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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中烟香港上市意味着什么？ 
 

本周关注 1：中烟香港上市意味着什么？中烟香港（6055.HK）于 6 月 12

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自开盘以来，Wind 数据显示其涨幅已高达
56.07%！我们于本周发布了公司深度报告《“走出去”战略排头兵，打造中
烟唯一国际业务平台》，我们的核心观点是：公司背靠中烟集团、壁垒优势
显著，为目前中烟旗下唯一的国际业务平台，未来发展方向为海外市场与
新型烟草产品拓展，有望成为中烟整合海外资源的排头兵，成为中国烟草
行业发展与变革的直接受益者。 

本周关注 2：国内市场中，中烟供应链服务商在推的电子烟品牌产品。2019
年新型烟草发展的火热势头从国际转向国内。电子烟方面，部分中烟供应链
服务商已经完成了前期布局，现已进入旗下品牌产品的上市推广期： 

 劲嘉股份：旗下的因味科技是公司在电子烟产品方面的创新业务平台，
其主打品牌为 foogo（福狗）电子烟。6 月 13 日，公司举办投资者接
待日与 foogo 电子烟新品品鉴会，会上对两样新品进行了介绍：1）
foogo K电子烟，该产品烟油由公司与中烟技术中心联合研制，已于 6
月 18 日在京东 Foogo旗舰店，截至 6 月 23 日上午 9 时，店内商品预
售合计近 2000 件；2）foogo J电子烟，预计在 8 月份正式推出； 

 中国香精香料：公司子公司华昶实业拥有电子烟自有品牌 NOS，主打
扁烟产品，拥有 NOS HNB、NOS MINI、NOS MINIS 三大产品系列。
目前，该品牌电子烟已可在其线上的 NOS 电子烟官方商城购买。 

1、新型烟草一周要闻：国际：为使烟草制品成瘾性程度降低，FDA将于 10
月公布对香烟和其他烟草制品中允许尼古丁含量的规则，此举或将分别影响
奥驰亚、英美烟草、帝国品牌各 20%、13%、15%的在美市场份额。（烟业通
讯）；截至 19Q1，全球约有 730 万成年吸烟者已经停止吸烟并改用 IQOS，
该产品目前在 47 个主要城市和国家出售（PMI）；日烟公布 5 月国内卷烟销
售业绩，销量同比降 7.4%，销售收入同比降 0.6%（日本烟草） 

建议关注：国内：中烟香港（中烟新型烟草“走出去”平台）、劲嘉股份（携
手云南中烟，卡位新型烟草主渠道）、集友股份（布局新型烟草研发及产业
化）、东风股份（参股布局新型烟草制品）、顺灏股份（烟弹烟具布局双管齐
下）、华宝股份（烟用香精国内龙头）、华宝国际（烟用香精及新型烟草原料
布局领先）、中国香精香料（收购国际电子烟厂商吉瑞）/国际：盈趣科技
（IQOS 精密件二级供应商）。 

2、工业大麻一周要闻：国际：美国邮政局 USPS 更新允许包括 CBD 等产品
的 运输 政 策 ， 此 具或 将 影 响 监 管部 门 重 新 评 估相 关 监 管 政策
（ganjapreneur）；预计到 2025 年全球工业大麻市场规模将达 106 亿美元
（Grand View Research, reportlinker） 

建议关注：美瑞健康国际（参股云南汉素 20%股权，和汉麻集团深入合作）。 

3、数字农业一周要闻：中标吉林省吉林市农地确权项目，助力农村信息化
改革（神州信息）；与内蒙古通辽市委市政府签署《通辽市人民政府与大禹
节水集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智慧农业发展方面深化合作（大禹节水） 

建议关注：大禹节水（以水为入口，“元谋模式”开启商业模式升级之路！)、
富邦股份（以土壤为入口，黑科技携手“田小二”打造种植服务新模式！）；
神州信息（以农村政务为入口，助力政府农村信息化管理新模式）、大北农
（孵化农信互联，以生猪交易为入口--打造“平台+农户”生猪养殖新模式） 

风险提示： 新型烟草政策变动风险，销售不及预期；工业大麻应与中间型大麻、娱
乐大麻/毒品严格区分，坚决反对娱乐大麻等合法化，我国目前从未批准工业大麻用
于医用和食品添加，相关业务或有政策变动/法律/经营管理/自然/研发操作风险、合
作不确定性；企业发展不及预期，5G 商用化落地不及预期，技术开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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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行情回顾（6/17-6/21） 

数字农业建议关注板块 

表 1：数字农业建议关注板块一周行情回顾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一周涨跌幅（%） 核心逻辑 股价催化剂 

