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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行业周报（20210416） 

 川财周观点 

多酒企进行停货挺价，调整供需关系。其中郎酒对二季度青花郎、红花郎（15）、

红花郎（10）4 月发货配额按审定严格执行，5 月配额按 4 月的减半执行，不

接受配额外发货申请；并对 32 家经销商调减年度合同计划。酒鬼酒对湘泉酒

（乡恋）、湘泉酒（城事）、湘泉酒（红陶）、湘泉酒（黄陶）、湘泉酒（紫陶）

停止供货，公司不再接受该产品订单。价格方面，泸州老窖 52 度泸州老窖特

曲 60 版结算价上调 30/瓶，计划内配额暂按原价格执行。筑春小酱升级版

（500ml）及幸福版（500ml）的供货价在原价格基础上每瓶上调 20 元。本周

多家酒企针对旗下产品进行停货或挺价的操作，主要为控货缩量，通过调整供

需关系，有效提升渠道商积极性，稳定价格体系，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产品的稀

缺属性，在提升利润的基础上保持品牌的市场竞争力。 

洽洽食品发布年报，休闲食品板块 20年业绩实现稳健增长。根据休闲食品板

块披露的年报或业绩快报，2020 年除来伊份外，盈利能力均有所增长，盐津

铺子、三只松鼠、良品铺子、洽洽食品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88.83%、26.21%、0.95%、30.73%。线上线下渠道拓展成为 2021 年休闲食品

企业主要发展趋势，其中洽洽食品、盐津铺子等以线下渠道为主的，线上渠道

在 2020 年取得较快发展；三只松鼠、良品铺子、来伊份则加快线下渠道布局。

由于疫情缓解叠加就地过年政策，今年春节休闲食品线下动销情况良好，商家

渠道备货充足。随着 21 年线上线下渠道的扩张式发展，休闲食品板块有望保

持较高增速发展。 

高端白酒批价持续坚挺，库存处于低位。飞天茅台批价本周持续保持高位，其

中整箱茅台价格约 3200-3300 元/瓶，散瓶为 2400-2500 元/瓶，没有出现节后

批价回落的情况，库存量相对较为紧缺，发货执行 4 月配额。五粮液主要地区

批价上行至 980-990 元/瓶，批价部分地区挺进 1000 元/瓶以上，渠道库存水平

维持在 2 周左右。泸州老窖批价提升至 910-920 元/瓶，6 月结算价有望提至

930 元，库存在 1 个月左右。名酒春节期间回款良性，五粮液、国窖预计回款

40%以上，高端白酒一季度量价齐升确定性较高。 

投资建议：本周白酒行业迎来季报期，考虑到白酒板块节后补库存以及酒鬼

酒、水井坊一季度披露情况，市场对酒企一季度业绩预期或有提高。从青青稞

酒一季度披露来看，我们认为一季度酒企业绩分化仍将较为明显，其中高端酒

从渠道库存和批价来看，具备较高景气度；部分次高端酒由于去年一季度低基

数也有望实现较高增长；区域酒和三四线酒或将持续承压。从估值上来看，白

酒板块整体处在相对较高位置，但是长期来看高端白酒依然是最优质、确定性

最高的板块。配置上我们建议选择业绩确定性较高或者增长较快的白酒企业，

建议关注，贵州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山西汾酒。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增长持续低于预期，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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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川财周观点 

多酒企进行停货挺价，调整供需关系。其中郎酒对二季度青花郎、红花郎

（15）、红花郎（10）4 月发货配额按审定严格执行，5 月配额按 4 月的减半

执行，不接受配额外发货申请；并对 32 家经销商调减年度合同计划。酒鬼酒

对湘泉酒（乡恋）、湘泉酒（城事）、湘泉酒（红陶）、湘泉酒（黄陶）、湘泉

酒（紫陶）停止供货，公司不再接受该产品订单。价格方面，泸州老窖 52 度

泸州老窖特曲 60 版结算价上调 30/瓶，计划内配额暂按原价格执行。筑春小

酱升级版（500ml）及幸福版（500ml）的供货价在原价格基础上每瓶上调 20

元。本周多家酒企针对旗下产品进行停货或挺价的操作，主要为控货缩量，

通过调整供需关系，有效提升渠道商积极性，稳定价格体系，有利于进一步

增强产品的稀缺属性，在提升利润的基础上保持品牌的市场竞争力。 

洽洽食品发布年报，休闲食品板块 20年业绩实现稳健增长。根据休闲食品板

块披露的年报或业绩快报，2020 年除来伊份外，盈利能力均有所增长，盐津

铺子、三只松鼠、良品铺子、洽洽食品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88.83%、26.21%、0.95%、30.73%。线上线下渠道拓展成为 2021 年休闲食品

