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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食品赛道：唯时代红利不可辜负

研究所 投资要点

 一周行情回顾：上周，上证综指上涨+1.57%收 2873.59，深证成指上涨

+0.48%收 9295.93，创业板指下跌-0.93%收 1594.57。沪深 300 上涨+0.81%

收 3521.23，食品饮料（申万）上涨+0.08%，涨幅在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中

排第 20 名。食品饮料行业子板块涨跌不一，其中：其他酒类板块上涨

+6.69%，涨幅最大；软饮料板块下跌-1.88%，跌幅最大。个股方面，中葡

股份（属葡萄酒板块）上周领涨，上涨+22.31%；盐津铺子（属食品综合

板块）跌幅较大，下跌-7.36%。顺鑫农业（000860）股价创历史新高。港

股市场，颐海国际（01579.HK）股价创历史新高。

 热点分析：近年来，伴随着人均 GDP 的提升、人口结构的变化（老龄

化、独子化），宠物经济呈现高速发展之势。宠物产业在发达国家已有百

年历史，形成了宠物食品、宠物医疗、宠物用品、宠物服务等完整产业链

条。宠物食品是专门为宠物提供的食品，其作用主要是为各种宠物提供最

基础的生命保证、生长发育和健康所需的营养物质，具有营养全面、消化

吸收率高、配方科学、饲喂方便以及可预防某些疾病等优点。宠物食品作

为饲养宠物的刚性需求，在宠物行业中占据重要位置，2016 年在各细分市

场中，宠物食品所占份额最高，达 33.80%。

赛道成长空间如何？论市场总量，目前我国宠物食品市场规模在 290 亿元

左右（年增速在 20+%），美国市场 1550 亿元左右，这中间有 5 倍多的差

距。论人均比例，与美国人均拥有宠物 0.57 只、日本 0.15 只相比较，我

国只有 0.06 只，宠物数量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同时还要看到，目前我

国宠物食品的普及率不到 5%，而美国高达 85%，这之间差距悬殊，未来我

国宠物食品的普及率有巨大的提升空间。《2017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

显示：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宠物情感消费属性增强，宠物消费水平

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宠物主开始关注科学喂养宠物的方式，进而带动宠

物食品的渗透率不断提升。根据凯度消费者指数有关数据：近年来，宠物

干粮、湿粮和零食三个子类的渗透率均提升了 2-4 个百分点左右，而新进

入市场的幼犬主购买宠物食品的比例更高。这里面，宠物零食因其饲喂场

景的双方参与感、体验感，更成为连接宠物和宠物主的情感纽带。

市场竞争格局如何？我国宠物行业历经启蒙期（20 世纪 90 年代）、孕育

期（2000-2010 年）、快速发展期（2010 年以来）等阶段，玛氏、皇家等

外资巨头率先进入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养宠理念、文化、惯习，在我国宠

物行业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外宠物食品公司凭借成熟的发展经

验、雄厚的资金实力，建立了品牌和忠诚客群，到今天，抢占先机的外资

宠物食品品牌在我国市占率超 65+%，在宠物主粮细分领域具备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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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而言，目前，我国宠物零食领域市场体量小，但发展迅猛，且竞争

