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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量研究 

宏观定期：贷款需求回落，稳增长压力倍增 

2019 年 10 月 24 日，央行发布了 2019 年第三季度企业家、银行家和城

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目前企业盈利能力依然较弱，未来经济依

然存在下行压力。贷款需求回落，货币政策宽松预期再起。2019 年三季度贷

款需求指数从 2019 年一季度开始出现小幅回落，从 2019 年一季度的 70.4%

下降至三季度的 65.9%，下降了 4.5 个百分点。分项来看，制造业和基建贷

款增速出现小幅回落，成为拉动贷款需求回落的重要动力。随着贷款需求回

落，银行盈利指数保持稳定，银行业景气指数较一季度下降 1 个百分点。总

体来看，贷款需求回落，银行景气度下降。在全球流动性持续宽松背景下，

央行货币政策整体保持稳定，未来银行家对货币政策宽松预期比重提高了

4.4 个百分点，也就意味着银行家预计四季度货币政策将会比三季度有所宽

松。 

策略研究：北上资金流入放缓，产业资本减持增加 

上周 A 股市场资金合计净流出 120.98 亿元，前一期 A 股市场资金合计

净流入 80.79 亿元，资金面环比下降，主要原因是产业资本大幅减持和公募

基金发行金额减少。 

公司研究 

利尔化学：前三季度业绩符合预期，具有长期发展潜力 

看好公司有成为全球草铵膦龙头潜力，维持“强烈推荐”评级。我们预

计公司 2019-2021 年净利润分别为 3.08、4.35、6.25 亿，当前股价对应 PE

为 19、14、10 倍，公司短期业绩受草铵膦价格低迷影响较大，但未来在草

铵膦产能及成本方面均有较大提升空间，同时唑啉草酯、氯虫苯甲酰胺等系

列新产品也将拓宽公司发展道路，维持“强烈推荐”评级。 

顺鑫农业：白酒业务稳增趋势不变，包材及费用确认致业绩波动 

2019Q3 收入增速符合预期，维持“强烈推荐”评级。公司公布 2019 年

三季报，实现营收 110.62 亿元/+20.19%；归母净利润 6.65 亿元/+23.93%。

2019Q3 实现营收 26.46 亿元/+34.25%；归母净利润 0.17 亿元/-69.71%，主要

系高基数下费用确认节奏影响及包材价格上升导致白酒板块毛利率下降所

致。预收账款 48.26 亿元，同比增长 56%，环比下降 3%；前三季度收入+预

收款 158.88 亿元/+29%。基于公司白酒业务稳健增长，包材涨价致成本大幅

度增加，我们调高 2019 年收入预测，同时调低 2019 年盈利预测，调整前预

计公司 2019~2021 年归母净利润 12.07/15.32/18.48 亿元，调整后分别为

9.33/11.03/12.65 亿元，同比增长 25.4%/18.2%/14.7% ，对应 EPS 为

1.26/1.49/1.71 元。当前股价对应 2019~2020 年的 PE 为 42.7/36.2/31.5 倍。京

味符合“新市民”诉求，培育更高 30-50 元价位段产品或致阶段性费用抬升，

“牛二”持续受益低线光瓶酒集中度提升趋势不变，维持“强烈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政策转向；外部环境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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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涨跌幅（日度）  
涨跌幅前五  涨跌幅后五  

计算机 6.06% 银行 -0.6% 

传媒 3.28% 房地产 -0.39% 

通信 3.17% 家用电器 0.12% 

电子 2.18% 农林牧渔 0.16% 

轻工制造 1.78% 建筑材料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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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容摘要 

