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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固定收益 

1.1、 发行利率多数上行，负面事件频发 

分析师：靳毅  S0350517100001  联系人：姜雅芯  S0350119080005 

一级市场 发行规模方面，本期信用债（含企业债、公司债、中票短融、PPN）发行总规模 1760.50 亿元，偿还

总规模 1340.65 亿元，净融资额 419.85 亿元。发行利率方面，从交易商协会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估值来

看，AA 级和 AA+级不同期限发行利率均处于上行态势。按发行额来看，主体评级 AAA 级发行占比 60.36%，AA+

级占比 25.43%，AA 级占比 12.18%。 

二级市场 本周信用债合计成交 3030.60 亿元。银行间市场是公用事业行业比较热门，交易所市场是房地产和非

银金融行业受到较多关注。本周 3 年期和 5 年期中票收益率有所回升。期限利差方面，3 年期和 5 年期中票期限

利差均有所收窄。信用利差方面，不同期限不同等级期限利差均有所走扩。 

等级变动 本期主体评级正向级别调整的企业共 25 家，涉及通信、建筑装饰、综合、交通运输、房地产和公用

事业行业，其中 22 家为地方国有企业，2 家为中央国有企业，1 家为民营企业。本期债项评级正向级别调整的

共 16 家企业的 47 只债券，涉及房地产、公用事业、建筑装饰和综合行业，均为地方国有企业。本期主体评级

负向级别调整的企业共 7 家，涉及采掘、房地产、轻工制造、医药生物、计算机、电子和综合行业，其中 2 家

为民营企业，5 家为地方国有企业。本期债项评级负向级别调整的共 3 家企业的 6 只债券，为主体评级负向级别

调整的企业。 

事件概览 本期负面事件有（1）遵义鑫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推迟评级、（2）中国化工农化有限公司推迟评级、（3）

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推迟评级、（4）阳城县阳泰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推迟评级、（5）兴义市信恒城市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推迟评级、（6）咸宁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推迟评级、（7）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推迟评级、（8）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国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推迟评级、（9）四川龙阳天府新区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推迟评级、（10）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未按时兑付本息、（11）陕西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推迟评级、

（12）陕西黄河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推迟评级、（13）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推迟评级、（14）瑞金市城市发

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推迟评级、（15）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时兑付利息、（16）秦皇岛开发区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推迟评级、（17）沛县经济开发区发展有限公司推迟评级、（18）内江兴元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推迟评级、（19）老河口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推迟评级、（20）荆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推迟

评级、（21）吉利百矿集团有限公司推迟评级、（22）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推迟评级、（23）韩城市城市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推迟评级、（24）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推迟评级、（25）甘肃省公路航空旅游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推迟评级、（26）鄂尔多斯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推迟评级、（27）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国有

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推迟评级、（28）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推迟评级。 

风险提示： 关注信用风险事件对整体利差的影响。         

2、 最新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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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海外疫情蔓延或对部分进口食品带来负面影响——食品饮料行业周报 

分析师：余春生  S0350513090001 

本周行业观点： 海外疫情蔓延或对部分进口食品带来负面影响 

 截至 2020 年 6 月 27 日，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累计值 10,078,186 例，其中美国、巴西、德国、法

国、英国、西班牙等国家疫情较严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疫情较缓和。2020 年 6 月 11 日北京疫情反弹，截至 6

月 27 日 24 时，北京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 311 人。由于此次疫情的源头为食品批发市场，且在进口三文鱼切

割案板上检测到了新冠病毒，多地已针对冷冻食品和进口食品进行了重点关注和核酸检测，海关检测预计趋严，

居民也认识到进口食品，尤其是冷冻食品存在病毒携带潜在风险。而进口食品由于品类的不同，进口国疫情不同，

以及产品本身的制造工艺、包装和运输方式不同，以及我国政府政策层面和消费者消费习惯的刚性等方面存在差

异，其受到疫情的负面影响程度预计也不一样。  

分品类来看，乳制品中的大包装奶粉（脱脂奶粉和全脂奶粉）进口量最大，占比较高，2018 年进口占比分别为

93.33%、26.04%。我国奶粉主要进口国为新西兰、欧盟、澳大利亚，2019 年分别占比 74.40%、13.60%、6.70%。

由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疫情情况目前较缓和，且奶粉常温运输，风险较低，预计对大包装奶粉进口影响较小。

