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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饮料行业周观点：糖酒会反馈
积极，白酒景气度不改 

   2021年 04月 12日 

 看好/维持  

 食品饮料 行业报告 
 

核心观点：糖酒会反馈积极，白酒景气度不改 

今年糖酒会整体反馈来看，春节销售呈现供需两旺，白酒行业保持平稳增长，

受去年疫情低基数和春节错期影响，多数企业顺利实现开门红。目前主流白酒

企业渠道库存较低，在企业的控量措施下，高端白酒批价稳定增长，行业景气

较为良性。 

从趋势上来看，今年糖酒会呈现几个变化：1是酱酒仍然在快速发展期，小型酱

酒企业在糖酒会上非常活跃，新产品不断涌现，呈现良好发展势头。海南椰岛、

古越龙山旗下公司相继推出酱酒产品。2是主流浓香酒企开启高端价位争夺，重

点布局千元价位带。酒鬼、古井等酒企今年糖酒会上重点推荐旗下高端产品，

水井也提出要“更深入的布局高端及超高端价格带”。3是地方酒企从争夺“百

元价位带”向争夺“200-400 元价位带”转变。 

酱酒扩容的趋势对浓香酒市场有一定的挤占，但主流浓香酒企市场集中度提升

和吨酒价提升的趋势没有改变。虽然今年白酒板块估值整体受压制，但从基本

面来看，白酒景气度仍然不减，行业仍处于良性发展状态中。建议关注增长确

定性高、业绩弹性大的公司。重点推荐：贵州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洋河

股份。 

 

重点推荐： 

【重点推荐】贵州茅台、泸州老窖、五粮液、洋河股份 

【长期推荐】贵州茅台、泸州老窖、五粮液、洋河股份、伊利股份、青岛啤酒、

中国飞鹤、洽洽食品、恒顺醋业、安琪酵母 

 

风险提示： 

疫情影响加大，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以及对食品饮料需求影响较大。公司出

现重大管理瑕疵等。 

 

参考报告： 

《洋河股份（002304）：改革路径渐清晰，复兴之路重启》（20210209） 

《白酒行业深度：站在 DCF 的角度思考白酒的估值空间》（20200811） 

《贵州茅台：直营占比继续提升，龙头业绩稳健增长》（20200730） 

《五粮液（000858）：量价齐升再次确认，新班子带入新境界》（20191031） 

《泸州老窖（000568）：业绩增长稳健亮眼，高档酒提价放量未来可期》

（20191031） 

 

市场回顾： 

本周食品饮料各子行业中，周涨跌幅依次为：调味品 0.43%、啤酒 0.31%、软饮

料 0.30%、肉制品-0.54%、乳品-0.88%、食品综合-1.02%、其他酒类-2.83%、黄

 
 

未来 3-6个月行业大事: 

2021/04/15 新乳业：年报预计披露日期 

2021/04/16 千禾味业：年报预计披露日期 

20201/04/19 五粮液：年报预计披露日期 

2021/04/29 伊利股份：年报/一季报预计披

露日期 

2021/04/28 五粮液：年报预计披露日期 

2021/04/29 洋河股份：年报预计披露日期 

2021/04/30 泸州老窖：年报预计披露日期 

行业基本资料  占比% 
  

股票家数 110 2.6% 

重点公司家数 - - 

行业市值(亿元) 70785.65 8.21% 

流通市值(亿元) 66439.47 10.37% 

行业平均市盈率 44.96 / 

市场平均市盈率 21.62 /   
行业指数走势图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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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3.03%、葡萄酒-4.45%、白酒-6.73%。 

本周酒类行业公司中，涨幅前五的公司为：ST舍得 6.80%、ST 椰岛 5.84%、百

威亚太 4.90%、青岛啤酒股份 3.47%、青岛啤酒 1.86%。表现后五的公司为：皇

台酒业-7.58%、口子窖-8.59%、泸州老窖-9.69%、老白干酒-9.95%、洋河股份

-10.44%。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增速下行，货币政策超预期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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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心观点：糖酒会反馈积极，白酒景气度不改 

今年糖酒会整体反馈来看，春节销售呈现供需两旺，白酒行业保持平稳增长，受去年疫情低基数和春节错期

影响，多数企业顺利实现开门红。目前主流白酒企业渠道库存较低，在企业的控量措施下，高端白酒批价稳

定增长，行业景气较为良性。 

从趋势上来看，今年糖酒会呈现几个变化：1 是酱酒仍然在快速发展期，小型酱酒企业在糖酒会上非常活跃，

新产品不断涌现，呈现良好发展势头。海南椰岛、古越龙山旗下公司相继推出酱酒产品。2 是主流浓香酒企

开启高端价位争夺，重点布局千元价位带。酒鬼、古井等酒企今年糖酒会上重点推荐旗下高端产品，水井也

提出要“更深入的布局高端及超高端价格带”。3 是地方酒企从争夺“百元价位带”向争夺“200-400 元价位带”转

变。 

酱酒扩容的趋势对浓香酒市场有一定的挤占，但主流浓香酒企市场集中度提升和吨酒价提升的趋势没有改变。

虽然今年白酒板块估值整体受压制，但从基本面来看，白酒景气度仍然不减，行业仍处于良性发展状态中。

建议关注增长确定性高、业绩弹性大的公司。重点推荐：贵州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洋河股份。 