总量研究 

宏观定期：贷款需求回落，稳增长压力倍增 

2019 年 10 月 24 日，央行发布了 2019 年第三季度企业家、银行家和城镇储户

问卷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目前企业盈利能力依然较弱，未来经济依然存在下行压

力。贷款需求回落，货币政策宽松预期再起。2019 年三季度贷款需求指数从 2019

年一季度开始出现小幅回落，从 2019 年一季度的 70.4%下降至三季度的 65.9%，下

降了 4.5 个百分点。分项来看，制造业和基建贷款增速出现小幅回落，成为拉动贷

款需求回落的重要动力。随着贷款需求回落，银行盈利指数保持稳定，银行业景气

指数较一季度下降 1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贷款需求回落，银行景气度下降。在全

球流动性持续宽松背景下，央行货币政策整体保持稳定，未来银行家对货币政策宽

松预期比重提高了 4.4 个百分点，也就意味着银行家预计四季度货币政策将会比三

季度有所宽松。 

企业盈利压力较大，稳增长压力倍增。目前微观主体中对经济未来走向预期

趋同，尤其是企业部门盈利和景气指数均出现了下行，除了小微企业，大中型企业

贷款需求均出现回落。银行家感受的贷款需求回落，银行景气度和盈利能力均出现

下行，企业短期受制于需求疲软，盈利下滑，但在减税降费政策下，居民得到实实

在在的实惠，消费能力增强。但四季度扩内需仍需加码，通过激活多层次消费需求，

进一步出台稳增长措施，才能真正提高居民收入和就业预期，实现经济转型和高质

量发展。 

策略研究 

北上资金流入放缓，产业资本减持增加 

上周 A 股市场资金合计净流出 120.98 亿元，前一期 A 股市场资金合计净流入

80.79 亿元，资金面环比下降，主要原因是产业资本大幅减持和公募基金发行金额

减少。 

陆港通资金：净流入 35.03 亿元，大幅增持金融和消费。上周陆股通净流入 35.03

亿元（前值净流入 96.05 亿元），其中深股通净流入 28.07 亿元（前值净流入 69.74

亿元），沪股通净流入 6.96 亿元（前值净流入 26.31 亿元）。从资金净流入的行业来

看，陆股通资金上周净流入金额较高的行业为非银金融、家用电器、有色金属、化

工和农林牧渔，分别净流入 10.77、6.13、3.11、1.86、0.66 亿元；资金净流出较高

的行业为银行、交通运输、房地产、医药生物和电子，分别净流出 15.57、5.30、

4.05、1.55、0.69 亿元。 

融资余额：融资余额小幅上升，两融交易活跃度下降。截至 10 月 25 日，融资

余额为 9508.02 亿元，较上周上升 36.79 亿元（前值上升 27.04 亿元），较前值上升

幅度小幅上升。上周两融日均交易金额为 309.89 亿元，前值 365.82 亿元；上周融

资融券交易额占比全部 A 股成交额均值为 8.30%，前值 9.42%，两融交易占比较前

值略有下降。 

基金发行：上周公募基金发行金额环比下降。上周公募基金发行 14.65 亿元，

前值金额为 141.72 亿元，周发行金额环比下降。截止 10 月 26 日，公募基金 10 月

累计发行 222.39 亿元，与 9 月同期累计发行 817.98 亿元相比资金规模下降。 

产业资本：上周产业资本减持金额上升。上周产业资本净减持 165.51 亿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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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产业资本净减持 31.76 亿元）。分板块来看，主板净减持 148.94 亿元，中小板

净减持 9.61 亿元，创业板净减持 6.96 亿元，三大板块减持金额均上升。 

IPO 发行：上周 IPO 募资至 5.21 亿元。上周 IPO 募集资金为 5.21 亿元，前值

募集资金 108.77 亿元。本周预计 3 家公司上市发行，预计募集资金为 24.84 亿元。 

主要指数基金申赎情况。上周创业板、中证 500 指数、沪深 300 以及上证 50

基金净申购金额分别为-4.69、4.19、-1.44、13.70 亿元，合计净赎回 11.77 亿元。相

比上周创业板、中证 500、沪深 300 和中证 50 净申购-15.40、-1.10、-6.68、3.01 亿

元，总计净赎回 20.17 亿元，小幅减少。 

市场资金价格情况。上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逆回购 5900 亿元，逆回购到期量

300 亿元。资金价格方面，短期利率小幅上升，上周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

（R007）和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DR007）分别上升 11.08、-3.84 个

BP 报 2.9115%、2.6613%。SHIBOR 隔夜、1 周、2 周及 1 个月利率分别上升 3.60、

0.20、18.30 和 4.80 个 BP。长端利率小幅上升，国债到期收益率 1 年期、10 年期

利率分别上升 5.26、5.02 个 BP 报 2.6204%、3.2372%。 

公司研究 

利尔化学：前三季度业绩符合预期，具有长期发展潜力 

事件：公司发布三季报：2019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30.24 亿，同比增长

9.04%，归母净利润 2.34 亿，同比下降 44.02%。看单季度，2019 年第三季度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9.72 亿，环比下降 6.09%，归母净利润 0.75 亿，环比下滑 22.58%，