相对不激烈，市场集中度较低。国内宠物食品公司普遍以宠物零食为切入

口进入市场，商业模式多是为外资巨头做 ODM，产品出口至欧美等成熟市

场，像中宠股份、佩蒂股份等头部企业出口比例均超 85%。现阶段，国内

厂商的产品主打贴牌以及中低端市场，依靠规模和性价比构建竞争优势。

近年来，伴随着国内宠物市场的快速发展，有关企业也加大了研发、渠道、

品牌建设的投入，加码国内市场，内销比例呈逐年提升之势。

对投资者而言，唯时代红利不可辜负。未来一个阶段，宠物食品赛道仍将

保持较高速增长，预判重走乳制品赛道的路径，消费量+应用场景从少到

多，国内渗透率稳步提升（正在进行时）；有可能重走家电行业的路径，

国产替代进口（将来进行时，卫生安全、品质品牌问题是关键考量要素）。

 投资建议：目前，A 股宠物食品赛道仅两家上市公司：中宠股份

（002891）、佩蒂股份（300673）。通过实地考察、分析财报发现，这两

家上市公司有其不同的比较优势和竞争策略。

中宠股份产品线更全（宠物零食+宠物罐头等湿粮即主食），依托山东当

地养殖资源优势（鸡胸肉等）、人力成本优势，2017 年营收已达 10.15 亿

元规模，归母净利润 7.37 千万元，毛利率达 24.8%。产品卫生品质过硬，

在肉干类零食这一细分方向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建厂，

以更好地稳固、扩大市场份额。受鸡肉价格上涨（成本端）等影响，2018Q1

业绩（利润）阶段性下滑。

佩蒂股份聚焦宠物咬胶这一毛利率较高的细分品类，产品研发创新能力突

出，在植物咬胶这一单品上具备难以模仿的技术优势（因而议价能力更强、

销售费用率更低），堪称该细分方向的“隐形冠军”。2017 年营收 6.32

亿元、归母净利润 1.07 亿元，毛利率高达 37.3%。原材料多样化（生牛皮、

鸡肉、淀粉）、价格波动更平稳，在越南、新西兰等地建厂，以更好地降

低成本，2017 年、2018Q1+H1 业绩均超市场预期。历史地看，佩蒂股份率

先登陆资本市场，是 A 股“宠物食品第一股”。

两家上市公司均在加紧发力国内市场（线上+线下渠道），加强自主品牌

建设，预判将凭借其融资等先发优势，更好地享受宠物食品赛道的时代红

利，值得投资者中长期关注。

 风险提示：食品安全事件，监管政策变化，其他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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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周行情回顾

上周，上证综指上涨+1.57%收 2873.59，深证成指上涨+0.48%收 9295.93，创业

板指下跌-0.93%收 1594.57。沪深 300 上涨+0.81%收 3521.23，食品饮料（申万）

上涨+0.08%，涨幅在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中排第 20 名。

图表 1：食品饮料行业表现（相对沪深 300 指数，2017 年 7 月以来）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图表 2：申万一级行业板块表现（2018/07/23-2018/07/27）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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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食品饮料行业子板块涨跌不一，其中：其他酒类板块上涨+6.69%，涨幅最大；

软饮料板块下跌-1.88%，跌幅最大。

图表 3：食品饮料子行业表现（2018/07/23-2018/07/27）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个股方面，中葡股份（属葡萄酒板块）上周领涨，上涨+22.31%；盐津铺子（属

食品综合板块）跌幅较大，下跌-7.36%。

顺鑫农业（000860）股价创历史新高。港股市场，颐海国际（01579.HK）股价创

历史新高。

表格 1：食品饮料行业个股涨跌幅前五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涨幅前五

600084.SH 中葡股份 22.3058

600186.SH 莲花健康 21.8750

002515.SZ 金字火腿 15.5319

000752.SZ 西藏发展 13.8721

600365.SH 通葡股份 11.4155

跌幅前五

600600.SH 青岛啤酒 -4.9432

002582.SZ 好想你 -5.2901

603711.SH 香飘飘 -5.5941

002840.SZ 华统股份 -6.3545

002847.SZ 盐津铺子 -7.3623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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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要公告及资讯

 酒类

{行业资讯} 2017 年以来，白酒行业复苏延续，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速超过 10%。

2018 年 1-5 月，白酒制造主营业务同比增长 16.04%，各名酒价格纷纷上调，市

场空间被拉伸，进而推动新高端进入活跃期。茅台、五粮液经过 2-3 年的调整发

展，将达到千亿规模，古井贡将达到百亿规模，水井坊将达到 50 亿规模，泸州

老窖将超越历史新高点争夺前三甲位置，等等。因此，卓鹏战略预判，新高端白

酒发展进入窗口期，会出现三年小周期；新高端由 200 元—400 元的新商务高端、

400 元—600 元新次高端、千元以上的超高端三个价格段组成。（糖酒快讯）

{行业资讯} 7 月 24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示了第三届中国质量奖及提名奖名

单。洋河股份凭借“梦九跨越”管理模式，荣获第三届“中国质量奖提名奖”，

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洋河股份的卓越品质，获得了消费者和国家的认可。（糖酒

快讯）

【今世缘】 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海铭大持有公司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 11396.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08%。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

