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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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林牧渔和家电板块领涨，市场呈现结构性行情。经过节前较大幅度的调整，市场情绪逐步趋于理性，

周二大盘冲高回落，主要指数收涨，大盘蓝筹受到青睐，消费板块方面，农林牧渔和家电板块领涨，呈现

结构性行情，10月三季报披露的时间窗口，部分高增长公司披露在即，或将成为市场资金的追逐热点，建

议关注三季报业绩高增长个股。  

表 1 消费板块单日涨跌幅及走势分析（201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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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3

农产品加工(申万) 0.89

饲料(申万) 3.25

渔业(申万) 0.54

种植业(申万) 1.68

畜禽养殖(申万) 3.39

动物保健(申万) -0.25

白色家电(申万) 1.88

视听器材(申万) 1.05

白酒(申万) 1.68

啤酒(申万) 0.75

软饮料(申万) -0.87

葡萄酒(申万) -0.73

黄酒(申万) -0.95

肉制品(申万) 0.25

调味发酵品(申万) -0.12

乳品(申万) 0.01

食品综合(申万) -1.90

化学原料药(申万) 0.11

化学制剂(申万) 0.39

中药(申万) 1.52

生物制品(申万) 0.03

医药商业(申万) 1.16

医疗器械(申万) 1.12

医疗服务(申万) -0.42

沪深300 0.61

农林牧渔(申万)

家用电器(申万)

食品饮料(申万)

医药生物(申万)

2.56

1.83

0.99

0.52

10月8日农林牧渔板块高开后全天保持高位运行，收涨2.56%，跑赢
沪深300指数1.95个百分点。大部分子行业录得正收益，其中SW畜
禽养殖大涨3.39%，SW饲料大涨3.25%，个股万向德农涨停，天邦股
份大涨8.33%，傲农生物大涨6.98%，牧原股份、民和股份、立华股
份均涨超6%，板块一扫前期颓势，反弹明显。

周二，经历节前较大幅度的调整，市场情绪逐步趋于理性有望呈现
结构性行情。家电板块高开高走，全天小幅震荡上扬，收盘上涨
1.83%，涨幅排名申万28个行业第四，厨电、白电板块涨幅居前。

周二，食品饮料行业上涨0.99%，跑赢沪深300指数约0.38个百分点
。细分板块中，仅白酒、啤酒、肉制品和乳品录得正收益，其他板
块均下跌。其中白酒板块领涨，上涨1.68%；白酒个股中酒鬼酒涨
幅最大，上涨5.5%；高端白酒泸州老窖涨幅最大，上涨近4%。

周二医药生物板块早盘在诺贝尔医学奖公布的消息带动下一度冲
高，但持续性一般，午盘回落明显。最终板块上涨0.52%，跑输沪
深300指数0.1pct，在所有申万一级行业中排名第11。子行业中中
药、商业与器械领涨，其中工业大麻、零售药房、高值耗材个股表
现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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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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电、白酒板块北上资金大额流入。周二北上资金净流入 17.44亿元，消费板块白酒和家电板块北上

资金净流入较大；个股方面，美的集团和五粮液净流入均超过 6亿元。 

表 2 沪深港通资金前十大成交股中的消费股（2019/10/8）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3、重要公告： 

➢ 医药： 

◼ 智飞生物（300122）：Q3归母净利润5.05-7.22亿元，同增24.85%-78.61%。（2019/10/9） 

◼ 迈克生物（300463）：3类试剂盒获四川省注册批件。（2019/10/9） 

◼ 上海莱士（002252）：发行股份购买GDS45%股权事项通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2019/10/9） 

◼ 华润双鹤（600062）：左乙拉西坦原料药通过CDE技术审评；左乙拉西坦片获得药品注册批件。

（2019/10/9） 

简评：根据PDB样本医院数据，2018年左乙拉西坦的销售额约为3.55亿元人民币，企业份额分别为：

优时比97.19%，重庆圣华曦1.55%，京新药业1.19%，信立泰0.07%。 

◼ 海普瑞（002399）：参股公司新药RVX-208III期临床试验顶线数据结果显示未达主要临床终点。

（2019/10/9） 

◼ *ST长生（002680）：公司股票终止上市。（2019/10/9） 

◼ 同和药业（300636）：5%以上股东旌辉创投拟减持不超1.83%股份。（2019/10/9） 

◼ 鱼跃医疗（002223）：4200万元投资参股江苏视准医疗器械有限公司。（2019/10/9） 

➢ 食品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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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2.58亿 9.21亿 11.79亿

601888 中国国旅 4.34% -2.93亿 4.09亿 7.02亿

600276 恒瑞医药 -0.41% -508.90万 2.84亿 2.90亿

000333 美的集团 3.03% 6.51亿 9.51亿 3.00亿

000858 五粮液 2.28% 6.89亿 9.05亿 2.16亿

002714 牧原股份 6.60% -1434.55万 2.94亿 3.08亿

000568 泸州老窖 3.56% 1.48亿 2.56亿 1.07亿

000651 格力电器 1.48% 1.79亿 2.65亿 8661.68万

沪股通

深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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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全食品（002216）：获得政府补助（2019/10/9） 

