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饮料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1 of 12 

 

11111[Table_MainInfo] 

啤酒行业高端化率加速 白酒迎来旺季估值切换 

―― 食品饮料行业周报 

分析师： 刘瑀 SAC NO： S1150516030001 2019 年 8 月 21 日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行业动态&公司新闻 

二次投资减值 恒天然本土化战略缺位 

我国上半年葡萄酒进口量同比下降 14.09% 

2019 年月饼市场整体销量和销售额应有 5%—8%增长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光明乳业：发布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青岛啤酒：发布 2019 年半年度报告 

科迪乳业：发布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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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7

日，主产区生鲜乳平均价为 3.62 元/公斤，环比微增 0.3%，同比上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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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9 日，全国 22 省仔猪、生猪、猪肉价格分别达到 56.67 元/千克、

20.62 元/千克、29.17 元/千克，分别同比变动 118.38%、49.20%、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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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食品饮料板块上涨 2.19%，行业跑

输市场 3.5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上游。其中，白酒上涨 2.12%，

其他饮料上涨 5.83%，食品上涨 1.74%。 

个股方面，中宠股份、金达威及深粮控股涨幅居前，科迪乳业、ST 椰岛以及

盐津铺子跌幅居前。 

 投资建议 

2019 年 1-7 月中国规模以上啤酒企业累计产量 2399.5 万千升，同比增长

0.3%。虽然总量保持稳定，但是升级趋势明显，龙头企业高端化率持续提升。

啤酒行业从中报业绩看，剔除增值税率下调影响，高端产品仍有加速增长趋

势，建议积极关注。此外，仍然建议长期关注白酒板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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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逢低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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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我们仍给予行业“看好”的投资评级，推荐五粮液（00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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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老窖（000568）、重庆啤酒（600132）及百润股份（002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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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商报

网 

二次投资减值 恒天然本土化战

略缺位 

恒天然在华投资进一步影响了业绩。日前，恒天然披露的 2019 财年报告显示，

公司预亏超 5.9 亿新西兰元。恒天然将业绩亏损的原因归结为资产投资减值等原

因。业内人士认为，恒天然再次投资失意主要原因在于本土化战略缺失。未来恒

天然大概率不会再与本土乳企进行合作，而是直接与零售渠道的企业合作，成为

参与者而非投资者。从目前来看，恒天然仍然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今年 4 月，

恒天然旗下安佳消费品牌宣布在华推出首款自有品牌鲜牛乳产品，此次推出的鲜

牛乳产品也是安佳首次以独立品牌推出的中国本土奶源乳制品。在业内人士看来，

这意味着恒天然开始选择注重自有品牌建设。资料显示，恒天然已与新零售品牌

盒马鲜生联手，推出“日日鲜”牛奶。 

 

中国食品

报 

我国上半年葡萄酒进口量同比

下降 14.09% 

数据显示，2019 年 1—6 月中国葡萄酒进口量为 31541.1 万升，同比下降 14.09%；

进口额 12.3 亿美元，同比下降 19.46%。从排名前十位的进口来源地的情况也能

看到，除了智利实现了葡萄酒销售数量与金额同比双上涨的情况，其余国家的数

量和金额同比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以往处于冠军位置的法国葡萄酒，更是

出现了数量同比下滑 27.01%、金额同比下滑 38.88%的大幅度变动。与进口葡萄

酒的颓势形成对应的，是国产葡萄酒不容乐观的数据表现。公开数据显示，2019

年 1—6 月，全国葡萄酒产量 24.5 万千升，累计下降 19.9%。从已公布业绩数据

的国产葡萄酒企业的情况来看，同样呈现出下滑的态势。以怡园酒业为例，上半

年营业额为 2950 万元，较 2018 年同期的 3530 万元下降 16.5%。 

 

中国食品

报 

2019 年月饼市场整体销量和销

售额应有 5%—8%增长 

近日，在北京举办的第 5 届中国月饼文化节上，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发

布了 2019 中国月饼行业发展趋势的报告。报告指出，2018 年以来，中国经济运

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是，全国食

品行业认真落实中央的总体要求和部署，顺应市场变化，全国 40909 家规模以上

食品工业企业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9.02 万亿，同比增长 5.29%。今年中秋是 9