海铭大本次计划减持 2509 万股，实际已减持 1254.5 万股，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

本的 1%，占本次减持计划的 50%。

【水井坊】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以积极创新的姿态迎

接此轮行业复苏，紧紧围绕“改革创新、市场导向、绩效推动、共享成果”的经

营方针，以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为抓手，锐意进取，扎实工作，坚持市场导向，

关注终端成长，丰富品牌传播方式，提升消费者体验，通过聚焦化和精细化策略，

从产品竞争力到管理软实力，都获得了较大提升，使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继

http://www.tjkx.com/baijiu/
http://www.tjkx.com/baijiu/5366.htm
http://www.tjkx.com/baijiu/5462.htm
http://www.tjkx.com/baijiu/5234.htm
http://www.tjkx.com/baijiu/5234.htm
http://www.tjkx.com/baijiu/5234.htm
http://www.tjkx.com/baijiu/5234.htm
http://www.tjkx.com/baijiu/5231.htm
http://www.tjkx.com/baijiu/5424.htm
http://www.tjkx.com/baijiu/5351.htm
http://www.tjkx.com/baijiu/5351.htm
http://www.tjkx.com/baijiu/54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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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保持健康、较快的发展势头。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36,181,202.30

元，同比增长 58.97%，净利润 267,454,600.46 元，同比增长 133.59%。

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每股分配比例：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62 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8/8/1 － 2018/8/2 2018/8/2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关于 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导致要约收购价格调整的说明公告：自 2018 年 8 月 2

日起，本次要约收购价格将由 62.00 元/股调整为 61.38 元/股。

【金徽酒】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部分员工通过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增持公

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一、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长城证券金徽酒增持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本次增持前增持主体已持有股份的数量、持股比例：长城证券金徽酒增持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本次增持计划专设，增持实施前未持有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参与人之一亚特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01,212,05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55.28%。

3、本次公告前十二个月内披露的增持计划：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披露了《金

徽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部分员工通过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17）。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目的：参与人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健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

可，本着依法合规、自愿参与、长期持有的原则，通过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增持公

司股份。

2、本次计划增持股份种类：公司无限售流通 A 股股票。

3、增持金额：本次拟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 5,500 万元、不超过 8,500 万元。长

城证券金徽酒增持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备

案规模为 8,500 万元。

4、增持方式：本次增持计划由长城证券金徽酒增持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包

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5、增持价格：本次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

断，并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实施增持。

6、资金来源：长城证券金徽酒增持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不涉及结构化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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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资金为参与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鉴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明先生不符合长

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要求的合格投资者条件，实际控制人李明先生出资金额

1,000 万元由公司控股股东亚特集团代为履行。

7、实施期限：自 2018 年 4 月 26 日起 6 个月内增持完毕。

8、锁定期限：长城证券金徽酒增持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所获标的股票的锁定

期为 12 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名下时起

算。

9、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明先生为参与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其他参与人的本金及

预期收益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即在扣除相关税费后，保证其他参与人按单利计算

年化收益率不低于 8%。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未保证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本金不

受损失或取得最低收益。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不存在无法实施的风险。

四、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截至 2018 年 7 月 25 日收盘后，长城证券金徽酒增持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已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527,055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0.4195%，增持金额 24,545,355.45 元，增持成交均价 16.07 元/股。

【青岛啤酒】 2017 年年度 A股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每股分配比例：A 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42 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8/8/2 － 2018/8/3 2018/8/3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古越龙山】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2018 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延续总体平稳、

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公司紧抓发展机遇，加强和完善各项工作，着力加强内部管

理，不断推进技术创新、营销创新，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2018 年 1－6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97,171.36 万元，同比增加 8.19%；实现利润总额 13,888.62