公司于2019年8月至9月，共计收到政府补助10,883,713.78元。以上政府补助资金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

相关，不具有可持续性。 

◼ 爱普股份（603020）：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2019/10/9） 

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公司股东馨宇投资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

超过320万股公司股票，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且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减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 好想你（00258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2019/10/9）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34,668,14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6.1145%，解除限售股份为公司

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发行的股份。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10月14日（星期一）。本

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不代表股东对该股份的减持计划。 

➢ 家电： 

◼ 三花智控（002050）：关于股份回购的进展公告（2019/10/9） 

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约156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约0.57%，最高成交价为16.63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9.92元/股，成交总金额约为2.16亿元。 

简评：此前，公司公告回购约2亿至6亿元，回购价不超过20元。公司回购金额已达下限，但考虑到公

司业绩释放时机即将到来，且具回购价上限差距较大，不排除公司继续回购。 

◼ 创维数字（000810）：2019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2019/10/9） 

公司预计2019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94.42%–137.62%；2019年第

三季度比上年同期增长：192.82%–262.54%。 

简评：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及2019年第三季度净利润业绩同比大幅增长，基于公司产品与销售结构在

优化，主营业务增长，持续全要素泛供应链体系的改进，毛利率提升所致。 

➢ 农业： 

◼ 圣农发展（002299 ）：2019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2019/10/9） 

公司于2019年8月10日披露的《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中，预计2019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盈利245,000—255,000万元。现修正为270,000万元—271,000万元。 

◼ 点评：公司业绩预告超预期。 

◼ 傲农生物（603363 ）：2019年9月养殖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公告（2019/10/9） 

2019年9月，公司生猪销售量6.35万头，销售量环比下降27.52%，同比增长78.33%。本月生猪销售量

环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为现有猪场提升产能及后续新投产猪场引种需要，公司开始主动提高留种比

例，增加后备母猪培育数量。2019年1-9月，公司累计销售生猪55.00万头，销售量同比增长72.09%。

2019年9月末，公司生猪存栏25.37万头，较2018年9月末增长4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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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生股份（002458 ）：2019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2019/10/9） 

2019年第三季度归母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上升：452.73%至457.65%。2019年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比上年

同期上升：993.41%至997.14%。 

◼ 仙坛股份（002746 ）：2019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2019/10/9） 

2019年第三季度归母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67.28 % -105.49 %。2019年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长：182.19 % -204.94 %。 

◼ 牧原股份（002714 ）：2019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2019/10/9） 

2019年第三季度归母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238.12% - 284.75%。2019年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长：271.23%-328.34%。 

 

4、重要行业新闻： 
➢ 医药： 

◼ Opdivo已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扩大适应症，适用于治疗接受含铂类方案治疗期间或之后出现疾病进展

且肿瘤PD-L1表达阳性的复发性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新京报，2019/10/8） 

◼ 国家医保局发布《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等10项信息业务编码规则和方法》，公布定点医疗机构、医

保按病种结算病种以及医保日间手术病种等10项信息业务编码规则和方法。（国家医保局，2019/10/8） 

简评：定点零售药店编码分3个部分共12位，通过大写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按特定顺序排列表示。

相关负责人透露，预计到2020年，将逐步实现15项信息业务编码标准的落地使用,实现全国医保系统和

各业务环节的“一码通”,全面发挥标准化在医保管理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 食品饮料： 

◼ 婴配粉进口：1-8月+15%至23.2万吨（荷斯坦奶农俱乐部网，2019/10/8）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9年1-8月中国共进口婴幼儿配方奶粉23.2万吨，同比增加15%，进口量的增长主

要来自新西兰和爱尔兰，同比分别增长55% 和24%。据了解，新西兰进口增长，主要来自我国一些企

业如光明、伊利、雅士利等在新西兰生产的婴配粉大量销往国内。 

➢ 家电： 

◼ 苏宁国庆大数据：国货增长16.2% 大家电换新额超3亿（证券时报网，2019/10/8） 

苏宁2019国庆大数据显示，10月1日至7日，国产品牌销量同比增长16.2%，是进口品牌销量增长的4倍。

其中，大家电、小家电的国产品牌销量分别同比增长38.5%、25.6%。 

➢ 农业： 

◼ 牧原股份(002714.SZ)9月生猪销售收入19.22亿元 同比增长92%（格隆汇，201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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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股份(002714.SZ)公布，2019年9月份，公司销售生猪72.52万头，同比下降6.32%；销售收入19.22

亿元，同比增长92.01%。2019年9月份，公司商品猪销售均价26.17元/公斤，比2019年8月份上升29.11%。 

◼ 浙江省每出栏万头猪奖励100万元（澎湃新闻网，2019/10/8） 

2019至2021年浙江全省生猪出栏量分别为920万头、1200万头、1400万头。对2019年8月1日至2021年

12月31日新建(扩建)的万头以上规模猪场按每出栏万头给予100万元的奖励，中央和省级扶持政策不重

复享受;对规模猪场自2019年7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引进种猪的，给予每头500元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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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