同时公司预计 2019 年全年将实现净利润 2.31-4.04 亿，同比下滑 30%-60%。 

草铵膦行业景气低迷拖累公司业绩，同比下滑在预期之内。2019 年年初以来，

草铵膦价格始终处于下降通道，产品价格由年初约 20 万/吨，下滑至目前不到 11

万/吨，降幅约 50%，使得公司销售毛利率下降 5.94 个百分点，加上广安项目投产

延后，公司业绩同比下滑在预期之内。第三季度通常为除草剂销售淡季，公司收入

及净利润环比均有所下降。费用方面，公司销售及管理费用基本持平，由于对广安

项目的投入，公司研发费用及财务费用同比分别增加约 6049、5966 万，也是导致

业绩下滑的因素之一。 

看好公司有成为全球草铵膦龙头潜力，维持“强烈推荐”评级。目前草铵膦价

格已处于历史低点，对于部分企业已降至其成本附近，未来价格下滑的空间不大。

公司是全球少数几家具备草铵膦规模化生产能力的企业，广安项目的实施不仅将大

幅提升公司草铵膦产能，新工艺的应用有望进一步降低草铵膦生产成本，公司也正

积极推荐 L-草铵膦的研究。草铵膦在替代百草枯及草甘膦方面市场前景广阔，看

好公司有成为全球草铵膦龙头的潜力。 

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净利润分别为 3.08、4.35、6.25 亿，当前股价对应

PE 为 19、14、10 倍，公司短期业绩受草铵膦价格低迷影响较大，但未来在草铵膦

产能及成本方面均有较大提升空间，同时唑啉草酯、氯虫苯甲酰胺等系列新产品也

将拓宽公司发展道路，维持“强烈推荐”评级。 

顺鑫农业：白酒业务稳增趋势不变，包材及费用确认致业绩波动 

2019Q3 收入增速符合预期，维持“强烈推荐”评级公司公布 2019 年三季报，

实现营收 110.62 亿元/+20.19%；归母净利润 6.65 亿元/+23.93%。2019Q3 实现营收

26.46 亿元/+34.25%；归母净利润 0.17 亿元/-69.71%，主要系高基数下费用确认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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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影响及包材价格上升导致白酒板块毛利率下降所致。预收账款 48.26 亿元，同比

增长 56%，环比下降 3%；前三季度收入+预收款 158.88 亿元/+29%。基于公司白酒

业务稳健增长，包材涨价致成本大幅度增加，我们调高 2019 年收入预测，同时调

低 2019 年盈利预测，调整前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归母净利润 12.07/15.32/18.48

亿元，调整后分别为 9.33/11.03/12.65 亿元，同比增长 25.4%/18.2%/14.7%，对应

EPS 为 1.26/1.49/1.71 元。当前股价对应 2019~2020 年的 PE 为 42.7/36.2/31.5 倍。

京味符合“新市民”诉求，培育更高 30-50 元价位段产品或致阶段性费用抬升，“牛

二”持续受益低线光瓶酒集中度提升趋势不变，维持“强烈推荐”评级。 

白酒业务稳增，猪肉业务营收快速增长 2019Q3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46亿元，