【重点推荐】贵州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洋河股份 

风险提示：疫情影响加大，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以及对食品饮料需求影响较大。公司出现重大管理瑕疵等。 

2. 市场表现：糖酒会利好落地后市场略显疲弱 

本周食品饮料各子行业中，周涨跌幅依次为：调味品 0.43%、啤酒 0.31%、软饮料 0.30%、肉制品-0.54%、

乳品-0.88%、食品综合-1.02%、其他酒类-2.83%、黄酒-3.03%、葡萄酒-4.45%、白酒-6.73%。 

图1：食品饮料子行业涨跌幅   图2：食品饮料子行业市盈率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本周酒类行业公司中，涨幅前五的公司为：ST 舍得 6.80%、ST 椰岛 5.84%、百威亚太 4.90%、青岛啤酒股

份 3.47%、青岛啤酒 1.86%。表现后五的公司为：皇台酒业-7.58%、口子窖-8.59%、泸州老窖-9.69%、老

白干酒-9.95%、洋河股份-10.44%。 

乳制品公司表现前五位：皇氏集团 19.12%、李子园 11.33%、一鸣食品 7.17%、新乳业 6.12%、熊猫乳品

6.07%。表现后五位：蒙牛乳业-0.33%、ST 科迪-0.54%、天润乳业-1.27%、澳优-1.54%、伊利股份-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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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酒类板块涨跌前五的公司  图4：乳制品板块涨跌前五的公司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本周调味品行业子板块涨幅前五的公司为：ST 加加 8.16%、星湖科技 5.84%、仲景食品 4.31%、安记食品

4.10%、佳隆股份 3.18%。表现后五位的公司为：日辰股份-2.24%、恒顺醋业-2.26%、千禾味业-2.67%、天

味食品-5.44%、颐海国际-12.10%。 

本周食品子板块涨幅前五的公司为：汤臣倍健 9.06%、华康股份 5.52%、西麦食品 4.99%、品渥食品 4.55%、

桃李面包 4.37%。表现后五位的公司为：中国食品-4.53%、良品铺子-4.94%、绝味食品-5.33%、青海春天

-6.40%、金禾实业-10.28%。 

图5：调味品板块涨跌前五的公司  图6：食品板块涨跌前五的公司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3. 行业&重点公司追踪 

3.1 本周重点公告 

【伊利股份|股份质押】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质押所持伊利股份 14，000,000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6%，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23%。 

【山西汾酒|解除限售】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260,000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0.2593%。 

【青岛啤酒|人事变动】青岛啤酒监事会主席李刚先生提交书面辞职报告。李钢先生因已届法定退休年龄，申

请辞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股东代表监事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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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井贡酒|非公开发行】4 月 6 日，古井贡酒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批 

【水井坊|业绩快报】2020 年营业收入/净利润 300,571.26/95,795.23 万元，同比-15.06%/-12.9%，基本 EPS

为 1.4972，加权平均 ROE 为 34.44% 

【老白干酒|股东减持】4 月 6 日， 加沃集团有限公司共计减持老白干酒 9,932,88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0697%。其中大宗交易 8,851,845 股，价格区间为 11.23-17.96 元；集合竞价共计 1,081,036 股，价格区

间为 20.43-21.79 元。 

【华统股份 |业绩快报】2020 年营业收入 /净利润 8,836,356,750.32/172,712931.3 万元，同比上升

14.67%/1.88%，基本 EPS 为 0.31，加权平均 ROE 为 8.6% 

【仲景食品 |业绩快报】2020 年营业收入/净利润为 726,669,232.06/127,971,473.27 万元，同比上升

15.68%/39.65%，基本 EPS 为 1.66，加权平均 ROE 为 22.44% 

 

3.2 本周重点新闻 

【海南椰岛|提价】椰岛海酱系列价格上调 30%，提价后海酱 20 价格直逼 1500 元价位 

【水井坊|进军酱酒】4 月 8 日，水井坊于梁明锋，贵州茅台镇国威酒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资项目

