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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行业动态&公司新闻 

完达山正式启动上市准备工作 

助力区域经济发展 伊利 30 亿投资产业集群落地驻马店 

多渠道融合创新 乳品消费迎转机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安井食品：发布关于对外投资建设华南生产基地项目的公告 

双汇发展：发布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安琪酵母：发布关于建设年产 2.5 万吨酵母生产线项目一期的公告 

 行业重点数据跟踪 

乳制品方面，生鲜乳价格继续下滑。截至 2020 年 5 月 6 日，主产区生鲜乳

平均价为 3.57 元/公斤，环比继续下滑，同比上涨 1.1%，增速继续收窄。 

肉制品方面，仔猪、生猪、猪肉价格 2018 年年初开始下跌，至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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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位回落。截

至今年 5 月 15 日，全国 22 省仔猪、生猪、猪肉价格分别达到 104.72 元/千

克、28.68 元/千克、42.05 元/千克，分别同比变动 131.53%、86.48%、81.41%，

中期来看猪价整体有待观察。 

 本周市场表现回顾 

近五个交易日沪深 300 指数下跌 0.83%，食品饮料板块上涨 0.96%，行业跑

赢市场 1.79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上游。其中，酒类上涨 1.56%，

饮料下跌 1.16%，食品上涨 0.28%。 

个股方面，安记食品、古井贡 B 以及承德露露涨幅居前，龙大肉食、得利斯

及 ST 中葡跌幅居前。 

 投资建议 

本周，食品饮料板块依然表现良好，其中白酒、调味品及休闲食品领涨。4

月社零数据显示，餐饮收入同比下滑 31.10%环比降幅有所收窄，而烟酒类增

速由负转正同比增长 7.10%环比大幅改善，印证了我们此前认为消费环比复

苏是大概率事件的观点。站在当前时点我们仍然强调，白酒板块行业天然属

性仍存，货币宽松环境以及基建持续加码都对白酒行业形成支撑，需求将会

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建议积极配置。而必选消费品目前整体存在由于确定性

带来的估值溢价，整体估值中枢位于历史中位之上，随着时间推移必选消费

的投资逻辑将转向长期，建议优选成长性确定的细分领域龙头。综上，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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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给予行业“看好”的投资评级，继续推荐光明乳业（600597）、青岛啤酒

（600600）以及洋河股份（00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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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达山正式启动上市准

备工作 

5 月 12 日，北京商报记者从中国政府采购网信息获悉，完达山为 IPO 采购了法律

服务及会计服务。其中，法律服务中标单位为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会计服务中

标单位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这意味着，完达山已正式启动上市的准备工作。 

会计服务的成交公告显示，这一采购项目的用途为“用于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

份有限公司 IPO 会计服务工作”，服务期为“签订合同之日起至成功上市或停止

上市止”。事实上，完达山早就有启动 IPO 的迹象。就在统一企业宣布拟将持有

的合计 9%股份出售给北大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中国农垦产业发展基金后，北

大荒集团发布公告称，统一企业与完达山分手主要是“基于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

公司未来上市规划及规避同业竞争的考虑”。资料显示，完达山是北大荒集团控股

公司，现拥有资产总额 32 亿元，年加工鲜奶能力 100 余万吨，生产奶粉、液态

奶、饮料、豆制品、米麦制品及保健食品等产品。从 1963 年建立首个奶源基地

范场至今，完达山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史，可谓是老牌乳企的正规军。 

 

凤凰网 

助力区域经济发展 伊利

30 亿投资产业集群落地

驻马店 

近日，伊利集团在呼和浩特市与河南省驻马店市政府、遂平县政府、西平县政府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驻马店市委副书记、市长朱是西，伊利集团董事长潘

刚的共同见证下，伊利集团规模化示范性牧场和智能化乳制品加工基地将落地驻

马店。在驻马店市委、市政府和伊利集团以潘刚为首的领导层共同推动下，双方

将以乳产业为引领带动区域经济协同高质量发展，积极助力小康决胜年各项行动

的落实。据了解，伊利拟投资近 30 亿元，规划建设驻马店乳制品产业集群项目。

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近 50 亿元、产业链经济带动值近 100 亿元、直

接就业 2 万人、间接带动就业 5 万人，为促进驻马店市生态、经济、社会的繁荣

发展注入新动力。在河南省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下，伊利坚信，该

项目必将成为河南省奶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必将为河南省奶业振兴及提档升级

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经济网 

 

多渠道融合创新 乳品消

费迎转机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季度我国快消品和液态乳品销售额增速均有所放缓。截