300021.SZ 大禹节水 2.43 
公司在元谋推行的农田水利设施运营

成为公司商业模式升级的开端 

业绩持续增长，PPP 订单加速落地，

盈利能力提升，乡村振兴持续推进 

300387.SZ 富邦股份 3.07 

黑科技携手“田小二”打造种植服务

新模式！公司看准未来农业发展新方

向，积极打造数字农业闭环 

化肥助剂业绩稳步增长，数字农业相

关业务持续布局，智能配肥业务盈利

能力提升 

000555.SZ 神州信息 5.68 

助力政府农村信息化管理新模式：公

司智慧农业板块以农村政务的信息化

处理为切入点，其互联网+智慧农业

战略布局在 5G 时代想象空间较大 

5G商用化应用与传统产业加速融合，

公司金融科技业务推动业绩在增长，

互联网+传统产业相关业务盈利能力

继续提升 

002385.SZ 大北农 1.07 

猪周期处于上行趋势；布局数字农业，

孵化农信互联，以生猪交易为入口--

打造“平台+农户”生猪养殖新模式 

猪瘟疫情导致猪价上升，数字农业布

局持续推进，生猪养殖链应用盈利能

力再提升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新型烟草建议关注板块： 

表 2：新型烟草建议关注板块一周行情回顾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一周涨跌幅（%） 核心逻辑 股价催化剂 

6055.HK 中烟香港  21.54 
中烟公司的“走出去”平台，新型烟草

海外业务载体 

中烟海外“一带一路”布局加速完善，

新型烟草出口业务放量 

002191.SZ 劲嘉股份  5.24 

客户优势、技术优势、稳健的管理风格、

卡位新型烟草主渠道、业绩有望继续保

持较高速度发展 

烟标及精品包装业务稳定增长；新型

烟草-供应链合作深化、产品推出或

助推业绩、国内政策推出 

603429.SH 集友股份  4.54 

公司 19 年烟标将进入快速放量期、传

统烟用接装纸降本提效稳步增长、布局

新型烟草研发及产业化 

19年烟标快速放量、业绩优化；新型

烟草-供应链合作深化、产品推出或

助推业绩、国内政策推出 

601515.SH 东风股份  4.51 参股布局新型烟草制品 

19年业绩优化；新型烟草-供应链合

作深化、产品推出或助推业绩、国内

政策推出 

002565.SZ 顺灏股份  11.22 
烟草包装业务稳定、工业大麻业务方面

布局领先、烟弹烟具布局双管齐下 

烟标业务稳定增长；新型烟草-供应

链合作深化、产品推出或助推业绩、

国内政策推出；工业大麻布局深化 

002925.SZ 盈趣科技  3.59 

IQOS 精密件二级供应商、公司作为

IQOS 供应链企业受益新一代产品放

量、19年业绩有望企稳回升 

IQOS 业绩回升：IQOS 推陈出新、产

量增加、在美上市 

300741.SZ 华宝股份  1.77 
烟用香精国内龙头、烟草行业高毛利率

特征 

发展烟用香精及食用香精新红利；新

型烟草-参与供应链合作、产品推出

或助推业绩、国内政策推出 

0336.HK 华宝国际  4.10 

国内香精香料龙头、烟用香精及新型烟

草原料布局领先、新增调味品业务稳步

增长 

业绩稳定增长；新型烟草-供应链合

作深化、产品推出或助推业绩、国内

政策推出 

3318.HK 
中国香精香

料  
2.56 

持续扩大烟用香精规模优势、以香精优

势进军国内外新型烟草市场、收购国际

业绩稳定增长；新型烟草-供应链合

作深化、产品推出或助推业绩、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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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烟厂商吉瑞 政策推出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工业大麻建议关注板块： 

表 3：工业大麻建议关注板块一周行情回顾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一周涨跌幅（%） 核心逻辑 股价催化剂 

2327.HK 
美瑞健康国

际  
12.12 

公司将工业大麻作为未来核心业务，

且已通过收购云南汉素股权等方式深

度介入产业 

2020年公司能直接参与工业大麻相

关业务，并产生收入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宠物板块： 

表 4：宠物板块一周行情回顾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一周涨跌幅（%） 核心逻辑 股价催化剂 

300673.SZ 佩蒂股份 4.20 
宠物产业及公司的高成长性、标的稀缺

性、宠物咬胶龙头 

国内新品发布、国内市场业绩出现明

显增幅 

002891.SZ 中宠股份 -5.37 
宠物产业及公司的高成长性、标的稀缺

性、宠物零食龙头 
国内业务持续高增长，业绩拐点来临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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