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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行业动态&公司新闻 

2018 年 1-11 月内蒙古自治区乳制品产量同比下降 4.7% 

进口热“降温”，2018 年中国进口葡萄酒下滑 

品味舍得停货 2 天后宣布提价，市场价将提至 568 元/瓶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安井食品：发布关于子公司发生事项的风险提示公告 

双汇发展：发布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 

千禾味业：发布 2018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行业重点数据跟踪 

乳制品方面，生鲜乳价格小幅波动，整体呈平稳趋势。截至 2019 年 1 月 23

日，主产区生鲜乳平均价为 3.61 元/公斤，同比上涨 2.8%。 

肉制品方面，仔猪、生猪、猪肉价格去年年初开始下跌，至去年 5 月份跌至

相对低点，随后开始探底回升。截至 1 月 23 日，全国 22 省仔猪、生猪、猪

肉价格分别达到 22.48 元/千克、13.05 元/千克、20.09 元/千克，分别同比下

降 31.91%、19.79%、11.86%。 

 本周市场表现回顾 

近五个交易日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4%，食品饮料板块上涨 1.37%，行业跑

赢市场 0.97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上游。其中，白酒上涨 1.84%，

其他饮料上涨 1.42%，食品上涨 0.67%。 

个股方面，千禾味业、中葡股份以及*ST 椰岛涨幅居前，星普医科、*ST 皇

台及维信诺跌幅居前。 

 投资建议 

近期，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公告称，为满足境外投资者扩大对中国资本市场

的投资需求，经国务院批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总额度由 1500

亿美元增加至 3000 亿美元。北上资金的持续流入以及对食品饮料行业尤其

是白酒板块的偏好，使得板块整体迎来一波估值修复行情。整体来看，白酒

板块仍然具有长期配置价值，建议继续优选提前应对行业变化趋势，品牌优

势明显的龙头类个股。在大众品方面，建议长期关注基础消费品品牌化机遇，

寻找各细分领域的成长龙头，优选经过阶段性调整后估值回落至合理区间的

调味板块，此外建议关注保健品和休闲食品相关公司积极变化。我们认为在

当前经济增速换挡的大环境下，消费特征呈多元化趋势发展，高端可选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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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压力但仍会保持稳健的增速，大众消费品则存在由于品牌认知度的提升

所带来的发展空间，因此给予行业 “看好 ”的投资评级，推荐贵州茅台

（600519）、重庆啤酒（600132）、中炬高新（600872）及双汇发展（000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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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商情报

网 

2018 年 1-11 月内蒙古自治区乳

制品产量同比下降 4.7% 

中商情报网讯：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显示，2018 年 1-3 季度内蒙古自治区

乳制品产量呈小幅度增长，2018 年 3 季度内蒙古自治区乳制品产量相比 1 季度

增长 16.35%。2018 年 11 月内蒙古自治区乳制品产量为 22.42 万吨，同比下降

11.2%。2018 年 1-11 月内蒙古自治区乳制品产量为 233.08 万吨，同比下降

4.7%。 

 

北京商报 
进口热“降温”，2018 年中国进口

葡萄酒下滑 

北京商报讯（记者 薛晨）1 月 16 日记者获悉，在经历了连续快速增长之后，

进口葡萄酒在 2018 年年末遭遇了一轮“挫折”，尤其是四季度增长放缓进一步拖

累了全年进口葡萄酒的数据增长表现，法国、澳大利亚等多个葡萄酒进口来源

国的数据均出现了下滑。事实上，进口葡萄酒整体的增长情况在 2018 年都不

容乐观。此前北京商报记者从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数据也了解到，2018 年 6

月，中国进口 5.4 万吨，同比下降 30.4%；7 月进口 5.8 万吨，同比下降了 19.6%；

8 月进口 6.2 万吨，同比下降 13.4%；9 月进口 6.1 万吨，同比下降 24.9%。有

业内人士认为，进口热的“降温”，或将使得国产葡萄酒在此轮竞争中赢得喘息机

会。进口葡萄酒之间的竞争以及持续走低的价格，正进一步压缩进口葡萄酒相

对于国产葡萄酒所具有的渠道利润空间。这有助于引导部分渠道商重新考虑“进

口”与“国产”之间的平衡。 

 