目前我国婴幼儿配方奶粉进口品牌占比较大（预计占比在 55%以上），且主要进口于欧洲国家，欧洲疫情整体严

峻的情况下，可能会影响今年新出生的婴幼儿更多的选择国产品牌，但之前使用进口品牌的婴幼儿，由于配方的

适应性和婴幼儿奶粉本身高温预包装，在政府层面尚没有限制进口以及尚没有公开有检测到病毒的情况下，预计

短期内更换的可能性不大。肉制品中，猪肉及猪肉制品进口占比较低，牛羊肉及牛羊肉制品进口占比较高，2018

年猪、牛、羊肉及肉制品进口占比分别为 3.25%、18.99%、8.25%。其中牛肉及牛肉制品主要进口国为澳大利

亚、巴西、乌拉圭和新西兰，羊肉及羊肉制品主要进口国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猪肉及猪肉制品主要进口国为美

国、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疫情目前较缓和，预计对我国进口牛羊肉制品影响较小；而美国、德国、

西班牙疫情相对严重，且肉制品多为冷链运输，抽检阳性的风险较高，对猪肉及猪肉制品的进口或将产生相关贸

易影响。酒类当中葡萄酒和啤酒进口占比较大，2018 年酒类进口占比为 7.06%，其中葡萄酒和啤酒进口占比分

别为 40.54%、1.68%。葡萄酒进口主要来源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分别占比 58%、25%、6%。2018 年进

口主要来源于墨西哥、德国、韩国、比利时、西班牙，分别占比为 28%、21%、10%、8%、6%。法国、意大

利和西班牙的疫情较严重，但酒类大多常温运输，且消费者对某些进口酒类品牌依赖度较高，预计即使不喝进口

葡萄酒，但选择国产葡萄酒的可能性也较小。2018 年我国鲜干水果及坚果进口占比为 7.77%，坚果主要进口国

为南非、美国、俄罗斯、墨西哥、阿富汗、巴基斯坦，进口占比分别为 44%、18%、11%、11%、7%、5%。水

果主要进口国为智利、泰国、越南、菲律宾等；南非、美国、智利、菲律宾等国疫情较严重，且水果需要冷链运

输，预计对鲜干水果及坚果的进口产生一定影响。此外，2018 年食用植物油进口占比为 50.65%，主要来源于

马来西亚、美国、印度尼西亚，分别占比为 52%、13%、11%。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目前疫情状况相对缓和，

预计对植物油进口影响不大。  

 基于上述分析，短期来看，猪肉及猪肉制品多为冷链运输且主要进口来源国疫情严峻，预计进口受到的负面影

响较大。长期来看，如果国外疫情较难控制，所有食品品类的进口都将受到负面影响，具体情况仍需进一步跟踪。

结合当下食品安全监管的加强，带来的屠宰行业中小企业的退出，建议关注国内屠宰及肉制品企业如双汇发展、

龙大肉食、华统股份。疫情的反复也使得人们近期居家增多，推荐挂面龙头克明面业。同时，现阶段，鉴于海内

外新冠疫情对食品饮料众多细分子行业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故维持行业“中性”评级。 

 上周市场回顾：食品饮料板块指上涨 1.51%，跑赢上证综指 1.11 个百分点，跑赢沪深 300 指数 0.53 个百分点，

板块日均成交额 327.83 亿。食品饮料板块市盈率（TTM）为 39.42，同期上证综指和沪深 300 市盈率分别为 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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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2.67。 