月 13 日，是家人团聚、共享月圆的好时候。中秋月饼市场将呈现出主销售期启动

更晚、销售期更短、短期量大等特点。由于人工、原材料、物流等成本上升，预

计售价将小幅上升，品牌企业产销量均会有所上升，但利润增长空间不大。总体

看，2019 年月饼市场将呈现平稳有序、健康营养、品种多样、口味丰富的发展态

势，预计行业整体销量和销售额应有 5%—8%的增长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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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597 光明乳业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

的公告 

近日，经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财务部确认，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以下简称“本期”）

累计收到各类政府补助 44,437,456.84 元（数据未经审计）。公司本期收到各类

政府补助均已到账，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共计 22,940,140.00 元，与收益相

关的政府补助共计 21,497,316.84 元。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的规定，摊销以前年度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项目

18,902,735.04 元；摊销本期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项

目 1,168,959.00 元；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入“其他收益”项目

21,497,316.84 元；共计 41,569,010.88 元。具体会计处理请以会计师年度审计

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600600 青岛啤酒 2019年半年度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通过品牌及品种结构优化提升等举措，

实现了销量、销售收入、净利润持续增长，品牌价值持续攀升的良好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共实现啤酒销量 473 万千升，同比增长 3.6%；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65.51 亿元，同比增长 9.2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16.31 亿元，同比增长 25.21%。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化推进“青岛啤酒主

品牌+崂山啤酒第二品牌”的品牌发展战略，围绕公司产品战略、区域战略积极

开展品牌推广，充分发挥青岛啤酒品牌和品质优势，持续提升青岛啤酒中高端

品牌定位，不断促进产品结构优化升级，助力青岛经典、青岛纯生、新特产品

及崂山啤酒做强、做优、做大，加快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型升级。上半年，主品

牌青岛啤酒共实现销量 236.0 万千升，同比增长 6.3%，继续保持在国内中高

端产品市场的竞争优势。 

 

002770 科迪乳业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对公司关注函回

复的公告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5 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 304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要求公司就相关

事项进行核查并做出书面说明。收到《关注函》后，公司立即组织相关人员积

极准备《关注函》的回复工作，现将《关注函》中的问题回复公告如下：经向

河南科迪速冻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迪速冻”）核实， 科迪速冻受金融

环境的影响及科迪集团高比例股票质押、补仓和银行压贷等影响，造成了科迪

速冻资金链紧张，科迪速冻生产经营受到较大影响，但不存在停产的情形。科

迪速冻应付工资约 1,500 万元，但不存在应保未保的情形。公司将根据经济形

势及科迪速冻实际情况，适时推动重组事宜，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特

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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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7 日，

主产区生鲜乳平均价为 3.62 元/公斤，环比微增 0.3%，同比上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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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9 日，全国 22 省仔猪、生猪、猪肉价格分别达到 56.67 元/千克、20.62 元/千克、

29.17 元/千克，分别同比变动 118.38%、49.20%、47.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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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食品饮料板块上涨2.19%，行业跑输市

场 3.5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上游。其中，白酒上涨 2.12%，其他

饮料上涨 5.83%，食品上涨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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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宠股份、金达威及深粮控股涨幅居前，科迪乳业、ST 椰岛以及盐

津铺子跌幅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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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宠股份 18.93% 科迪乳业 -9.09% 

金达威 17.39% ST 椰岛 -5.94% 

深粮控股 13.51% 盐津铺子 -4.36%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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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资建议 

2019 年 1-7 月中国规模以上啤酒企业累计产量 2399.5 万千升，同比增长 0.3%。

虽然总量保持稳定，但是升级趋势明显，龙头企业高端化率持续提升。啤酒行业

从中报业绩看，剔除增值税率下调影响，高端产品仍有加速增长趋势，建议积极

关注。此外，仍然建议长期关注白酒板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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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逢低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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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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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啤酒

（600132）及百润股份（002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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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