企业主要发展趋势，其中洽洽食品、盐津铺子等以线下渠道为主的，线上渠

道在 2020 年取得较快发展；三只松鼠、良品铺子、来伊份则加快线下渠道布

局。由于疫情缓解叠加就地过年政策，今年春节休闲食品线下动销情况良

好，商家渠道备货充足。随着 21 年线上线下渠道的扩张式发展，休闲食品板

块有望保持较高增速发展。 

高端白酒批价持续坚挺，库存处于低位。飞天茅台批价本周持续保持高位，

其中整箱茅台价格约 3200-3300 元/瓶，散瓶为 2400-2500 元/瓶，没有出现节

后批价回落的情况，库存量相对较为紧缺，发货执行 4 月配额。五粮液主要

地区批价上行至 980-990 元/瓶，批价部分地区挺进 1000 元/瓶以上，渠道库

存水平维持在 2 周左右。泸州老窖批价提升至 910-920 元/瓶，6 月结算价有

望提至 930 元，库存在 1 个月左右。名酒春节期间回款良性，五粮液、国窖

预计回款 40%以上，高端白酒一季度量价齐升确定性较高。 

投资建议：本周白酒行业迎来季报期，考虑到白酒板块节后补库存以及酒鬼酒、

水井坊一季度披露情况，市场对酒企一季度业绩预期或有提高。从青青稞酒一

季度披露来看，我们认为一季度酒企业绩分化仍将较为明显，其中高端酒从渠

道库存和批价来看，具备较高景气度；部分次高端酒由于去年一季度低基数也

有望实现较高增长；区域酒和三四线酒或将持续承压。从估值上来看，白酒板

块整体处在相对较高位置，但是长期来看高端白酒依然是最优质、确定性最高

的板块。配置上我们建议选择业绩确定性较高或者增长较快的白酒企业，建议

关注，贵州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山西汾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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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情回顾 

本周（2021 年 4 月 12 日-4 月 16 日）上证综指下跌 0.70%，沪深 300 指数下

跌 1.37%，食品饮料指数上涨 1.48%，在 28个子行业中排名第 3。从细分子板

块来看，涨幅前三为啤酒（2.14%）、葡萄酒（2.13%）、软饮料（2.05%）；涨幅

后三为乳品（-2.41%）、调味发酵品（-1.57%）、黄酒（-1.28%）。从具体公司来

看，涨幅前三的分别是水井坊（+43.80%）、伊力特（+27.38%）、青青稞酒

（+22.28%）；跌幅前三的分别是甘源食品（-14.95%）、金禾实业（-10.69%）、

涪陵榨菜（-6.44%）。 

图 1： 一级行业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图 2： 食品饮料细分子板块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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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本周个股涨跌幅排名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三、行业估值 

食品饮料行业整体估值水平略有提升。2021年 4月 16日，食品饮料行业 PE为

50.04倍；白酒、啤酒、葡萄酒、黄酒细分行业估值分别为 54.46、56.02、30.93、

40.12倍；软饮料和乳制品分别为 20.30、37.11倍；调味品、肉制品、食品综

合细分行业估值分别 77.27、22.04、34.05倍。 

 

图 4： 食品饮料行业估值走势 PE（TTM，周）  图 5： 酒类细分行业估值走势 PE（TTM，周）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收盘价（元） 本周涨跌幅（%） 市值（亿元） EPS(TTM) PE(TTM)

水井坊 600779.SH 105.10 43.80 513.35 1.50 70.19

伊力特 600197.SH 24.84 27.38 116.62 0.74 33.62

青青稞酒 002646.SZ 15.53 22.28 69.89 -0.25 -61.14

金徽酒 603919.SH 38.15 17.71 193.52 0.65 58.41

ST舍得 600702.SH 108.06 15.49 363.28 1.53 70.42

老白干酒 600559.SH 22.83 14.67 204.85 0.41 55.97

金种子酒 600199.SH 14.26 14.45 93.80 -0.36 -39.43

李子园 605337.SH 46.10 12.22 71.36 1.33 34.65

今世缘 603369.SH 52.70 11.11 661.12 1.18 44.74

品渥食品 300892.SZ 53.33 8.35 53.33 1.44 36.99

甘源食品 002991.SZ 73.53 -14.95 68.54 1.92 38.23

金禾实业 002597.SZ 31.57 -10.69 177.08 1.28 24.64

涪陵榨菜 002507.SZ 38.20 -6.44 301.53 0.98 38.80

汤臣倍健 300146.SZ 28.82 -6.22 455.65 0.96 29.89

盐津铺子 002847.SZ 124.81 -5.78 161.45 1.87 66.78

妙可蓝多 600882.SH 60.29 -5.50 250.39 0.15 415.30

华统股份 002840.SZ 10.21 -4.31 45.70 0.30 33.83

中炬高新 600872.SH 51.14 -3.62 407.40 1.12 45.78

千禾味业 603027.SH 35.12 -3.52 233.79 0.31 113.60

三全食品 002216.SZ 21.81 -3.45 174.32 0.96 22.70

涨幅前十

跌幅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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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软饮料、乳品估值走势 PE（TTM，周）  图 7： 其他细分行业估值走势 PE（TTM，周）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四、行业数据跟踪 

重点白酒价格走势 

 