 行业重点数据：白酒行业，根据京东数据，五粮液普五第二代经典 52 度浓香型白酒 500ml、洋河梦之蓝(M3)(52

度)500ml 和泸州老窖国窖 1573 52 度浓香型白酒 500ml 的最新价格分别为 1261 元/瓶、586 元/瓶和 1339 元/

瓶，自 2019 年 2 月 1 日起至今，当年的茅台酒在京东商城上无现货可售；乳品行业，2020 年 6 月 10 日数据，

主产区生鲜乳价格为 3.57 元/公斤，同比增长 0.60%；肉制品行业，2020 年 3 月，能繁母猪存栏量为 2164 万头，

同比降低 19.10%，环比增长 2.80%；仔猪价格环比下降，生猪、猪肉价格环比上升，2020 年 6 月 26 日的最新

价格分别为 110.51 元/千克、 34.53 元/千克和 43.45 元/千克，同比变化+120.62%、+ 105.41%、+ 83.02%，

环比变化-0.16% 、2.28% 、1.07%；6 月 26 日猪粮比价为 15.99，同比变化 1.85%。啤酒行业，2020 年 5 月

国内啤酒产量 408.10 万千升，同比变化+14.60%。从进出口来看，2020 年 5 月份国内啤酒进口 51160 千升，

同比-9.15%，进口单价为 1055.30 美元/千升，同比-5.26%。 

 风险提示：食品安全事故，推荐公司业绩不达预期，宏观经济低迷 

2.2、 后疫情时代核酸检测能力新基建顶层设计启动，医学实验室 IVD 器械与

供应链服务商有望率先受益——医药生物行业事件点评报告 

分析师：周超泽  S0350519100004 

后疫情时代核酸检测能力新基建顶层设计启动，基层医院即将开启医学实验室建设大浪潮。此次新冠肺炎初期在

武汉疫情快速扩散时充分暴露了基层医院核酸检测能力的问题，公立医院医学实验室建设和相关人员培训的短板

急需补平。2020 年 5 月 20 日，国家发改委率先发布《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对基层医院医学实验

室建设提出明确顶层设计概念，要求每个省和每个市分别至少构建 P3 和 P2 实验室。6 月 8 日，国家卫健委再

次发文，系统性提出除了三级医院、传染病专科医院之外县区级医院需要进行实验室的建设，同时还需加强二级

以上医院、专科医院、妇幼保健院等基层医院医学实验室的建设，保障疾病的新冠核酸检测条件。6 月 24 日，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再次强调基层医院核酸检测能力建设宁可备而不用，不可措手不及，再次明确了此次顶层

设计国家规划的决心。目前我国包括基层医院一共 44792 家，假设中性的建设渗透率为 20%，则此次基层医院

医学实验室潜在建设的量大约在 8958 家左右的增量空间，实验室建设需求激增。 

 基层医院医学实验室新基建为相关 IVD 医疗器械和供应链服务商带来长期业绩增量。核酸检测实验室的构建需

要经验的积累主要是由于核酸检测实验室需要严格区分区域包括试剂准备区、标本制备区、扩增分析区和缓冲区

等，并且排风系统、排水系统和消防系统都有相应的要求，因此之前我国医院核酸检测实验室的自建率低，构建

都需要供应链服务商的辅助，典型的供应链服务商代表的上市公司有润达医疗、凯普生物、达安基因等。其次，

实验室需要配备基础的设备包括 PCR 核酸检测仪、核酸提取仪、扩增仪、生物安全柜、净化工作台、超低温冰

箱等，相关设备供应商有望获得长期需求提升机遇。最后，就是实验室建设和人员培训完成后，有望带来相关传

染病、遗传病、常规检查等试剂盒的长期需求增量。从商业模式来看，一般实验室设计建设、医疗器械、人员培

训、试剂盒销售均由一家医院供应链服务商打包完成。前期实验室设计建设、人员培训与基础仪器配置费用约在

50 万元左右，后续一般还签订有试剂盒长期包销协议。因此对于医院供应链服务商新的基层医院医学实验室建

设带来的不单是一次性建设和仪器采购增量，更多的是长期的销售渠道新增量。 

 行业评级及投资策略：基层医院医学实验室的设计建设、仪器、试剂盒需求主要是一体化打包模式外包出去，

相关医院供应链服务商是首要受益方向，短期将迎来设计建设服务订单量激增，以及 PCR 仪等实验室基础医疗

设备需求激增，长期来看，相关检测试剂的销售和高端检测服务导流将是长期的新增量，其中检测服务一体化（试

剂盒、仪器、医学实验室一体化）的医院供应链服务商优势最显著。长期来看，基层医院实验室建设补短板将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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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国产医疗器械行业新的需求提升机遇，因此给予行业推荐评级。 

 重点推荐个股：建议关注实验室建设的医院供应链服务商：润达医疗、凯普生物、达安基因；分子诊断仪器公

司：华大基因、海尔生物、凯普生物、达安基因、科华生物；新冠试剂盒：华大基因、迈克生物、达安基因、凯

普生物、明德生物、硕世生物；第三方医学实验室：金域医学、迪安诊断。 

 风险提示：实验室建设数量不确定风险；政策变动风险；分子诊断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新冠疫情走向不

确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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