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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行业动态&公司新闻 

涉足大健康领域 青岛啤酒推王子海藻苏打水新品 

超越法国 澳大利亚成中国进口葡萄酒第一大来源国 

即饮咖啡销量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15.5%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百润股份：发布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净利润同比增长 73.72% 

泸州老窖：发布关于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妙可蓝多：发布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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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7

日，主产区生鲜乳平均价为 3.58 元/公斤，环比持平，同比上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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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开始探底回升并且延续涨价趋势，猪肉价格已创年内新高。

截至 7 月 19 日，全国 22 省仔猪、生猪、猪肉价格分别达到 56.55 元/千克、

19.09 元/千克、27.30 元/千克，分别同比变动 120.12%、51.99%、45.14%，

同比均有明显增幅，价格继续创阶段性新高，长期来看猪价整体仍将继续反

弹。 

 本周市场表现回顾 

近五个交易日沪深 300 指数上涨 1.20%，食品饮料板块上涨 0.27%，行业跑

输市场 0.97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下游。其中，白酒上涨 0.73%，

其他饮料下跌 0.28%，食品下跌 0.48%。 

个股方面，百润股份、妙可蓝多及香飘飘涨幅居前，涪陵榨菜、恒顺醋业及

得利斯跌幅居前。 

 投资建议 

近期，食品饮料板块尤其白酒板块受到贵州茅台、水井坊等中期业绩影响有

所调整，资金对于白酒板块配置动力不足导致增量有限。短期来看，虽然目

前处于行业淡季，白酒企业大多选择淡季调整价格、梳理渠道，但是从实际

情况看目前量少价挺，国庆、中秋前后或会有预期差出现。长期来看，白酒

尤其高端白酒目前仍然是食品饮料行业乃至全行业当中确定性较强的板块，

仍建议逢低配置确定性较高的高端类白酒。在大众品方面，仍然建议长期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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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基础消费品品牌化机遇，寻找各细分领域的成长龙头，此外建议关注啤酒

板块受益于结构化调整、增值税下调带来的业绩释放。综上，我们仍给予行

业“看好”的投资评级，推荐五粮液（000858）、泸州老窖（000568）、青岛

啤酒（600600）及安琪酵母（60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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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 
涉足大健康领域 青岛啤酒推王

子海藻苏打水新品 

e 公司讯，7 月 27 日，青岛啤酒在青岛举行王子海藻苏打水上市发布会，旗下三

款王子海藻苏打水上市。这款产品是由青岛啤酒生物发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和

管华诗院士领衔的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两大国家级实验室联合研制推出的海

洋大健康饮品。青岛啤酒董事长黄克兴表示，未来，纵向上青岛啤酒公司将在啤

酒主业持续做强做优，横向上依托企业优势资源，丰富产品品类，进一步拓展新

动能空间，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佳酿网 
超越法国 澳大利亚成中国进口

葡萄酒第一大来源国 

根据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Wine Australia)公布的数据，2019 年前 5 个月，澳大

利亚出口中国大陆的葡萄酒总价值首次超越法国，成为中国进口葡萄酒的第一大

来源国。此外，澳大利亚葡萄酒在中国进口葡萄酒市场的市场占比也从 2015 年

的 13%增加到今年的 24%，成为目前中国市场上最重要的葡萄酒进口来源国之

一。目前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地区)是澳大利亚葡萄酒最大的出口市场，出口额

占整体的 42%，相比 2018 年中的数据(40%)仍然有所增加。 

 

中国食品

报 

即饮咖啡销量年均复合增长率

达 15.5% 

眼下虽然咖啡市场异常热闹，然而，能让消费者在便利店里拿起就走的即饮咖啡

（罐装/瓶装咖啡），才是中国咖啡市场增速最快的品类。市场咨询公司英敏特2018

年的报告显示，2018—2023 年，即饮咖啡零售市场的销售量年均复合增长率约

为 15.5%，预计 2023 年销售量将增至 4.6 亿升。当下，中国市场的新零售业态

正在逐步让人们的咖啡消费变得日常。尽管当下的咖啡消费仍以社交为主要驱动，

大部分人的热衷是在星巴克这类“第三空间”里聊天，或是到网红咖啡店拍照上

传朋友圈。不过在社交需求之外，年轻人开始在寻找更多有品质的咖啡消费场景，

即饮咖啡也许能填补这个空白。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渤海证券 

 