万元，同比增加 10.3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76.50 万元，同

比增加 10.14%。

1、进一步做好产品梳理工作。对现有产品整合提升与淘汰并进，继续实施“聚

集大单品”营销战略。上半年共淘汰产品 80 只，升级 5 只，积极推广五年以上

产品，五年到八年系列产品实现较好销售。 2、进一步加强品牌宣传力度。努

力拓展公司营销渠道，参与中国首届气排球公开赛相关活动，冠名赞助即将在绍

兴举行的 2018 年世界女排俱乐部锦标赛，设计纪念产品，进行系列推广；积极

参加 98 届春季全国糖烟酒会议、2018 中国（淮安）国际食品博览会、国际书法

节等展会和活动，策划参与相关系列活动，宣传黄酒和古越龙山品牌文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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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做好市场监管工作。继续做好窜货检查和终端促销检查，根据检查情况及

时纠正整改；重点加强网上产品的价格管控，采取产品下架和价格调整等维权，

共调整 97 家，规范市场行为。 4、大力开展终端推广活动。江西市场举办古越

龙山财富论坛暨专场招商会；参与在南京、上海举行的 2018 年绍兴旅游推介会；

西安市场开设芙蓉园古越龙山品鉴馆，对专卖店进一步升级；安徽市场继续举办

“夏天冰着喝”活动，主推区域大单品“四季花雕”；山东市场重新调整产品销

售渠道，重点对商超及流通改变营销方式，较好地完成了销售目标；苏州市场，

以新建的营销运营机构为平台，着力拓展销售渠道，深耕细作。 5、进一步加

强内部管理。扎实推进智能 E 盖项目，完成生产测试和市场测试，该项目的实施

将大力提高公司产品追溯、市场管理、线上营销管理水平及大数据分析能力；扎

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书的签订，做到安全生产责任全覆

盖，组织安全大检查并及时整改各种隐患和问题，确保安全生产无事故；抓紧实

施技改项目，完成工业园区酿酒一厂参观走廊装修、2 万吨传统黄酒建设项目综

合验收相关整改、玻璃瓶厂生产线改造等项目，进一步提高公司机械化水平。

图表 4：近年来我国白酒产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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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近年来我国啤酒进口数量情况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图表 6：近年来我国葡萄酒进口数量情况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乳制品

{行业资讯} 7 月 26 日，荷兰合作银行发布了 2018 年“全球乳业 20 强企业排行

榜”。雀巢仍然位居首位，中国伊利、蒙牛两家企业蝉联前 10 强。报告显示，

2017 年全球最大的 20 家乳制品企业营业额年增长率为 7.2%（按美元计算）。

荷兰合作银行（RABO BANK NEDERL-ANDS）是全球最大的专注农业及食品相关产

业的机构之一。年度“全球乳业 20 强”榜单是以全球各大乳品企业销售数据和

财务报表的信息作为排位的主要依据，结合权威专家的研究与分析而得出，是目

前全球乳业权威排行榜单之一。（乳业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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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迪乳业】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一、增持人及增持计划：1、增持人：科迪集团。 2、增持计划：科迪集团计划

自通知发出之日起未来十二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累积增持金额不低于 8,000 万元，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在

股票价格每股 5 元或者以上时增持。并且不排除上述增持目标完成后继续通过合

法合规的方式增持公司的股份。

二、增持背景及资金来源：1、增持背景：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以及公司价值的认可； 2、资金来源：增持人自筹所得。

三、增持方式：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方式）实施增持。

四、承诺事项：科迪集团在增持公司股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

【庄园牧场】 关于收购参股子公司西安东方乳业有限公司 82%股权的公告：兰

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庄园牧场”）拟向西安东方乳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乳业”）股东胡克良、李亚南、丁建平、张陈斌和

北京睿理财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持有东方乳业

合计 82%的股权，收购价款合计 249,000,000 元。其中，公司本次拟变更募投项

目“1万头进口良种奶牛养殖建设项目”部分募集资金 100,591,214.95 元和“自

助售奶机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全部募集资金 49,408,785.05 元，合计

150,000,000 元，其余 99,000,000 元为公司自筹资金。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

将合计持有东方乳业 100%股权，东方乳业将成为庄园牧场的全资子公司。

【广泽股份】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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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持计划主要内容：上海广泽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柴琇女士计划在自 2018 年 7 月 18 日起的 6个月内以自筹资金

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股份数量不少于 4,100,000 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不超过 12,320,000 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3%）。

增持计划进展情况：截至 2018 年 7 月 26 日收盘，柴琇女士已通上海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份2,294,631股，合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56%。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无法完成增持计划

