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饮料“千亿白马”频现

短期回调不改长期向好趋势

本报记者 胡雨

市值超千亿元的白马股永远是A股关注的焦点， 其行业结构

变化不仅可以反映投资者的资金偏好， 更能体现背后各大行业的

发展变迁。数据显示，截至9月12日收盘，已有85家A股上市公司市

值超千亿元，其中8家属于食品饮料板块，这批白马股年内在市值

排行榜上名次急速蹿升， 甚至一度超过传统房地产或科技巨头公

司。

业内人士认为，受国家利好政策、消费调整升级以及资金避险

需求影响， 拥有较强成长性的食品饮料大消费白马股年内走出了

一波远超市场预期的行情。近期尽管板块出现回调，但从长期来看

其向好趋势不变，仍具备较好的投资价值。

食品饮料强势崛起

衣食住行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今年以来市场关于“消费升级”

或是“消费降级” 的讨论持续不断，但从A股来看，以食品饮料代

表的大消费板块却走出一波稳健上涨行情；从个股来看，多只食品

饮料板块的白马股今年新跻身千亿元市值俱乐部， 市值较年初大

幅提升。

Wind数据显示， 截至9月12日收盘，A股食品饮料指数收于

18383.23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1.31%，较今年年初11089.69点

累计上涨65.77%；从板块来看，截至9月12日收盘，共有95家上市

公司从属食品饮料板块，较年初仅增加7家，但从市值来看，食品饮

料板块总市值已达到3.81万亿元，仅次于银行、非银金融、医药生

物和电子位居第五；板块总市值较今年年初大幅增加1.57万亿元，

仅次于非银金融、电子屈居第二。

从个股情况看，年内共有8只食品饮料个股入围千亿元市值阵

营，分别是贵州茅台、五粮液、海天味业、温氏股份、伊利股份、牧原

股份、洋河股份、泸州老窖，这些公司多为白酒、调味品、畜牧业龙

头，多家公司年内股价创历史新高或阶段性新高，其股价较年初价

格往往上涨70%甚至100%以上。

在这些个股中， 最引人著名的莫过于海天味业，8月底公司市

值一度超过传统地产龙头万科，“卖房不如卖酱油” 一时间成为市

场讨论的焦点。 8月29日收盘，海天味业总市值为2938亿元首度超

过万科，当天万科总市值合计2910.96亿元，此后海天味业市值站

上3000亿元大关，并多次实现对万科市值的反超；近期公司股价略

有回调，但截至9月12日市值仍有3002.81亿元，在A股3000多家上

市公司中排名第25位。

不光是A股， 港股市场今年也不乏出现类似情形。 海底捞自

2018年9月26日上市以来股价整体持续上涨，2019年以来公司股

价上涨加速，目前公司港股市值已突破1900亿港元，超越了著名的

科技公司小米，目前小米公司港股市值合计1642.05亿港元；在港

股千亿市值阵营中，同样来自于食品饮料的华润啤酒、蒙牛乳业也

纷纷占有一席之地。

资金寻找安全标的

从整个板块涨幅看，食品饮料板块年内已累计上涨69.86%，其

涨幅仅次于国防军工和电子板块。业内人士指出，年内这一块板备

受投资者资金青睐，或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是国家政策带来的积极影响。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

《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共包括加快发展农村

流通体系、支持绿色智能商品以旧换新、活跃夜间商业和市场、拓

宽假日消费空间等20条举措。在此之前，国家相关部门已发布包括

《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

施方案（2019年）》、《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畅通资源循环利

用实施方案（2019-2022年）》、《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

费潜力的意见》等一系列引导性政策文件，对汽车、家电、文化、旅

游等多个领域的消费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

山西证券策略团队指出， 今年下半年以来中央及各级地方接

连出台重磅的消费促进措施，消费成为了稳定经济增长的压舱石。

但目前受内外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意愿不强，消费仍有较大的提

升空间。一系列引导性政策文件在促进消费上，除了传统的产品补

贴外，在产品的制造、流通、场所、研发、市场、信贷等多个方面全方

位的对消费提供支持，在制度建设上更加完善，对于汽车、家电、商

贸零售、大消费等方向形成了实质利好。

在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雳看来，从自身板块属性来讲，食品

饮料等消费白马股都属于成长性较高的个股， 其盈利性都相当不

错，而诸如海天味业等业内龙头受到市场追捧，背后一个重要推动

因素其实是居民消费升级，这促使资金持续向这类头部公司集中，

不仅反映了投资者对龙头公司的认可， 同时对于产业集中度提升

也会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国泰君安策略团队认为，从消费结构来看，发展型和享受型消

