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自已公开信息，关于信息的准确性与完整性，建议投资者谨慎判断，据此入市，风险自担。 

请务必阅读末页声明。 

 

1、行情回顾： 

消费板块中多数行业跑赢沪深 300 指数。周二，大盘低开低走，收大阴线。消费板块随大盘下跌，但

多数板块跌幅小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出了防御属性。食品饮料行业下跌 0.59%，跌幅最小。农林牧渔和

医药生物跌幅虽大于 1%，但跌幅均小于沪深 300指数。家电行业跌幅超过沪深 300 指数。 

表 1 消费板块单日涨跌幅及走势分析（2019/9/17） 

 

申万一级行业 涨跌幅(%) 排名 子行业 涨跌幅(%) 走势分析

林业(申万) -3.61

农产品加工(申万) -2.03

饲料(申万) -1.23

渔业(申万) -2.57

种植业(申万) -2.50

畜禽养殖(申万) -0.46

动物保健(申万) -1.83

白色家电(申万) -1.73

视听器材(申万) -2.58

白酒(申万) -0.04

啤酒(申万) -1.70

软饮料(申万) -1.75

葡萄酒(申万) -2.47

黄酒(申万) -1.54

肉制品(申万) -2.07

调味发酵品(申万) -1.93

乳品(申万) -1.54

食品综合(申万) -1.22

化学原料药(申万) -1.20

化学制剂(申万) -1.56

中药(申万) -1.89

生物制品(申万) -1.15

医药商业(申万) -1.33

医疗器械(申万) -2.04

医疗服务(申万) -1.45

沪深300 -1.68

周二农林牧渔板块全天震荡下跌，收跌1.17%，跑赢沪深300指数
0.51个百分点。大部分子行业录得负收益，SW林业领跌3.61%，个
股普遍下跌，动物保健板块下跌个股较多。今天受大盘影响所有板
块均下跌，农林牧渔板块受大盘拖累但下跌幅度较少。

周二家电板块小幅低开，随后单边下挫，防守力道很弱，收盘下跌
1.78%，板块仅有四只股票收红，但尾盘时北向资金入场步伐明显
提速，近期市场需消化前期消费股和科技股涨幅，但调整节奏会慢
慢收窄，投资者可开始关注MSCI中盘股，逐步布局下一轮机会。

周二食品饮料行业表现较好的抗跌性，下跌0.59%，跌幅最小，跑
赢沪深300指数约1.09个百分点。细分板块中，白酒板块跌幅最
少，微跌0.04%，白酒个股中酒鬼酒领涨，上涨4.96%。葡萄酒和肉
制品走势最弱，跌幅均超过2%。调味品下跌1.93%，调味品个股全
线下跌，龙头海天味业跌幅超过2%。

周二医药板块走势基本与沪深300指数保持一致，全天单边下行，
个股跌多涨少。板块最终小幅跑赢沪深300指数0.13pct，在所有申
万一级行业中排名第7。所有子行业收跌，跌幅较小的是生物制品
和原料药板块，器械和中药板块领跌。前期表现强势的中小市值股
票跌幅居前，龙头个股虽然跟随大盘也有所下跌，但整体比较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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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2、沪深港通资金流向： 

消费龙头净流出较多。周二，北上资金净流入 8938 万元，净流入较周一大幅减少。前十大成交的消

费股中，仅格力电器和美的集团净流入，其他个股均净流出。其中贵州茅台净流出达到 6.04 亿元，伊利

股份净流出规模仅次于贵州茅台，达到 2.12 亿元。 

表 2 沪深港通资金前十大成交股中的消费股（2019/9/17）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3、重要公告： 

➢ 医药生物： 

◼ 以岭药业（002603）：关于获得药物临床试验通知书的公告（2019/9/18） 

XY03-EA片轻中度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获批临床。 

◼ 新华制药（000756）：关于头孢拉定胶囊(0.25g)首家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2019/9/18） 

◼ ST康美（600518）：关于媒体报道的说明公告（2019/9/18） 

与广药集团签订的协议议仅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原则性、意向性合作协议，不构成法律责任和正式

承诺，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本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具体合作模式和事项尚需进一步协商，

具体合作事项和方式以公司与相关主体签订的合同为准,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 食品饮料： 