同增 34.25%，增速创 3 年来最好水水平。除白酒业务稳定增长外，预计占比约 18%

的猪肉板块贡献较大，2019Q3 北京生猪价格同比增长 27.6%。白酒板块方面，2019

年公司坚持深分销、调结构、树样板策略，以创意堂等大商为依托，发挥渠道高毛

利、高周转优势，加大阜外市场开拓，预计长三角、珠三角板块市场仍保持 40%以

上增长。 

“牛二”深耕低线光瓶酒，受益集中度提升趋势不变。传统光瓶酒市场总容量预

计 800 亿左右，有容量大、品牌多、集中度低等特点，而量跌价增的持续升级趋势

已然得到验证，全国范围内大众光瓶酒呈现 3 个核心价位段，15 元、30 元和 50 元，

牛二以京味文化及品质优势深耕全国，已然成为 15 元价位段大单品。当然，未来

突破消费认知，以特制、珍品、百年等产品线拉升品牌认知，也必然伴随费用前臵

投入。 

包材价格上涨带动毛利率下降，费用确认拖累三季度盈利能力报告期内公司毛

利率 34.91%，同降 3.24pct，主要系 2018Q3 以来环保因素致玻瓶和保装纸价格大

幅度上升，白酒板块成本提升，叠加低毛利猪肉板块快速增长所致。两费方面，

2019Q1-Q3销售费用率 9.33%，同降 1.16pct；其中 2019Q3销售费用 1.76亿元/+109%，

销售费用率 7.6%，同升 2.4pct，主要系新品推广，市场费用投放加大，叠加确认部

分赞助费用所致；管理费用率 5.45%，同降 0.46pct。净利率 6.07%，同升 0.42pct。

2019Q3 现金回款 30.80 亿元/+40%，增速创 2017 年以来最好水平。 

2、 总量研究 

2.1、 宏观定期：宏观定期：贷款需求回落，稳增长压力倍增 

2019 年 10 月 24 日，央行发布了 2019 年第三季度企业家、银行家和城镇储户

问卷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目前企业盈利能力依然较弱，未来经济依然存在下行压

力。 

贷款需求回落，货币政策宽松预期再起。2019 年三季度贷款需求指数从 2019

年一季度开始出现小幅回落，从 2019 年一季度的 70.4%下降至三季度的 65.9%，下

降了 4.5 个百分点。分项来看，制造业和基建贷款增速出现小幅回落，成为拉动贷

款需求回落的重要动力。随着贷款需求回落，银行盈利指数保持稳定，银行业景气

指数较一季度下降 1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贷款需求回落，银行景气度下降。在全

球流动性持续宽松背景下，央行货币政策整体保持稳定，未来银行家对货币政策宽

松预期比重提高了 4.4 个百分点，也就意味着银行家预计四季度货币政策将会比三

季度有所宽松。 

企业盈利和景气指数下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在内外需持续低迷之下，企业

销货款回笼指数继续下滑，比二季度下滑 0.5 个百分点，企业盈利指数环比下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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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比 2018 年同期低 3.6 个百分点，可见在内外需较弱的背景下，企业经

营状态在二季度之后继续恶化，企业状况变差的占比环比上升 1.8 个百分点，企业

亏损或减少盈利的占比环比上升 1.6 个百分点，企业经营景气度在二季度创出新高

后出现下滑显示短期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受 PPI 持续下行影响，原材料购进价格感

受指数降至 56.3%，环比下降 2.4 个百分点，比 2018 年同期下降 8 个百分点；产品

销售价格感受指数降至 45.7%，环比下降 1.6 个百分点，比 2018 年同期下降 5.2 个

百分点，可见随着逆周期政策持续加码，虽然企业的资金周转指数表现较好，但企

业家对未来经济发展信心有所下降，未来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居民消费意愿增强，购房意愿会进一步下行。在减税降费政策下，通过个人所

得税减免，居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2019 年三季度居民当期收入感受指数环比

回升 1.1 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比较上季回升 1.3 个百分点；倾

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较上季下降 1 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投资”的居民较上