图 8： 飞天茅台出厂价、一批价走势  图 9： 普五出厂价、一批价走势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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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高端酒价格走势  图 11： 次高端酒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图 12： 洋河梦之蓝(M3)价格走势  图 13： 白酒月度产量及同比增速走势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重点葡萄酒价格走势 

图 14： 国产葡萄酒价格走势  图 15： 海外葡萄酒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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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Liv-ex100 红酒指数走势  图 17： 葡萄酒月度产量及同比增速走势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重点啤酒价格走势 

图 18： 海外啤酒零售价走势  图 19： 国产啤酒零售价走势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图 20： 啤酒月度产量及同比增速走势  图 21： 啤酒月度进口量及进口平均单价走势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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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乳品价格走势 

图 22： 生鲜乳均价及同比增速走势  图 23： 芝加哥牛奶现货价走势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图 24： 牛奶及酸奶零售价走势  图 25： 婴幼儿奶粉零售价走势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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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业动态 

营收占比 48.8%，2020 川酒成绩

单出炉 

2020 年四川白酒产业以全国 35.3%的规上酒企，实现全国 49.6%的产量，

完成全国 48.8%的白酒营业收入。相关数据显示，2020 年 1-12 月，四川

白酒规上企业累计生产白酒 367.6 万千升，同比增长 0.7%；完成营业收

入 2849.7 亿元，同比增长 7.9%；实现利润总额 529.1 亿元，同比增长

18.2%。 

茅台集团：力争年底全面停用集

团 LOGO 

茅台时空日前发布消息称，自茅台集团实行“双十”“双五”品牌规划以

来，共缩减品牌 170 余个、产品 2300 余款。2021 年，茅台集团围绕打造

世界 500 强企业的目标，对子公司的管控又有了新的标准。集团正督促

子公司制定 2021 年品牌瘦身规划，打造大单品，逐步淘汰业绩低下的品

牌，控制品牌产品数量，鼓励子公司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品牌，力争 2021

年底前全面完成停用集团 LOGO 工作。 

泸州老窖收购三人炫酒业 5%股

权 

4 月 14 日，泸州老窖发布公告称，为强化股东资源联动，促进公司产品

销售，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54.24 万元收购北京龙禹易享销售有限公司

所持泸州三人炫酒业有限公司 5%股权。因公司控股股东泸州老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为三人炫公司参股股东，持有其 30%股权，故本次股权收购

构成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珠江啤酒、京东战略合作，拟

推品牌年轻化 

4 月 13 日，珠啤股份与京东就推动品牌年轻化发展的深度合作进行探讨

交流并签订合作意向书。未来双方将合作共建全渠道发展计划，推进全

渠道计划、全域营销及大数据的发展，用京东的大数据优势、智能供应链

优势及资源优势等为珠江啤酒提供发展机会，进一步把各项品牌成长服

务计划推向全品类、助力平台更多品牌发展。 

3 万吨啤酒文化小镇项目拟落户

山东济宁 

4 月 15 日，山东省济宁市生态环境局嘉祥分局发布审批意见公示。此次

拟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为德信啤酒文化小镇项目，总投资

1.1 亿元，总占地面积 1.31 万平方米，建成后可年产啤酒 3 万吨。 

贵州省启动酒旅融合产业发展

专题调研 

4 月 14 日，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下发文件，正式启动“贵州省酒旅融合

产业发展专题调研”工作。此次专项调研将对贵州酒文化旅游资源和酒

文化旅游开发进行系统地调查研究和梳理，有针对性的分析贵州酒产业

文化旅游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并形成《2021 年贵州省酒文化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报告》，向政府、企业和各类其他组织提供贵州酒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参考和依据，并做好研究成果转化工作。 

泸州老窖特曲 60 版调价 

4 月 12 日，泸州老窖怀旧酒类营销有限公司下发通知，要求即日起，52

度 500ML 泸州老窖特曲 60 版结算价上调 30/瓶，计划内配额暂按原价格

执行。 

六、重要公告 

龙大肉食 
公司发布业绩预报称，一季度预计净利润约 2.0 亿元~2.18 亿元，同比增长

40.1%~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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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面包 
公司 2021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0.37%；净利润为 1.63 亿元，同比下降

16.27%。 

皇氏集团 
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司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0 万元-650 万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11.26% -114.63%。 

顺鑫农业 
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155.11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4.1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2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48.1%。 

佳隆股份 
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业绩预告期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 260 万元—

34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23.23%—130.38%，实现扭亏为盈。 

三全食品 
公司发布 2020 年年报。报告显示，公司 2020 年度实现总营收 69.26 亿元，同比增长

15.7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8 亿元，同比增长 249%。 

新乳业 
发布 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预计一季度盈利 2700 万元至 320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

2644.24 万元。 

燕京啤酒 

发布 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业绩预告期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1 亿元

至 1.2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亏 12,598.94 万元至减亏 14,598.94 万元之间，同比变动比例

51%至 59%。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增长持续低于预期 

若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居民消费增长乏力，将对消费类板块上市公司业绩持续

增长带来压力。 

原料价格波动风险 

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动物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农作物、肉类、蔬菜、

乳品等原材料价格波动，将侵蚀食品饮料板块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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