框架协议，水井坊拟余梁明锋共同出资新设一家合资公司。 

【酒鬼酒|启幕新时代】酒鬼酒也提出打造中国馥郁香型白酒核心产区的构想，这也标志着白酒地理产区新格

局即将再次进化，也将进一步强化酒鬼酒在白酒版图中的引导价值。 

【山西汾酒|品牌复兴】在杏花村品牌复兴战略发布会上，杏花村酒销售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张玉峰表示，‚在

集团‘十四五’战略规划框架下，杏花村酒以品牌品质、品类利润为依托，将向‘十四五’达到 50亿元销售收入

的白酒阵营迈进。‛ 2021 年为重点市场突破期，2022 年为全国市场布局期，2023 年为市场快速发展期。 

【五粮液|新品】 五粮液推出‚国际时尚·五粮液‛。记者了解到，目前，国际时尚·五粮液尚未定价，为迎合

低度化、时尚化、健康化的国际饮酒趋势，国际时尚·五粮液为 39 度。 

由五粮液仙林生态酒业有限公司推出的‚小酌时光‛小酒也在本次春糖进行首秀。据工作人员介绍，小酌时光采

用 168ML 小瓶轻饮版和 700ML 大瓶畅饮版两种规格，覆盖一人/两人/多人消费场景，适宜新生代酒类消费

者。 

【老白干酒|新品】老白干酒推出战略新品‚中段 C 位‛，该产品定位‚针对年轻化打造的大众消费酒品‛。

中段 C 味‛入口香气清雅，自然协调，绵柔醇调，回味悠长。使用地缸发酵工艺,全程不接触泥土,避免有害

微生物和杂味产生,酒体更纯净。 

【古井贡酒|新品】古井贡酒推出新品保健酒古井贡酒毫菊 

【贵州茅台|新品】茅台集团保健酒业公司推出的三款新品分别为茅台不老酒（铂金）、茅坛酒（M6）、茅源

酒（1704），三款新品都将限量供应 

【舍得|新品】舍得酒业推出三款新品：沱牌六粮光瓶酒、沱牌曲酒 93 分复刻版、舍得【中国红——百年纪

念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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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行业|销售模式转变】各大酒企已意识到行业已不再是遍地黄金，市场正进入更加残酷的存量竞争阶段，

越来越多的酒企开始寻求突围和转变，纷纷开启数字化转型之路。据悉，今年糖酒会很多企业与电商平台、

MCN 机构和直播达人展开合作，已逐步构建起完整的酒业直播业务生态。 

 

4.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增速下行，货币政策超预期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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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汇总 

 

报告类型 标题  日期  

行业普通报告 食品饮料行业周观点：成本上涨下，关注成本可传导行业 2021-03-30 

行业普通报告 20210322 东兴食饮周报：消费逐渐回暖，餐饮恢复利好调味品、酒类消费 2021-03-22 

行业普通报告 食品饮料行业周观点：Q1 业绩预期不断上修，基本面信心较强 2021-03-16 

行业普通报告 20210308 东兴食饮周报：后经济增长周期下，食品饮料景气有望提升 2021-03-09 

行业普通报告 20210228 东兴食饮周报：高端白酒批价上挺，白酒基本面景气继续向上 2021-03-03 

行业深度报告 食品饮料行业报告：奶粉系列报告（一）：国产婴配粉何以崛起--从政策和产品的角

度 

2021-02-04 

行业深度报告 食品饮料行业报告：站在 DCF 的角度思考白酒的估值空间 2020-08-11 

行业深度报告 食品饮料 2020 年中期策略：风宜长物放眼量 2020-08-06 

行业深度报告 休闲食品产业：百舸争流 2020-05-19 

公司普通报告 双汇发展（000895）：看好双汇持续发展，明年盈利继续释放 2020-11-04 

公司深度报告 双汇发展（000895）：站在新一轮盈利周期的起点上 2020-06-18 

公司深度报告 洋河股份（002304）：改革路径渐清晰，复兴之路重启 2021-02-09 

公司普通报告 恒顺醋业（600305）：整体盈利稳定，全年目标不变 2020-04-28 

公司普通报告 恒顺醋业（600305）：改革推进步伐喜人，静待时间的玫瑰绽放 2020-04-21 

公司普通报告 伊利股份（600887）：原奶价格上涨催化盈利改善，龙头空间可期 2021-01-14 

公司普通报告 天味食品（603317）：员工激励与产能扩建作后盾，天味按下快进键 2020-05-13 

公司普通报告 天味食品（603317）：渠道灵活调节扩张蓄力，盈利能力稳中向好 2020-04-28 

公司深度报告 桃李面包（603866.SH）：重剑无锋，全国化扩张稳步推进 2020-05-17 

公司普通报告 中宠股份（002891）：主粮销售翻倍增长，自有品牌建设卓有成效 2021-03-31 

公司普通报告 中宠股份（002891）：营收高增盈利翻倍，持续发力自有品牌建设 2020-10-28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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