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10食品饮料行业研究

第一名 招商证券-食品饮料行业研究小组(董广阳,杨

勇胜,李晓峥)

重点强化四项工作

今年以来，白酒行业加速繁荣，食品行业回暖复苏，市

场风格上对业绩和基本面的关注度继续提升，食品饮料板

块在此背景下持续走出新高。

我们重点强化了四项工作———详细拆分财务模型、每

周跟踪终端变化、提高客户路演质量、提高报告深度广度。

我们尽力做到为客户前瞻，坚定地把握行业的大周期投资

机会和波动中的每个买入时点，年内推荐的茅台、五粮液、

伊利、古井、汾酒等等，都为投资者提供了不错的收益率。

很荣幸能获得金牛奖，非常感谢每一位投资者一如既

往的支持，您对我们的信任、鼓励，是对我们潜心工作最大

的激励与鞭策；同时也感谢主办方的辛苦付出，给予了我

们一个展示自己风采的平台；另外，我们也感恩于食品饮

料行业的复苏繁荣与百花齐放， 感恩于茅台、 五粮液、伊

利、海天等这些优秀的上市公司，让我们能够持续跟踪推

荐，并将我们的踏实研究、精准推荐更有意义，更能获得投

资者的关注和认可。

展望来年，我们将继续加倍努力，让我们的研究更深

入、更前瞻，也让我们的观点能及时传递给每一位投资者，

如有不足之处，也恳请各位朋友多多指教，让我们尽力做

到更好，谢谢！

第二名 申万宏源证券-食品饮料行业研究小组 (吕

昌,张喆)

风格稳健且具前瞻性

感谢中国证券报及投票机构对申万宏源食品饮料研

究团队的认可。 团队目前由吕昌率领其它三位分析师组

成，团队研究兼具广度和深度，风格稳健且具前瞻性。

今年年初以来， 申万食品饮料团队密切跟踪市场，通

过对第一手数据的扎实研究， 坚定看好白酒板块行情，坚

定地喊出每一次像样的回调都是买入的时点，核心推荐泸

州老窖、贵州茅台、五粮液、山西汾酒、水井坊、洋河股份、

古井贡酒。 年初，坚定推荐伊利股份、安琪酵母、重庆啤酒，

9月份坚定推荐双汇发展。

站在2017年四季度的节点，我们回顾今年，展望明年，

继续助力投资者把握行业发展的脉搏。

白酒：行业整体景气度向上趋势确立，行业高端化趋

势明显，中高端酒增速显著高于中低端酒，份额加速向龙

头集中，行业呈挤压式增长。 推荐泸州老窖、贵州茅台、五

粮液、山西汾酒、水井坊、洋河股份、古井贡酒。

大众消费品：大众品改善明显，龙头优势凸显。 推荐伊

利股份、双汇发展、中炬高新、安琪酵母。

第三名 东吴证券-食品饮料行业研究小组 (张宇光,

周恺锴)

把握投资旋律 精选超额收益个股

感谢各位尊敬的领导对我们团队这一年工作的支持

和肯定，给予我们这么重要的一个奖项。 食品饮料是一个

传统行业，也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行业，在这个行业里如何

把握投资旋律，精选超额收益个股以及持续跟踪个股基本

面，是我们一直以来孜孜不倦修习的课程。

今年以来我们做的工作主要有把握住了一线白酒和

次高端白酒的投资节奏，同时在乳制品和调味品板块行情

起来时也率先提示市场，对于重点推荐的个股，团队做到

了通过草根调研每月度更新信息，我们的专家服务和市场

最全数据库也备受认可，很荣幸今年以来的成果被大家认

可，十分感谢！

此时此刻，我们首先要感谢各位机构投资者、领导们

过去一年对我们团队的支持和关注，其次要感谢上市公司

的各位领导们对我们的耐心帮助和解答，感谢公司领导和

平台对我们不遗余力的支持，也要谢谢团队成员们的辛苦

付出。 来年我们会继续努力，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T10食品第四名

第四名 方正证券-食品饮料行业

研究小组(薛玉虎,刘洁铭,刘健)