至 3 月底，快消品销售额滚动年增长率为 2.9%，液态乳品滚动年销售额增长率为

0.8%。从主要食品饮料品类市场表现来看，乳制品作为最大的食品品类表现较为

稳定，高于食品饮料销售额增长率整体水平，且渗透率接近 100%。方便面和速

冻食品等便于囤积的方便食品销售额增长率和渗透率均有所上升，碳酸饮料和冰

淇淋等治愈系品类增长较好。受购买频次、平均单价降低等因素影响，一季度液

态乳品销售额增速出现回落。数据显示，一季度液态乳品销售额增长率为-7.7%，

其中平均单价同比下滑 3.4%，销售量同比下滑 4.5%。销售量增长贡献分析表明，

购买者数量实现 1.7%的增长,而户均购买量增长率为-6.1%，其中购买频次下降明

显，同比增长率为-7.2%，但单次购买量有所提升。综合以上分析得出，尽管家户

总数和单次购买量有所提升，但液态乳制品销售额增长率受购买频次、平均单价

影响下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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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345 安井食品 

关于对外投资建设

华南生产基地项目

的公告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召开的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建设华南生产基地项目的

议案》，同意公司以 6 亿元人民币投资该项目。同日，公司与广东省佛山市三水

区西南街道办事处签署了《安井食品华南生产基地项目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

“合同”）。该项目占地约 118 亩，地址位于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具体征地

面积和界址以不动产权证书载明为准。该项目投资是在公司经营管理团队充分

论证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做出的，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公司将在佛山

市三水区境内注册成立子公司并依法纳税，以达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目标。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项目投资及相关合同的签署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000895 双汇发展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不超过 700,000.00 万元（含本数），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以下项

目：肉鸡产业化产能建设项目；生猪养殖产能建设项目；生猪屠宰及调理制品

技术改造项目；肉制品加工技术改造项目；中国双汇总部项目；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有利于公司抓住养殖业难得的历史机遇，借助国家相关政策

支持，完善产业链，实现产业协同，壮大企业规模，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抗风险

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公司对部分屠宰和肉制品产能进行技术改造，引进自动化

和信息化技术及设备，优化工艺流程和产品结构，实现集约化生产，提升公司

肉类加工业务的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实现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提

速增效，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可以更好地满足公司持

续、健康的业务发展资金需求，进一步增强公司资本实力，优化资产负债结构，

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600298 安琪酵母 

关于赴云南普洱设

立子公司建设年产

2.5 万吨酵母生产

线项目一期的公告 

为进一步促进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长远持续的稳定发展，

保障“十四五”期间各领域业务酵母产品供应，公司拟赴云南普洱市澜沧县设

立子公司，投资建设年产 2.5 万吨酵母生产线项目一期(以下简称：项目)。本次

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 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审议批准。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在获得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本次投资事项实施不属于关联交易和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项目实施有助于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

力，有利于上市公司总体经营战略的实施，持续推动公司的稳健、健康发展，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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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鲜乳价格继续下滑。截至 2020 年 5 月 6 日，主产区生鲜乳平均

价为 3.57 元/公斤，环比继续下滑，同比上涨 1.1%，增速继续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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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年初开始下跌，至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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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位回落。截至今年 5

月 15 日，全国 22 省仔猪、生猪、猪肉价格分别达到 104.72 元/千克、28.68 元/

千克、42.05 元/千克，分别同比变动 131.53%、86.48%、81.41%，中期来看猪

价整体有待观察。 

图 3：22 省仔猪价格及其变动趋势 图 4：22 省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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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下跌 0.83%，食品饮料板块上涨0.96%，行业跑赢市

场 1.79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上游。其中，酒类上涨 1.56%，饮料

下跌 1.16%，食品上涨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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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记食品、古井贡 B 以及承德露露涨幅居前，龙大肉食、得利斯及

ST 中葡跌幅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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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记食品 47.40% 龙大肉食 -8.53% 

新乳业 16.04% 得利斯 -7.85% 

有友食品 13.89% ST 中葡 -7.38%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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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资建议 

本周，食品饮料板块依然表现良好，其中白酒、调味品及休闲食品领涨。4 月社

零数据显示，餐饮同比下滑 31.10%环比降幅有所收窄，而烟酒类增速由负转正

同比增长 7.10%环比大幅改善，印证了我们此前认为消费环比复苏是大概率事件

的观点。站在当前时点我们仍然强调，白酒板块行业天然属性仍存，货币宽松环

境以及基建持续加码都对白酒行业形成支撑，需求将会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建议

积极配置。而必选消费品目前整体存在由于确定性带来的估值溢价，整体估值中

枢位于历史中位之上，随着时间推移必选消费的投资逻辑将转向长期，建议优选

成长性确定的细分领域龙头。综上，我们仍给予行业“看好”的投资评级，继续

推荐光明乳业（600597）、青岛啤酒（600600）以及洋河股份（00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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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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更新，也不保证本公司做出的任何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任何情况下，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

买卖的出价或询价。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投资者自主作出投资决

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我公司及其关联机构

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或财务顾问服务。我公司

的关联机构或个人可能在本报告公开发表之前已经使用或了解其中的信息。本报告的版权归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未获

得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渤

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也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删节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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