◼ 上海梅林（600073）：获得政府补助（2019/9/18）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以下简称“本期”）累计收到各类政府补助共

计115,797,206.08元。其中：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95,537,903.45 元，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0,259,302.63元，以上各类政府补助资金均已到账。 

◼ 燕京啤酒（000729）：获得政府补助（2019/9/18） 

代码 股票简称 涨跌幅 净买额 买入金额 卖出金额

600519 贵州茅台 -0.45% -6.04亿 3.71亿 9.75亿

600887 伊利股份 -1.36% -2.12亿 9238.26万 3.04亿

600276 恒瑞医药 -0.92% -7593.02万 1.16亿 1.92亿

000858 五粮液 0.47% -654.92万 3.22亿 3.28亿

000651 格力电器 -2.26% 2.19亿 4.09亿 1.90亿

000333 美的集团 -0.88% 1.03亿 2.39亿 1.37亿

000568 泸州老窖 1.19% -7873.44万 1.13亿 1.92亿

沪股通

深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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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燕京啤酒（湘潭）有限公司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贴款1,000,000.00元。至此，公

司及子公司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款项18,589,091.60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的10.34%。 

◼ 桃李面包（603866）：公开发行A股可转债募集说明书（2019/9/18） 

公司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资总额为10亿元，发行数量为100万手，债券期限为2019年9月20日至2025

年9月19日。募资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于“江苏桃李面包有限公司一期投资项目”、“四川桃李面

包有限公司烘焙食品生产项目”、“青岛桃李食品烘培食品生产基地项目”和“浙江桃李面包有限公

司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 有友食品（603697）：2019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2019/9/18） 

公司每股分配现金红利0.18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4,818,100元。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9月24

日，除权（息）日2019年9月25日，现金红利发放日2019年9月25日。 

◼ 加加食品（002650）：收到证监会湖南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19/9/18） 

2019年9月17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湖南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书》（ [2019]2号）。经查明，加加食品及其控股股东湖南卓越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未及时

披露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未按规定披露与控股股东关联方交易情况，未及时披露为控股

股东提供担保情况。对加加食品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40万元；对湖南卓越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40

万元；对杨振给予警告，并处于罚款20万元，其中作为加加食品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罚款10万元，作

为湖南卓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罚款10万元；对杨子江、段维嵬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罚款5万元；

对刘永交、彭杰、王彦武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于罚款3万元。 

 

➢ 家电： 

◼ 三星新材（603578）：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2019/9/18） 

德华创投计划六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791,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 农业： 

◼ 道道全（002852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2019/9/18） 

为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拟以现金方式向陈跃钳先生、陈全教先生购买其持有的厦门中禾实业有限

公司75%股权。 

 

4、重要行业新闻： 
➢ 医药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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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制药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华法林钠片一致性评价批件，成为该品种国内首家通过一致

性评价的药企（Insight，2019/9/17） 

简评：华法林钠片，属于双香豆素类中效抗凝剂，1954年在美国首次上市，适用于需长期持续抗凝的

患者，能防止血栓的形成及发展。齐鲁制药研制的华法林钠片于1995年在国内上市。 

◼ 黑龙江省医保局发布关于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布洛芬注射液降价的通知（黑龙江省医保

局，2019/9/17） 

成都苑东主动将布洛芬注射液（规格4ml：0.4g）、（规格8ml：0.8g）的挂网参考价分别由105.8元/

支降为57.6元/支、180元/支降为97.92元/支。 

◼ 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了《关于做好第一批实施医疗器械唯一标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告（征求意见稿）》

（国家药监局，2019/9/17） 

◼ 山东药监局发布通知，公开征求《山东省药品零售企业分类分级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和《山东

省药品零售连锁企业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山东药监局，2019/9/18） 

 

➢ 食品饮料： 

无 

➢ 家电： 

无 

➢ 农业： 

◼ 中央储备冻猪肉拟投放1万吨（wind，2019/9/17） 

华商储备商品管理中心网站发布消息称，根据相关部委要求，组织实施中央储备冻猪肉1万吨投放工

作，将通过竞价交易方式进行。 

 

 

5、风险提示： 

政策不确定性风险；销量不及预期风险；行业竞争加剧风险；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食品安全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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