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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智投资
中国必需消费行业
低估值股票具较佳防御性，首予行业大市同步评级
 大市同步 在 2016 年经济下行周期，MSCI 中国必需消费指数于 2016 年 2 月
到底，较于 2Q18 及 3Q18 到达 6.7%底部的 GDP 增速为早。由于现时该指数
估值为 22.0x P/E，较 2016 年 2 月底部的 18.6x 高，我们相信行业估值仍有下
行空间。但是，我们宏观经济分析师预期这次 GDP 增速或会于 2Q19 见底，因
此行业可能于 1Q19 见底。我们相信低估值股票具较佳防御性，首次覆盖旺旺
(151 HK)及万洲国际(288 HK)，给予买入评级。
 行业趋势 我们预期以下食品饮料行业将会持续﹕(1)随着收入水平上升，消费
者更注重健康，标榜健康的产品将会更受欢迎﹔(2)行业参与者持续发展高速
增长的电商渠道，销售渠道多元化，以及进一步于低级别城市渗透﹔(3)持续
进行产品创新及升级以提高单价及利润率。我们预期城镇化及人口增长将带动
猪肉消费于 2017 至 2020 年均复合增长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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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旺 - 多重发力驱动增长，估值不合理地低 (1)我们预期 2HFY19E 毛利率同比
升幅较 1HFY19 更为强劲，原因是 1QFY19 提价及主要原材料(全脂奶粉及白
糖)价格下跌。(2)公司积极推动品牌年轻化，新兴渠道多元化及开发新产品驱
动销售增长，1HFY19 销售增长一半来自新兴渠道或新产品。(3)公司一半以上
收入来自小孩，6-12 岁人口自 2017-2022 年恢复增长是利好。(4)我们预测
FY18-21E 每股盈利年均复合增长 9.5%，给予目标价 7.4 港元，对应 FY20E
21.7 倍市盈率，基于过去五年平均值。(5)该股目前估值为 17.2 倍 FY20E 市盈
率，处于历史区间 16-36 倍底部，我们认为现时估值不合理地低，因往绩显示
公司收入下跌时，估值才跌至区间底部水平，然而我们预期 FY19/20E 收入增
长分别为 4%/5%。催化剂﹕(1)FY19E 收入增长符合预期﹔(2)公司或管理层
买入股份。
 万洲国际–最坏时候已经过去，美国市场可望于 FY19 复苏 (1)受到中国及墨西
哥加征猪肉进口关税以及非洲猪瘟疫情等打击，万洲股价于 2018 年大幅跑输
大市。(2)FY19 美国生猪供求情况有望改善，美国市场可望复苏。首先，如果
USMCA 获通过，墨西哥对美国进口猪肉的 20%关税将会取消﹔第二，2018 年
12 月美国农业部报告显示繁殖猪只存栏数及生猪存栏数增速放慢。此外，管
理层预期更新美国生猪屠宰设施及投入自动化生产设备可改善鲜肉业务利润率。
(3)公司 CFO 于 2018 年 12 月增持股份是利好。(4)我们预期 FY18 经调整凈利
润下跌 10.9%，但于 FY19 反弹 10.1%。我们给予 SOTP 为基准的目标价为 7.8
港元，对应国际业务 10.3 倍市盈率估值及中国业务 16.2 倍市盈率估值。催化
剂﹕(1)中国对美国猪肉降低关税或增加进口。(2)墨西哥取消对美国进口猪肉
征收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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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必需消费行业
新西兰 GDP 全脂牛奶价格下跌

资料来源：彭博、招银国际

美国产子母猪数量增速连续两季下跌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招银国际

 风险因素﹕(1)销售低于预期﹔(2)原材料价格走势不利﹔(3)USMCA 实行时间
延迟﹔(4)非洲猪瘟疫情使猪肉价格大涨﹔(5)食物安全事故。
行业估值表
必需消费品
上市公司
代码
万洲
288 HK
中国旺旺 #
151 HK
#公司于 3 月底年结

市值
(百万港元)
88,640
72,828

股价
6.04
5.85

目标价
(HK$)
7.8
7.4

潜在升
幅
(%)
29
26

市盈率(x)
评级
年结 FY1
FY2
买入 Dec-17 11.5
10.5
买入 Mar-18 18.3
17.2

每股盈利增长率(%)
FY1
FY2
(11)
11
11
9

资料来源：公司及彭博预测

敬请参阅尾页之免责声明

1

2019 年 1 月 8 日

免责声明及披露
分析员声明
负责撰写本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之分析员，就本报告所提及的证券及其发行人做出以下声明：（1）发表于本报告的观点准确地反映有关于他们个
人对所提及的证券及其发行人的观点；（2）他们的薪酬在过往、现在和将来与发表在报告上的观点并无直接或间接关系。
此外，分析员确认，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他们的关联人士（按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操作守则的相关定义）（1）并没有在发表研究报告 30
日前处置或买卖该等证券；（2）不会在发表报告 3 个工作日内处置或买卖本报告中提及的该等证券；（3）没有在有关香港上市公司内任职高级人员；
（4）并没有持有有关证券的任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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