的风险。

图表 7：主产区生鲜乳平均价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图表 8：婴幼儿奶粉 进口数量及金额：当月值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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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牛奶/酸奶零售价（元/升、元/公斤，周）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调味品

【涪陵榨菜】 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持本公司股份 5,64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7145%）的股东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计划在

2018 年 8 月 15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2 日期间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

5,64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7145%）。 1、减持原因：经营需要； 2、

减持股份来源：协议受让的股份（含该等股份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

股份）；3、减持数量及比例：拟减持 5,64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7145%；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方式； 5、减持期间：2018 年 8 月 15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2 日； 6、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年初战略规划，围绕“抓住机遇

抢市场，改革供给提质量，创新管理争效益，提速发展上台阶”的战略方针，扎

实推进各项工作，紧跟消费升级大趋势，讲质量、讲效益、做品牌，继续保持了

收入、利润的双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6,352.02 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34.11%；实现净利润 30,524.61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77.52%。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如下：（一）销售上抓机遇抢市场。公司

抓住环保与食品安全推动淘汰低端产能、消费升级引领消费者往品质化精品集聚

的机遇，积极采取：一是大力培育联盟商和发展二、三线城市骨干经销商，收编

竞争对手主力经销商，市场网络进一步织细；二是采取高成本+高价格+高毛利+

精品的运行模式，通过开展“大水漫灌”等活动，有效挤占竞品市场份额；三是

对多目标平衡发展模式进行优化，继续开展标准化陈列、红动中国、体验式营销

三大活动，有力推动销售业绩增长；；四是持续进行品牌打造，建立“乌江”、

“惠通”品牌传播标准，并策划推动惠通泡菜、乌江小脆口等新品上市试销。（二）

生产上改供给提质量。生产上坚持抓供给改革，摒弃粗制滥造，做精品提质量。

一是抓业务标准清理优化，完成了重点产品、主力产品工艺技术标准和生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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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覆盖优化，进一步规范了作业规程和质量体系，产品质量得到提升；二是抓

原料收购保障供给，精细策划青菜头收购和后期加工，收购量创历史新高，提出

了看筋原料收购新模式，严格执行原料加工工艺，原料质量进一步提升，有效保

障了产品生产需求；三是以满足调销为核心，对产能进行合理分配调节，充分发

挥产能优势，有效的解决了峰值产能不足的问题，满足市场调货需要。（三）管

理上抓标准化增效益。一是改造集团管理模式，建立了大总部+生产基地+子公司

的管理模式，明确战略引领、营运执行、监督管理三大业务系统定位，完成了组

织机构调整与人员配置；二是狠抓集团化下的标准化管理体系建立，对业务流程、

部门职能、岗位职责、核心管理标准进行了全方位的清理优化，形成了政策标准

+分级执行的管理体系，有效提高了管理效率。 （四）项目上抓绿色、智能化改

造。一是大力度推动项目建设，以智能化为引领，启动了东北“年产 5万吨泡菜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组织对白鹤梁生产厂年产 1.6 万吨脆口榨菜生产线

及配套仓库建设项目、惠通公司年产 5.3 万吨榨菜生产线建设项目进行可行性论

证，推动榨菜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满足公司做精品的需求；二是推

动环保综合治理，探索运用膜过滤+MVR 等新技术治理榨菜盐水，实现榨菜盐水

回收利用，解决行业环保难题，引领中国酱腌菜行业实现绿色发展。

关于投资建设“年产 5.3 万吨榨菜生产线建设项目”的公告：1.项目名称：年产

5.3 万吨榨菜生产线建设项目。 2.项目实施主体：四川省惠通食业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惠通食业”）。 3.项目实施地点：眉山市东坡区经济开发区东

区惠通食业厂区内。 4.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利用现有厂房，建成三条榨菜生

产线，形成年产榨菜 53,000 吨的能力（其中一条 1.3 万吨生产线为搬迁现有设

备）；新建 1,800m³/d 的污水处理站；新建一套 40 吨/小时膜分离系统及一套 10

吨/小时 MVR 蒸发浓缩系统。 5.项目建设周期：本项目总进度安排为 15 个月，

污水处理站建设项目及盐水回用项目总进度计划为 9个月，榨菜生产线建设总进

度计划为 12 个月。 6.项目总投资：本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17,000 万元。其中榨

