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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情回顾： 

医药生物放量领涨。8月 15日早盘阶段，大盘受欧美股市大跌影响大幅低开，但随后一路强势回升，

尾盘顽强收红。大消费板块中，防御性能较好的医药板块表现活跃，延续了近期连续跑赢大盘的表现，且

板块成交量放大，个股交投活跃；食品饮料、农林牧渔与家电随市反弹，但走势较弱，最终仍跑输沪深 300

指数。 

表 1 消费板块单日涨跌幅及走势分析（2019/8/15）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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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7

农产品加工(申万) -0.59

饲料(申万) -1.18

渔业(申万) -0.47

种植业(申万) -1.13

畜禽养殖(申万) 0.20

动物保健(申万) 0.10

白色家电(申万) -0.51

视听器材(申万) 0.27

白酒(申万) -0.03

啤酒(申万) -0.16

软饮料(申万) -0.15

葡萄酒(申万) -0.36

黄酒(申万) -0.05

肉制品(申万) -0.19

调味发酵品(申万) -0.37

乳品(申万) -0.19

食品综合(申万) 1.39

化学原料药(申万) 0.99

化学制剂(申万) 0.94

中药(申万) 1.83

生物制品(申万) 0.33

医药商业(申万) 0.42

医疗器械(申万) 1.11

医疗服务(申万) -0.58

沪深300 0.31

8月15日农林牧渔板块走出V形行情，早盘下挫后午盘反弹明显，但
全天仍收跌0.36%，跑输沪深300指数0.67个百分点。板块大部分行
业录得负收益，SW种植业和SW饲料领跌，分别下跌1.13%和1.18%。
板块今天跟随大盘走出深V行情，但人气明显不足，近期上涨明显
的种植业开始回调。

周四家电行业低开上行，最终下跌0.46%。细分板块中白电下跌
0.51%，白电龙头美的、格力和海尔均录得负收益。小家电龙头苏
泊尔微幅上涨0.07%。前期下跌幅度较大的厨电龙头老板电器有所
反弹，上涨0.89%。

周四食品饮料下跌0.01%，跑输沪深300约0.32个百分点，细分板块
中仅食品综合录得正收益，其他板块均录得负收益。其中白酒板块
微跌0.03%，高端白酒茅五泸微幅上涨，次高端龙头跌幅超过1%。
调味品板块下跌0.37%，龙头海天味业走势较弱，下跌1.1%，前期
回调幅度较大的恒顺醋业和千禾味业有所反弹。

周四医药继续领跑大消费。早盘随大盘低开后强势反弹，随后稳步
向上攀升，最终跑赢沪深300指数，板块成交量明显放大，成交活
跃，涨停个股数量提升。子行业中，中药、器械、原料药和化学制
剂领涨，先前逆市上涨的服务板块则有所回调。从个股上看，超跌
个股或中报增速超预期个股涨幅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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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沪深港通资金流向： 

北上资金交易平淡。北向资金周四净流入 1.38 亿元。除了五粮液和恒瑞医药为净流入，十大成交股

中的消费股均为净流出，包括贵州茅台、伊利股份、美的集团、格力电器、泸州老窖和洋河股份，但净流

入或净流出的金额普遍不大。 

表 2 沪深港通资金前十大成交股中的消费股（2019/8/15）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3、重要公告： 

➢ 医药生物： 

◼ 普洛药业（000739）：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8/16） 

上半年实现营收35.49亿元，同增15.58%，扣非净利润2.92亿元，同增83.99%。 

简评：业绩略超预期。第二季度扣非净利润增速高达93%，毛利率提升3.43pct，管理费用率同比下降。

公司深耕三大主营业务领域，积极拓展从原料药到制剂的上下游一体化业务，实现了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等重要经营指标的全线增长。 

◼ 博雅生物（300294）：关于人凝血酶原复合物纳入优先审评程序的公告（2019/8/16） 

简评：该药品主要用于治疗先天性和获得性凝血因子Ⅱ、Ⅶ、Ⅸ、Ⅹ缺乏症，如乙型血友病等。目前

国内企业上海莱士、山东泰邦、华兰生物等拥有该药品的生产注册批件。 

◼ 润都股份（002923）：关于布洛芬缓释胶囊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2019/8/16） 

◼ 华森制药（002907）：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8/16） 

上半年实现营收4.05亿元，同增14.76%，扣非净利润7020万元，同增23.25%。 

简评：第二季度利润增速29%，同比提升明显，主要得益于销售费用与研发费用的下降。但应留意现

金流同比下降较多和毛利率下降幅度较大。 

◼ 一品红（300723）：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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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5% -1.10亿 4.09亿 5.19亿