把握重大机会 提供更多牛股

本次获奖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和信

任，谢谢大家对我们研究工作的肯定。在

过去一年食品饮料大行情中， 期间每个

关键节点， 我们坚定而鲜明的观点均得

到验证！ 去年底首提茅五泸30%左右业

绩增速，一季报前独家提示小票风险，中

报担忧之际我们高于市场且精准的盈利

预测再次获得大家信任， 三季度我们也

率先提出今年旺季动销延长带来增速新

高点最终也被验证， 全市场苦心推荐口

子窖、老白干、古井贡酒更是独一无二！

我们深度挖掘的个股： 贵州茅台、 五粮

液、泸州老窖、口子窖、古井贡酒、山西汾

酒、安琪酵母、海天味业过去一年表现抢

眼！

展望未来，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做好

基础研究工作，不断完善自身研究体系，

努力从行业趋势中把握重大机会， 为大

家提供更多的牛股， 这也是对大家支持

的最好反馈， 希望各位投资者朋友能够

继续支持我们团队，谢谢！

第五名 广发证券-食品饮料行业

研究小组(王永锋,卢文琳,王文丹)

深信价值投资的力量

感谢中国证券报及各位尊敬的投资

者将金牛奖的殊荣授予广发证券食品饮

料团队! 十分感谢各位投资者对我们团

队工作的肯定， 这个奖项让我们备受鼓

舞也深知任重而道远。

巴菲特认为投资最重要的是寻找

“好生意” ，寻找那些能够随着时间的推

移构筑和拓宽自己的“护城河” 的企业，

而食品饮料行业正是一个汇聚了众多

“好生意” 的行业。 长期以来，我们团队

都深信价值投资的力量， 我们一直在做

的就是不断发掘市场中那些 “护城河”