菜生产线建设投资资金 10,000 万元，污水处理站建设项目投资资金 2,000 万元，

盐水回用项目投资资金 5,000 万元。 7.资金来源：自有资金。8.经济效益分析：

生产经营期年均营业收入为 61,017.17 万元，年均增值税 6,298.12 万元，年均

营业税金及附加 755.77 万元，年均所得税 2,329.57 万元，年均税后利润为

6,988.70 万元。

关于投资建设“年产 1.6 万吨脆口榨菜生产线及配套仓库建设项目”的公告：1.

项目名称：年产 1.6 万吨脆口榨菜生产线及配套仓库建设项目。 2.项目实施主

体：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项目实施地点：重庆市涪陵区江北

街道办事处二渡村一组。 4.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利用现有车间，安装 2 条

8,000t/a 脆口榨菜生产线，形成年产榨菜 16,000t 能力；拆除白鹤梁厂现有办

公楼、职工宿舍，新建 2,000m³成品仓库一座。 5.项目建设周期：本项目总进度

安排为 12 个月，建设准备期 4 个月、建设期 8 个月。 6.项目总投资：本项目总

投资估算为 10,000 万元。 7.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8.经济效益分析：生产经

营期年均营业收入为 21,072.80 万元，年均增值税 2,053.40 万元，年均营业税

金及附加 246.41 万元，年均所得税 451.49 万元，年均税后利润为 2,558.46 万

元,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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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我国餐饮收入情况（累计，月）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图表 11：南华豆粕指数、郑糖指数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肉制品

【龙大肉食】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根据公司发展战略，为积极

布局西南地区猪肉市场，加快上市公司的全国战 略扩张，促进上市公司的长期

稳定发展。经过友好协商，秉承共同发展、诚信合 作的宗旨，公司与四川省食

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食品有限”）于 2018 年 7 月 27 日签署了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对公司的影响：四川省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四川商投集团旗

下负责食品经营的国有全资子公司，承担着集团“放心食品”板块业务职能。目

前主要重心在肉食品、副食品供应，包括西部战区肉食品供应、军品（副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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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以及学校、机关食堂等 配送领域。四川食品有限正努力探索在市场化条件

下如何联合合作伙伴共同建立及加强符合国家产业及环保政策的产业生态链建

设，同时提升四川省肉食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 通过本次合作，双方将充分发

挥双方优势，优势互补，在市场开发、食品产业升级、食品安全、食品供应链进

行深度合作，协同创造共赢局面。未来，随着具体合作项目的不断推进与落地，

将会给合作双方带来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本次合作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规划，有利于上市公司做大做强主业，巩固提升公司业务体系的良好发展态势，

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对公司未来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金字火腿】 关于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司

于 2018 年 7 月 23 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王启辉先生出具的《关

于增持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的告知函》。

一、增持主体基本情况：1、增持主体：王启辉先生。 2、增持主体持股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启辉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2,280,89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3%。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1、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和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王启辉先生拟增持公司股份以提升投资者信心，

维护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良好形象。 2、增持方式：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3、

本次拟增持的股份数量：累计增持金额人民币 500 万元。所需资金来源为自有资

金或者自筹资金。 4、增持价格：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未设定价格区间，王启

辉先生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逐步

实施增持计划。 5、增持期间：自本增持股票计划披露之日起的三个月内。

图表 12：22 个省市仔猪/生猪/猪肉平均价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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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全国猪粮比价情况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图表 14：主产区平均价（肉鸡，元/羽，元/500g，元/公斤）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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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5：主产区平均价（毛鸭，元/羽，元/500g，元/公斤）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图表 16：36 个城市平均零售价（牛肉、羊肉）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其他

【安井食品】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的议案》。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已获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8]241 号文批准。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安井

转债”，债券代码为“113513”，共发行 5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

民币 100 元，共计 500 万张（50 万手），按面值发行。截至目前，公司已完成

了上述发行工作。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因子

公司辽宁安井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安井”）业务发展需要，向银行申

请贷款等综合授信业务以保证资金周转，本次公司拟为辽宁安井向上海浦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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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申请的 3,000 万元授信业务提供担保。辽宁安井经营