季下降 0.4 个百分点。消费中，居民倾向于教育(31.5%)、旅游（30.6%）和医疗保

健(25.8%)，未来三个月居民购车和大额商品支出意愿与年初持平，旅游成为居民

消费新的增长点。随着“房住不炒”理念不断深入人心，50.3%的居民预期房价保

持不变，9.8%的居民预期四季度房价会继续下降，未来居民购房意愿会进一步下行，

将更多资金用于消费。 

企业盈利压力较大，稳增长压力倍增。目前微观主体中对经济未来走向预期趋

同，尤其是企业部门盈利和景气指数均出现了下行，除了小微企业，大中型企业贷

款需求均出现回落。银行家感受的贷款需求回落，银行景气度和盈利能力均出现下

行，企业短期受制于需求疲软，盈利下滑，但在减税降费政策下，居民得到实实在

在的实惠，消费能力增强。但四季度扩内需仍需加码，通过激活多层次消费需求，

进一步出台稳增长措施，才能真正提高居民收入和就业预期，实现经济转型和高质

量发展。 

风险提示：政策转向；外部环境恶化。 

2.2、 策略研究：北上资金流入放缓，产业资本减持增加 

上周 A 股市场资金合计净流出 120.98 亿元，前一期 A 股市场资金合计净流入

80.79 亿元，资金面环比下降，主要原因是产业资本大幅减持和公募基金发行金额

减少。 

陆港通资金：净流入 35.03 亿元，大幅增持金融和消费。上周陆股通净流入 35.03

亿元（前值净流入 96.05 亿元），其中深股通净流入 28.07 亿元（前值净流入 69.74

亿元），沪股通净流入 6.96 亿元（前值净流入 26.31 亿元）。从资金净流入的行业来

看，陆股通资金上周净流入金额较高的行业为非银金融、家用电器、有色金属、化

工和农林牧渔，分别净流入 10.77、6.13、3.11、1.86、0.66 亿元；资金净流出较高

的行业为银行、交通运输、房地产、医药生物和电子，分别净流出 15.57、5.30、

4.05、1.55、0.69 亿元。 

融资余额：融资余额小幅上升，两融交易活跃度下降。截至 10 月 25 日，融资

余额为 9508.02 亿元，较上周上升 36.79 亿元（前值上升 27.04 亿元），较前值上升

幅度小幅上升。上周两融日均交易金额为 309.89 亿元，前值 365.82 亿元；上周融

资融券交易额占比全部 A 股成交额均值为 8.30%，前值 9.42%，两融交易占比较前

值略有下降。 

基金发行：上周公募基金发行金额环比下降。上周公募基金发行 14.6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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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值金额为 141.72 亿元，周发行金额环比下降。截止 10 月 26 日，公募基金 10 月

累计发行 222.39 亿元，与 9 月同期累计发行 817.98 亿元相比资金规模下降。 

产业资本：上周产业资本减持金额上升。上周产业资本净减持 165.51 亿元（前

一期产业资本净减持 31.76 亿元）。分板块来看，主板净减持 148.94 亿元，中小板

净减持 9.61 亿元，创业板净减持 6.96 亿元，三大板块减持金额均上升。 

IPO 发行：上周 IPO 募资至 5.21 亿元。上周 IPO 募集资金为 5.21 亿元，前值

募集资金 108.77 亿元。本周预计 3 家公司上市发行，预计募集资金为 24.84 亿元。 

主要指数基金申赎情况。上周创业板、中证 500 指数、沪深 300 以及上证 50

基金净申购金额分别为-4.69、4.19、-1.44、13.70 亿元，合计净赎回 11.77 亿元。相

比上周创业板、中证 500、沪深 300 和中证 50 净申购-15.40、-1.10、-6.68、3.01 亿

元，总计净赎回 20.17 亿元，小幅减少。 

市场资金价格情况。上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逆回购 5900 亿元，逆回购到期量

300 亿元。资金价格方面，短期利率小幅上升，上周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

（R007）和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DR007）分别上升 11.08、-3.84 个

BP 报 2.9115%、2.6613%。SHIBOR 隔夜、1 周、2 周及 1 个月利率分别上升 3.60、

0.20、18.30 和 4.80 个 BP。长端利率小幅上升，国债到期收益率 1 年期、10 年期

利率分别上升 5.26、5.02 个 BP 报 2.6204%、3.2372%。 

风险提示：产业资本大幅净减持北上资金大幅净流出。 

 

3、 公司研究 

3.1、 利尔化学：前三季度业绩符合预期，具有长期发展潜力 

事件：公司发布三季报：2019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30.24 亿，同比增长

9.04%，归母净利润 2.34 亿，同比下降 44.02%。看单季度，2019 年第三季度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9.72 亿，环比下降 6.09%，归母净利润 0.75 亿，环比下滑 22.58%，

同时公司预计 2019 年全年将实现净利润 2.31-4.04 亿，同比下滑 30%-60%。 

草铵膦行业景气低迷拖累公司业绩，同比下滑在预期之内。2019 年年初以来，

草铵膦价格始终处于下降通道，产品价格由年初约 20 万/吨，下滑至目前不到 11

万/吨，降幅约 50%，使得公司销售毛利率下降 5.94 个百分点，加上广安项目投产

延后，公司业绩同比下滑在预期之内。第三季度通常为除草剂销售淡季，公司收入

及净利润环比均有所下降。费用方面，公司销售及管理费用基本持平，由于对广安

项目的投入，公司研发费用及财务费用同比分别增加约 6049、5966 万，也是导致

业绩下滑的因素之一。 

看好公司有成为全球草铵膦龙头潜力，维持“强烈推荐”评级。目前草铵膦价

格已处于历史低点，对于部分企业已降至其成本附近，未来价格下滑的空间不大。

公司是全球少数几家具备草铵膦规模化生产能力的企业，广安项目的实施不仅将大

幅提升公司草铵膦产能，新工艺的应用有望进一步降低草铵膦生产成本，公司也正

积极推荐 L-草铵膦的研究。草铵膦在替代百草枯及草甘膦方面市场前景广阔，看

好公司有成为全球草铵膦龙头的潜力。 

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净利润分别为 3.08、4.35、6.25 亿，当前股价对应