600276 恒瑞医药 0.45% 5313.51万 3.79亿 3.26亿

600887 伊利股份 -0.32% -4259.66万 1.43亿 1.86亿

000858 五粮液 0.10% 1.21亿 4.59亿 3.37亿

000333 美的集团 -0.42% -1.44亿 2.73亿 4.17亿

000651 格力电器 -0.50% -4186.23万 1.42亿 1.84亿

000568 泸州老窖 0.91% -3271.03万 9784.01万 1.31亿

002304 洋河股份 -1.39% -6395.51万 7978.11万 1.44亿

沪股通

深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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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实现营收7.73亿元，同增0.71%，扣非净利润9842万元，同增38.64%。 

简评：第二季度营收与扣非净利润增速为10.17%和58.49%，高毛利的自有产品增长较快，同比增长

40.73%，净利润贡献占比83.52%。 

◼ 康龙化成（300759）：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8/16） 

上半年实现营收16.37亿元，同增28.80%，扣非净利润15561万元，同增34.38%。 

➢ 食品饮料： 

◼ 恰恰食品（002557）：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8/16） 

公司上半年实现营收19.87亿元，同比增长6%；实现归母净利润2.2亿元，同比增长28%；实现扣非净

利润1.72亿元，同比增长41.3%。分产品看，葵花子和坚果类分别实现营收13.7亿元和2.79亿元，分别

同比增长14.3%和39.8%；其他类实现营收3.38亿元，同比下降29%。 

◼ 青岛啤酒（600600）：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8/16） 

公司上半年实现营收165.5亿元，同比增长9.22%；实现归母净利润16.3亿元，同比增长25.2%。 

◼ 有友食品（603697）：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8/16） 

公司上半年实现营收4.78亿元，同比下降16.65%；实现归母净利润0.94亿元，同比下降8%。公司拟每

10股派现1.8元（含税）。 

◼ 煌上煌（002695）：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8/16） 

公司上半年实现营收11.69亿元，同比增长13.15%；实现归母净利润1.4亿元，同比增长23.15%。 

◼ 庄园牧场（002910）：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8/16） 

公司上半年实现营收3.97亿元，同比增长17.32%；实现归母净利润0.27亿元，同比增长4.24%。 

➢ 家电： 

◼ 长虹美菱（000521）：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8/16） 

公司上半年实现营收91.33亿元，同比下降1.49%；实现归母净利润0.54亿元，同比增长7.2%。 

➢ 农业： 

◼ 冠农股份（600251）：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8/16）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7,062.6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8.4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 10,124.2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95%。 

◼ 国联水产（300094）：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8/16）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约为249,273.96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3.75%，实现利润总额约为

1,287.62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93.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1,076.35万元，较去年同期

减少93.58%。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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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要行业新闻： 
➢ 医药生物： 

◼ CDE承办了扬子江药业集团首个化学1类新药注射用磷酸左奥硝唑酯二钠的上市申请，该新药适应症

为妇科盆腔炎症性疾病。（新浪医药，2019/8/15） 

◼ 阿斯利康Lynparza卵巢癌III期试验达主要终点，Calquence获突破性疗法认定。（阿斯利康，2019/8/15） 

◼ 浙江省药械采购中心发布《关于公布我省药品集中采购部分在线产品价格投诉处理结果的通知（2019

年第五批）》，决定即日起下调瑞舒伐他汀钙片等产品在线交易价格。此前“不同意降价，拟暂停在

线交易”的法国赛诺菲的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终于与辉瑞制药的阿托伐他汀钙片、波多黎各IPR 

Pharmaceuticals, INC.公司的瑞舒伐他汀钙片一同，下调在线交易价格。（浙江省药械采购中心，

2019/8/15） 

➢ 食品饮料： 

无 

➢ 家电： 

◼ 格兰仕白色家电将全面进驻苏宁易购（2019/8/15） 

据媒体报道，格兰仕空冰洗中国市场相关负责人日前透露，格兰仕白色家电将全面进驻苏宁易购。 

➢ 农业： 

◼ 黑龙江省生猪生产实现恢复性发展（黑龙江日报，2019/8/15） 

在价格带动下，今年下半年黑龙江省生猪生产将恢复性增长，产能将持续提升。能够有效保障省内消

费需求，并供应部分国内市场。由于生猪规模化养殖加快发展，一些大型生猪养殖企业陆续投产，保

证了黑龙江省生猪基础产能未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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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114.80.154.45/SmartReaderWeb/SmartReader/?type=1&id=471962672&fav=1&lan=cn&dlang=cn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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