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因此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董事会同意该议

案。

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安井转债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代码：113513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量：50,000 万元（500 万张，50 万手）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量：50,000 万元（500 万张，50 万手）

五、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六、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时间：2018 年 7 月 31 日

七、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的起止日期：2018 年 7 月 12 日至 2024 年 7 月 11 日。

八、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起止日期：2019 年 1 月 18 日至 2024 年 7 月 11 日。

【中宠股份】 关于增资滁州云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暨对外投资的公告：本次投

资前，云宠智能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 万元，公司与孙斌、云宠智能、滁州宠屋

签订增资协议，约定由公司向云宠智能增资 3,100 万元，增资完成后云宠智能注

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145.9811 万元，公司持股占其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31.498%。

云宠智能在此前并未开展经营业务。本次交易各方拟以云宠智能为主体，充分利

用互联网技术，将线上渠道与线下零售渠道融合，开展宠物产品新零售业务，并

为其配置了相应的业务团队。

投资的背景和目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均 GDP 的提升、宠物饲养比例

的提高、宠物行业消费意愿的增强等因素，持续推动宠物行业的发展。通过对国

内经济、社会形态和消费观念的变化、宠物产业现状等外部环境进行分析，公司

认为国内宠物行业有良好的前景，公司的战略重心将聚焦于国内市场，通过积极

开拓和发展国内市场，使国内市场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本次与孙斌、

滁州宠屋合作成立合资公司，可以充分发挥其在电商经营方面的优势，为公司应

对新零售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打下良好的基础。合资公司将充分利用互联网技

术，对消费者消费行为、意愿等内容的深入分析以及研究，并通过与线下零售渠

道充分融合，从而精准地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服务，以实现公司业务线上和线下

的协同发展。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促进公司推进国内市场的建设，提升公司的整

体盈利能力与市场份额，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品牌知名度及市场竞争力，符合公

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利益。

【元祖股份】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1、股东基本情况。截至本减持计

划公告之日，卓傲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傲国际”）持有上海元祖梦果子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公司”）股份 29,610,08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12.3375%；元祖联合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祖联合国际”）

持有公司股份 25,354,84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5645%。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股份。 2、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1）卓傲国际计划



食品饮料行业周报

请仔细阅读在本报告尾部的重要法律声明 21

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等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

过 14,40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6%；其中，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的，自公司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

行，并遵守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采取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自公司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

的六个月内进行，并遵守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

数的 2%。（2）元祖联合国际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6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其中，采取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自公司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

的六个月内进行，并遵守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

数的 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自公司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

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并遵守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监事减持股份结果公告：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已届满，公

司监事黄素清女士未减持本次计划拟减持的公司股份。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2018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1、本公司营业总收入增长 8.56%，主要系公司强

化市场及强化营销渠道，导致销售收入增加。 2、利润总额增加 153.50%，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 513.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扭亏，主要是由于：（1）公司的销售收入增加，且成本率与去年基

本持平；费用合理管控，费用与收入增长比例同比持平。（2）非经常性损益中：

公司利用闲置资金进行理财产品投资的收益比去年同期增加近 820 万。（3）营

业外支出比去年同期减少 275 万，主要为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今年少于去年同期

（去年工厂改造报废冷库等资产所致）。

【承德露露】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2018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7,961.69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3.61%；实现营业利润 34,262.67 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 9.1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5,296.35 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 11.12%。

【西王食品】 关于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完成的公告：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3

日披露了《关于董事长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基于对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

及对公司发展的信心，王棣先生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为支持公司持续、

稳定、健康发展，增强投资者信心，计划在自 2018 年 2 月 2 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的时间内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 万、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截至 2018 年 7 月 23 日，董事长的增持计划已如期履行完毕，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王棣先生持有公司 2,931,47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38%。王

棣先生承诺：在增持完成 6 个月内不减持所持公司股份，不进行内幕交易、敏

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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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周重大事项