越来越宽的好行业和好企业， 为此我们

进行了上百次的调研并撰写数十篇的深

度报告， 形成了持续而清晰的结论。 我

们在2016年初提出 “第三轮白酒牛市，

只选一只股票是茅台” ， 坚定看好护城

河宽的高端与次高端白酒。 目前， 茅台

正不断创造着历史， 次高端白酒也包揽

今年行业涨幅前三名。

食品饮料行业是一个 “好生意” 层

出不穷、 值得长期投资的行业。 我们深

信，人生就像滚雪球，只要我们坚守在很

湿的雪和很长的坡，我们一生必有所得！

而我们团队也将不断努力， 用我们专业

的知识、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眼光，为投

资者发掘行业中的投资机会， 持续创造

价值。 再次感谢各位投资者对我们团队

的支持，谢谢大家！

深信价值投资的力量

感谢中国证券报及各位尊

敬的投资者将金牛奖的殊荣授

予广发证券食品饮料团队!十分

感谢各位投资者对我们团队工

作的肯定，这个奖项让我们备受

鼓舞也深知任重而道远。

巴菲特认为投资最重要的

是寻找“好生意” ，寻找那些能

够随着时间的推移构筑和拓宽

自己的“护城河” 的企业，而食

品饮料行业正是一个汇聚了众

多“好生意” 的行业。长期以来，

我们团队都深信价值投资的力

量，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不断发

掘市场中那些“护城河” 越来越

宽的好行业和好企业，为此我们

进行了上百次的调研并撰写数

十篇的深度报告， 形成了持续

而清晰的结论。 我们在2016年

初提出“第三轮白酒牛市，只选

一只股票是茅台” ，坚定看好护

城河宽的高端与次高端白酒。

目前，茅台正不断创造着历史，

次高端白酒也包揽今年行业涨

幅前三名。

食品饮料行业是一个 “好

生意” 层出不穷、值得长期投资

的行业。 我们深信，人生就像滚

雪球，只要我们坚守在很湿的雪

和很长的坡， 我们一生必有所

得！ 而我们团队也将不断努力，

用我们专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

和独到的眼光，为投资者发掘行

业中的投资机会， 持续创造价

值。再次感谢各位投资者对我们

团队的支持，谢谢大家！

食品饮料行业研究

重点强化四项工作

今年以来，白酒行业加速繁

荣，食品行业回暖复苏，市场风

格上对业绩和基本面的关注度

继续提升，食品饮料板块在此背

景下持续走出新高。

我们重点强化了四项工

作———详细拆分财务模型、每周

跟踪终端变化、提高客户路演质

量、提高报告深度广度。 我们尽

力做到为客户前瞻，坚定地把握

行业的大周期投资机会和波动

中的每个买入时点，年内推荐的

茅台、五粮液、伊利、古井、汾酒

等等，都为投资者提供了不错的

收益率。

很荣幸能获得金牛奖，非常

感谢每一位投资者一如既往的

支持，您对我们的信任、鼓励，是

对我们潜心工作最大的激励与

鞭策；同时也感谢主办方的辛苦

付出，给予了我们一个展示自己

风采的平台；另外，我们也感恩

于食品饮料行业的复苏繁荣与

百花齐放，感恩于茅台、五粮液、

伊利、海天等这些优秀的上市公

司， 让我们能够持续跟踪推荐，

并让我们的踏实研究、精准推荐

更有意义，更能获得投资者的关

注和认可。

展望来年， 我们将继续加

倍努力，让我们的研究更深入、

更前瞻， 也让我们的观点能及

时传递给每一位投资者， 如有

不足之处， 也恳请各位朋友多

多指教，让我们尽力做到更好，

谢谢！

把握投资规律 精选超额收益个股

感谢各位尊敬的领导对我

们团队这一年工作的支持和肯

定，给予我们这么重要的一个奖

项。 食品饮料是一个传统行业，

也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行业，在这

个行业里如何把握投资旋律，精

选超额收益个股以及持续跟踪

个股基本面，是我们一直以来孜

孜不倦修习的课程。

今年以来我们把握住了一

线白酒和次高端白酒的投资节

奏， 同时在乳制品和调味品板

块行情起来时也率先提示市

场，对于重点推荐的个股，团队

做到了通过草根调研每月度更

新信息， 我们的专家服务和市

场最全数据库也备受认可，很

荣幸今年以来的成果被大家认

可，十分感谢！

此时此刻，我们首先要感谢

各位机构投资者、领导们过去一

年对我们团队的支持和关注，其

次要感谢上市公司的各位领导

对我们的耐心帮助和解答，感谢

公司领导和平台对我们不遗余

力的支持，也要谢谢团队成员们

的辛苦付出。来年我们会继续努

力，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风格稳健且具前瞻性

感谢中国证券报及投票机

构对申万宏源食品饮料研究团

队的认可。团队目前由吕昌率领

其它三位分析师组成，团队研究

兼具广度和深度，风格稳健且具

前瞻性。

今年年初以来， 申万食品

饮料团队密切跟踪市场， 通过

对第一手数据的扎实研究，坚

定看好白酒板块行情， 坚定地

喊出每一次像样的回调都是买

入的时点，核心推荐泸州老窖、

贵州茅台、五粮液、山西汾酒、

水井坊、洋河股份、古井贡酒。

年初，坚定推荐伊利股份、安琪

酵母、 重庆啤酒，9月份坚定推

荐双汇发展。

站在2017年四季度的节点，

我们回顾今年，展望明年，继续助

力投资者把握行业发展的脉搏。

白酒： 行业整体景气度向

上趋势确立， 行业高端化趋势

明显， 中高端酒增速显著高于

中低端酒， 份额加速向龙头集

中，行业呈挤压式增长。 推荐泸

州老窖、贵州茅台、五粮液、山

西汾酒、水井坊、洋河股份、古

井贡酒。

大众消费品： 大众品改善

明显，龙头优势凸显。 推荐伊利

股份、双汇发展、中炬高新、安

琪酵母。

把握重大机会 提供更多牛股

本次获奖离不开大家的

支持和信任，谢谢大家对我们

研究工作的肯定。在过去一年

食品饮料大行情中，期间每个

关键节点，我们坚定而鲜明的

观点均得到验证！去年底首提

茅五泸30%左右业绩增速，一

季报前独家提示小票风险 ，

中报担忧之际我们高于市场

且精准的盈利预测再次获得

大家信任， 三季度我们也率

先提出今年旺季动销延长带

来增速新高点 ， 最终也被验

证，全市场苦心推荐口子窖 、

老白干、古井贡酒更是独一无

二！ 我们深度挖掘的个股：贵

州茅台、 五粮液、 泸州老窖、

口子窖 、 古井贡酒、 山西汾

酒、安琪酵母 、海天味业过去

一年表现抢眼！

展望未来， 我们将一如既

往地做好基础研究工作， 不断

完善自身研究体系， 努力从行

业趋势中把握重大机会， 为大

家提供更多的牛股， 这也是对

大家支持的最好反馈， 希望各

位投资者朋友能够继续支持我

们团队，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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