 

 

 

 

 

 



                                      食品饮料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6 of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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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568 百润股份 2019年半年度报告 

报告期内，预调鸡尾酒业务板块，公司在清晰策略指引下强化执行。一方面公

司加大投入，主动拓展细分市场，针对相应的细分市场实施有节奏、有重点的

营销计划；另一方面，公司持续进行消费者研究，对原部分系列产品进行了升

级、推出新的口味产品，并按计划积极推进重点新产品铺市，努力实现多渠道

共同发展；同时，加强厂商合作，建设良好的厂商文化，共创共赢。展望全年，

该业务板块有望取得较好的经营业绩。2019 年上半年度，公司各项经营活动有

序开展，稳健运行。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3,555.18 万元，同比增长

14.39%，实现净利润 13,673.79 万元，同比增长 73.72%，其中预调鸡尾酒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 54,957.67 万元，同比增长 22.26%，实现净利润 9,937.98 万

元，同比增长 114.20%，在此基础上，下半年经营业绩有望继续保持增长。 

 

000568 泸州老窖 

关于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核准的

公告 

近日，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312 号，以下简称“批复”）。

该批复内容如下：一、核准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40 亿元

的公司债券。二、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

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完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

起 24 个月内完成。三、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募集说

明书进行。四、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24 个月内有效。五、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

按有关规定处理。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批复的要求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

券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00882 妙可蓝多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

清公告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注到近日部分自媒

体平台刊登了针对公司的相关信息（以下简称“媒体报道”），相关报道中提及

“妙可蓝多可能要‘易主’”、某乳企“酝酿接盘”等信息，公司关注到上述报

道后进行了认真核实，现予以澄清说明。经公司内部核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柴琇女士书面核实情况，相关媒体报道中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本公

司特就相关事宜澄清如下：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柴琇女

士及本公司未筹划控制权转让事项，亦未筹划报道中所称资产剥离并出售事项。

该媒体报导相关信息不实，可能会对投资者造成误导，进而损害本公司权益。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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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7 日，

主产区生鲜乳平均价为 3.58 元/公斤，环比持平，同比上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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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开始探底回升并且延续涨价趋势，猪肉价格已创年内新高。截至 7 月

19 日，全国 22 省仔猪、生猪、猪肉价格分别达到 56.55 元/千克、19.09 元/千克、

27.30 元/千克，分别同比变动 120.12%、51.99%、45.14%，同比均有明显增幅，

价格继续创阶段性新高，长期来看猪价整体仍将继续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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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食品饮料板块上涨0.27%，行业跑输市

场 0.97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下游。其中，白酒上涨 0.73%，其他

饮料下跌 0.28%，食品下跌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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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润股份、妙可蓝多及香飘飘涨幅居前，涪陵榨菜、恒顺醋业及得利

斯跌幅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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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润股份 17.95% 涪陵榨菜 -8.86% 

妙可蓝多 12.64% 恒顺醋业 -5.78% 

香飘飘 12.59% 得利斯 -4.93%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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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资建议 

近期，食品饮料板块尤其白酒板块受到贵州茅台、水井坊等中期业绩影响有所调

整，资金对于白酒板块配置动力不足导致增量有限。短期来看，虽然目前处于行

业淡季，白酒企业大多选择淡季调整价格、梳理渠道，但是从实际情况看目前量

少价挺，国庆、中秋前后或会有预期差出现。长期来看，白酒尤其高端白酒目前

仍然是食品饮料行业乃至全行业当中确定性较强的板块，仍建议逢低配置确定性

较高的高端类白酒。在大众品方面，仍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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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建议关注啤酒板块受益于结构化调整、增值税

下调带来的业绩释放。综上，我们仍给予行业“看好”的投资评级，推荐五粮液

（000858）、泸州老窖（000568）、青岛啤酒（600600）及安琪酵母（60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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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