 股东大会提示

表格 2：下周股东大会安排

代码 名称 会议日期 会议类型

300146.SZ 汤臣倍健 2018-07-30 临时股东大会

000995.SZ *ST 皇台 2018-07-30 临时股东大会

600084.SH 中葡股份 2018-08-01 临时股东大会

603866.SH 桃李面包 2018-08-03 临时股东大会

600616.SH 金枫酒业 2018-08-03 临时股东大会

600300.SH 维维股份 2018-08-03 临时股东大会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其他

表格 3：重大重组事件（2018 年以来）

股票名称
最新披露

日期

重组进

度
重组事件

重组目

的

交易总价值

(万元)

深深宝 A 2018-07-

28

证监会

受理

深深宝A定增收购

深粮集团 100%股

权

整体上

市

587,554.64

汤臣倍健 2018-07-

18

证监会

反馈意

见

天泽信息定增及

支付现金收购有

棵树 99.9991%股

权

多元化

战略

339,997.06

汤臣倍健 2018-07-

13

董事会

预案

汤臣倍健子公司

收购 Life-Space

100%股权

横向整

合

351,400.00

加加食品 2018-07-

11

董事会

预案

加加食品定增收

购金枪鱼钓 100%

股权

横向整

合

471,000.00

科迪乳业 2018-06-

28

董事会

预案

科迪乳业定增收

购科迪速冻 100%

股权

横向整

合

145,900.00

中葡股份 2018-06-

09

失败 中葡股份定增收

购国安锂业 100%

股权

多元化

战略

270,808.05

金字火腿 2018-05-

26

失败 金字火腿收购晨

牌药业 81.23%股

权

横向整

合

105,599.00

老白干酒 2018-04-

04

完成 老白干酒定增收

购丰联酒业 100%

垂直整

合

139,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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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

通葡股份 2018-02-

24

董事会

预案

通葡股份定增收

购九润源 49%股权

横向整

合

36,750.00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4、风险提示

 食品安全事件

 监管政策变化

 其他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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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4：食品饮料行业股票池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市盈率

(TTM)

市净率

（LF）

EPS P/E 投资

评级17A 18E 19E 17A 18E 19E

600519.SH 贵州茅台 31.49 9.28 21.56 29.06 35.72 32.36 25.50 20.84 推荐

000858.SZ 五粮液 26.06 4.94 2.55 3.29 4.20 31.34 22.38 17.50 推荐

000568.SZ 泸州老窖 27.70 5.03 1.75 2.42 3.13 37.79 23.19 17.99 推荐

002304.SZ 洋河股份 27.46 6.13 4.40 5.50 6.81 26.15 24.38 19.77 推荐

600809.SH 山西汾酒 44.93 8.96 1.09 1.81 2.48 52.27 33.88 24.66 推荐

603369.SH 今世缘 24.94 4.41 0.71 0.89 1.09 21.72 22.28 17.87 推荐

600887.SH 伊利股份 25.70 6.02 0.99 1.26 1.52 32.61 21.99 18.21 推荐

600872.SH 中炬高新 45.30 6.95 0.57 0.78 0.95 43.52 36.73 29.80 推荐

000895.SZ 双汇发展 19.34 5.55 1.31 1.49 1.65 20.24 17.71 15.98 推荐

603866.SH 桃李面包 48.89 8.24 1.09 1.40 1.76 35.73 41.11 32.70 推荐

603345.SH 安井食品 41.46 5.02 0.94 1.21 1.58 25.93 32.98 25.39 推荐

603288.SH 海天味业 52.60 15.26 1.31 1.59 1.92 41.15 45.93 38.18 推荐

600600.SH 青岛啤酒 45.19 3.43 0.93 1.12 1.33 42.07 39.93 33.74 中性

000869.SZ 张裕 A 29.02 3.08 1.51 1.59 1.71 24.92 26.30 24.31 中性

600059.SH 古越龙山 38.31 1.67 0.20 0.23 0.27 46.20 35.63 30.63 中性

002507.SZ 涪陵榨菜 40.07 10.37 0.52 0.72 0.92 31.96 37.97 30.04 中性

603517.SH 绝味食品 32.03 6.34 1.22 1.51 1.85 32.21 27.82 22.75 中性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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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引用的相关信息和文字均已注明出处。本报告依据公开的信息来源，力求清晰、准确地反映分析师本人的研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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