后，全球食糖的供需缺口也将出现缩小，国内现货白糖虽然

受生产成本的支撑，但在较为便宜的进口原糖冲击下，进口量加大会对国内糖市

较为利空，白糖期货端短期内受情绪作用，将继续承压走低。现货方面，今日国

内白糖主产区现货报价情况，广西南华报价 5585-5670 元/吨，下调 20 元/吨，广

西东糖报价 5680-5720 元/吨，下调 20 元/吨，广西凤糖报价 5700-5720 元/吨，

下调 30 元/吨。南宁中间商报价 5660-5830 元/吨，柳州中间商报价 5710-5720

元/吨，报价均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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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783 三只松鼠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

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2020 年 4 月 2 日，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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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5.62 万元投资设立 4 家全资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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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 4 家全资子公

司的投资设立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是公司现有优势及资源在新领域的转化及

赋能，可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整体运营能力和创新研发能力。同时，新领域的开

拓为公司吸引更多的人才及覆盖更多的消费群提供了新的机遇，以此满足新场

景下用户的新体验，提升公司整体品牌价值及综合竞争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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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369 今世缘 

关于投资入伙宜兴

东证睿元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的公告 

为借助专业投资机构拓宽公司对外投资渠道，获取良好投资回报，江苏今世缘

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酉缘投资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酉缘投资”），投资入伙“宜兴东证睿元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证睿元”、“合伙企业”、“基金”）。根据《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属于关联交易。东证睿元由上海东方证券资

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证资本”或“普通合伙人”或“执行事务合伙

人”）牵头设立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目标总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3.1 亿元，

东证资本认缴出资 5950 万元，酉缘投资认缴出资 9000 万元，其余由东证资本

负责募集。酉缘投资与东证资本签订了《宜兴东证睿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合伙协议》，就具体认购事项包括合伙协议主要条款进行了商定。 

 

002216 三全食品 
2020年第一季度业

绩预告 

公司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4,909.18 万元–26,114.47 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520.00%-550.00%。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

为 10,200.55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预计为 14,708.63 万元至

15,913.92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的主要原因：1、报告

期内，公司通过产品结构调整，渠道质量改善，利润率得到较好恢复；2、报告

期内，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预计为 10,200.55 万元，其中主

要为郑州全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相关收益。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

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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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主产区生鲜乳平均

价为 3.70 元/公斤，环比持平，同比上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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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位小幅回落。截至今

年 3 月 27 日，全国 22 省仔猪、生猪、猪肉价格分别达到 135.47 元/千克、35.03

元/千克、51.03 元/千克，分别同比变动 185.14%、131.37%、129.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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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食品饮料板块上涨3.19%，行业跑赢市

场 0.63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中游。其中，酒类上涨 4.50%，饮料

上涨 0.99%，食品上涨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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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迪乳业、维维股份及嘉必优涨幅居前，金达威、有友食品及日辰股

份跌幅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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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迪乳业 53.08% 金达威 -9.12% 

维维股份 22.66% 有友食品 -6.84% 

嘉必优 13.21% 日辰股份 -6.22%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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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资建议 

上月，食品饮料板块大幅跑赢市场，其中以调味品板块为首的细分子行业领涨。

白酒板块由于受到北向资金流出、疫情影响时间较长叠加供给层面相对充足，高

端白酒批价有所反复，带来板块整体反弹较弱。但是随着社会生产生活逐渐步入

正轨，批价出现回暖迹象。我们认为目前白酒板块估值优势明显，行业天然属性

仍存，加之疫情影响带来的集中度会进一步提升，未来随着需求的进一步确认或

会出现独立行情，建议积极配置。而必选消费品目前整体存在由于确定性带来的

估值溢价，整体估值中枢位于历史中位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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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优选成长性确定的细分领域龙头。

综上，我们仍给予行业“看好”的投资评级，推荐五粮液（600887）、涪陵榨菜

（002507）、双汇发展（000895）及百润股份（002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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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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