PE 为 19、14、10 倍，公司短期业绩受草铵膦价格低迷影响较大，但未来在草铵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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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及成本方面均有较大提升空间，同时唑啉草酯、氯虫苯甲酰胺等系列新产品也

将拓宽公司发展道路，维持“强烈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产品价格大幅下滑，新项目不及预期。 

3.2、 顺鑫农业：白酒业务稳增趋势不变，包材及费用确认致业绩波动 

2019Q3 收入增速符合预期，维持“强烈推荐”评级公司公布 2019 年三季报，

实现营收 110.62 亿元/+20.19%；归母净利润 6.65 亿元/+23.93%。2019Q3 实现营收

26.46 亿元/+34.25%；归母净利润 0.17 亿元/-69.71%，主要系高基数下费用确认节

奏影响及包材价格上升导致白酒板块毛利率下降所致。预收账款 48.26 亿元，同比

增长 56%，环比下降 3%；前三季度收入+预收款 158.88 亿元/+29%。基于公司白酒

业务稳健增长，包材涨价致成本大幅度增加，我们调高 2019 年收入预测，同时调

低 2019 年盈利预测，调整前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归母净利润 12.07/15.32/18.48

亿元，调整后分别为 9.33/11.03/12.65 亿元，同比增长 25.4%/18.2%/14.7%，对应

EPS 为 1.26/1.49/1.71 元。当前股价对应 2019~2020 年的 PE 为 42.7/36.2/31.5 倍。

京味符合“新市民”诉求，培育更高 30-50 元价位段产品或致阶段性费用抬升，“牛

二”持续受益低线光瓶酒集中度提升趋势不变，维持“强烈推荐”评级。 

白酒业务稳增，猪肉业务营收快速增长 2019Q3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46亿元，

同增 34.25%，增速创 3 年来最好水水平。除白酒业务稳定增长外，预计占比约 18%

的猪肉板块贡献较大，2019Q3 北京生猪价格同比增长 27.6%。白酒板块方面，2019

年公司坚持深分销、调结构、树样板策略，以创意堂等大商为依托，发挥渠道高毛

利、高周转优势，加大阜外市场开拓，预计长三角、珠三角板块市场仍保持 40%以

上增长。 

“牛二”深耕低线光瓶酒，受益集中度提升趋势不变。传统光瓶酒市场总容量

预计 800 亿左右，有容量大、品牌多、集中度低等特点，而量跌价增的持续升级趋

势已然得到验证，全国范围内大众光瓶酒呈现 3 个核心价位段，15 元、30 元和 50

元，牛二以京味文化及品质优势深耕全国，已然成为 15 元价位段大单品。当然，

未来突破消费认知，以特制、珍品、百年等产品线拉升品牌认知，也必然伴随费用

前臵投入。 

包材价格上涨带动毛利率下降，费用确认拖累三季度盈利能力报告期内公司毛

利率 34.91%，同降 3.24pct，主要系 2018Q3 以来环保因素致玻瓶和保装纸价格大

幅度上升，白酒板块成本提升，叠加低毛利猪肉板块快速增长所致。两费方面，

2019Q1-Q3销售费用率 9.33%，同降 1.16pct；其中 2019Q3销售费用 1.76亿元/+109%，

销售费用率 7.6%，同升 2.4pct，主要系新品推广，市场费用投放加大，叠加确认部

分赞助费用所致；管理费用率 5.45%，同降 0.46pct。净利率 6.07%，同升 0.42pct。

2019Q3 现金回款 30.80 亿元/+40%，增速创 2017 年以来最好水平。 

风险提示：食品安全风险、高价位段新品培育效果不及预期风险、白酒从 

量消费税税率提高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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