酒业家 
品味舍得停货 2 天后宣布提价，

市场价将提至 568 元/瓶 

昨日，酒业家记者获悉，距离舍得酒业在 15 日下发《关于暂停部分区域品味舍

得酒供货的通知》，宣布暂停部分区域品味舍得酒供货后仅 2 天，又于 17 日下

发了《关于调整品味舍得酒价格体系的通知》（舍销司发﹝2019﹞7 号），宣布

品味舍得酒执行新的价格体系同时取消随货配赠政策。《通知》显示，52 度品

味舍得酒的终端零售指导价将上调至 568 元/瓶，与目前舍得酒天猫官方旗舰店

的价格一致。有经销商透露，此次调价还取消了原来买 6 送 1 的随货配赠政策，

这里又相当于提了一部分价格，目的是实现渠道和终端的双重提价，以推动终

端和市场价格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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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345 安井食品 
关于子公司发生事

项的风险提示公告 

近日，甘肃省庆城县在对非洲猪瘟疫情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福建安井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泰州安井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

州安井”）生产的批次为 2018112450T 撒尿肉丸疑似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

公司及各子公司猪产品的采购均严格执行农业农村部有关非洲猪瘟防控要求及

食品安全生产相关要求，原料合规、生产合法。公司及各子公司所采购的国内

猪产品均来源自非疫区，《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或报告

等索证齐全，运输路径严格执行农业农村部的规定要求。公司及各子公司所采

购的进口猪肉为正规海关进口产品，皆随附出入境检验检疫《入境货物检验检

疫证明》。公司不属养殖、屠宰类行业，为生产加工型企业，具备严格原料索证

制度和完善防控体系能力。公司所处行业对非洲猪瘟检测能力存在不足，即便

猪产品原料的采购全部来自非疫区且索证齐全，也可能存在原料已被污染的情

况。泰州安井 2017 年度生产撒尿肉丸 0.9 万吨，约占公司及各子公司当年全部

产量的 2.56%。上游猪产品原料的整体管控能力和该事件的后续发展，是否及

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公司本期营收和盈利水平，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000895 双汇发展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事项的停

牌公告 

经初步协商，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

拟通过向控股股东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双汇集

团”）的唯一股东罗特克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特克斯”）发行股份的方式对

双汇集团实施吸收合并（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本次重

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

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双汇发展，证券代码：000895）自 2019 

年 1 月 21 日（星期一）开市起开始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10 个交易

日。 

 

603027 千禾味业 
2018 年度业绩快

报公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06,972.49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2.82%； 

实现营业利润 28,430.7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68.03 %；实现利润总额

28,428.6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66.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999.89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66.6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5,418.3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8.48%。报告期内，公司调

味品业务实现收入 85,127.9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1.07%，焦糖色业务实现

收入 18,541.76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5.48%；确认 2018 年度股权激励费用

1,518.6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232.1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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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鲜乳价格小幅波动，整体呈平稳趋势。截至 2019 年 1 月 23 日，

主产区生鲜乳平均价为 3.61 元/公斤，同比上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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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价格去年年初开始下跌，至去年 5 月份跌至相对

低点，随后开始探底回升。截至 1 月 23 日，全国 22 省仔猪、生猪、猪肉价格分

别达到 22.48 元/千克、13.05 元/千克、20.09 元/千克，分别同比下降 31.91%、

19.79%、11.86%。 

图 3：22 省生猪价格及其变动趋势 图 4：22 省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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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食品饮料板块上涨 1.37%，行业跑赢市

场 0.97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上游。其中，白酒上涨 1.84%，其他

饮料上涨 1.42%，食品上涨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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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禾味业、中葡股份以及*ST 椰岛涨幅居前，星普医科、*ST 皇台及

维信诺跌幅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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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禾味业 16.54% 星普医科 -14.96% 

中葡股份 15.05% *ST 皇台 -7.56% 

*ST 椰岛 11.90% 维信诺 -6.01%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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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资建议 

近期，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公告称，为满足境外投资者扩大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投

资需求，经国务院批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总额度由 1500 亿美元增

加至 3000 亿美元。北上资金的持续流入以及对食品饮料行业尤其是白酒板块的

偏好，使得板块整体迎来一波估值修复行情。整体来看，白酒板块仍然具有长期

配置价值，建议继续优选提前应对行业变化趋势，品牌优势明显的龙头类个股。

在大众品方面，建议长期关注基础消费品品牌化机遇，寻找各细分领域的成长龙

头，优选经过阶段性调整后估值回落至合理区间的调味板块，此外建议关注保健

品和休闲食品相关公司积极变化。我们认为在当前经济增速换挡的大环境下，消

费特征呈多元化趋势发展，高端可选消费面临压力但仍会保持稳健的增速，大众

消费品则存在由于品牌认知度的提升所带来的发展空间，因此给予行业“看好”的

投资评级，推荐贵州茅台（600519）、重庆啤酒（600132）、中炬高新（600872）

及双汇发展（000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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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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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