费的变动在不断增长，居民消费意愿和对品质的追求正在上升。随

着农村和低线城市的收入开始增长，耐用品消费、服务需求还有释

放的空间。长期看，我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与相对于同等经

济体较高的收入增速， 仍然让消费板块成为具有长期战略性机遇

的板块。 “消费升级”仍是不容置疑的趋势。

长期向好趋势不改

近期多只白马股股价集体出现回调， 受此影响食品饮料板块

整体也出现回落，此前强势行情有所收敛。但多家券商分析师均认

为，从中长期看食品饮料大消费向好趋势不改，投资价值凸显。

联讯证券指出，近期政策面与资金面对消费板块形成利好，消

费板块后续仍然具备上涨空间。政策面上，相关领域后续预计将出

台一系列配套政策，板块存在政策红利。 资金面上，外资对消费板

块有明显偏好，随着A股国际化进程加速，预计未来外资将持续流

入中国市场，A股投资者结构中外资的占比也将持续提升， 对于A

股投资风格的影响也会增大，对消费板块形成利好。

万联证券认为，10月份是三季报的披露时间窗口，消费类板块

将会面临三季报的业绩考验。在外资配置资金减缓之后，消费类板

块的走势将会出现分化。 一些业绩增速表现不及预期的个股将会

面临调整压力， 而业绩表现稳定的消费板块类个股表现仍然值得

期待。

中泰证券则提示，从结构来看，支出相对刚性的必需类消费更

为稳定， 而非刚性的可选类消费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受到的冲击会

较大，服务类消费总体比商品类消费要更稳定，当前观测到的消费

繁荣更多来自结构机会，尤其是经济和消费增速处于下行周期，行

业内部的优胜劣汰加剧，龙头企业存在结构机会。

渤海证券认为，对于食品饮料行业，目前仍给予“看好” 的投

资评级；从具体行业看，高端白酒仍是确定性较高的板块，震荡之

中或存机遇，建议积极配置。 在大众品方面，建议长期关注基础消

费品品牌化机遇，寻找各细分领域的成长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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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值超千亿元的白马股永远是A股关注的焦点，

其行业结构变化不仅可以反映投资者的资金偏好，

更能体现背后各大行业的发展变迁。 数据显示，截至

9月12日收盘， 已有85家A股上市公司市值超千亿

元，其中8家属于食品饮料板块，这批白马股年内在

市值排行榜上名次急速蹿升， 甚至一度超过传统房

地产或科技巨头公司。

业内人士认为，受国家利好政策、消费调整升级

以及资金避险需求影响， 拥有较强成长性的食品饮

料大消费白马股年内走出了一波远超市场预期的行

情。 近期尽管板块出现回调，但从长期来看其向好趋

势不变，仍具备较好的投资价值。

军工食品领衔

五大板块市值年内大幅增长

□

本报记者 胡雨

今年以来A股热点轮动不断，从板块变动情况看，今

年以来国防军工、电子、食品饮料、计算机、非银金融五大

板块总市值较今年年初均上涨50%以上， 上述板块龙头

个股年内受资金热捧，股价屡创新高。

国防军工领跑

Wind数据显示， 截至9月12日，28个申万行业中有

26个总市值较今年年初增长，其中国防军工、电子、食品

饮料、计算机、食品饮料五大板块总市值涨幅居前，分别

为83.52%、71.05%、69.86%、60.73%、50.04%；食品饮料、

电子板块总市值较年初分别增长1万亿元以上， 成为今

年A股上涨行情的坚实支撑。

有业内人士认为，伴随着国家国防支出持续增长，叠

加其它行业基本面因素， 今年国防军工板块备受追捧不

难理解。 数据显示，A股上市公司中，有52家属于国防军

工板块，截至9月12日板块总市值合计1.11万亿元，较今

年年初6028.17亿元总市值大涨83.52%；从个股情况看，

三角防务、中国卫通、上海瀚讯等新股年内最大涨幅超过

200%，晨曦航空、中船科技等股的股价也较年初有明显

上涨。

非银金融也是年内颇受关注的一大板块， 截至9月

12日，非银金融板块总市值合计6.37万亿元，较今年年初

增长2.13万亿元， 其总市值规模与年内增长规模在A股

所有板块中均位居第一。券商是非银金融的主力军，受金

融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扩大、A股交投情况好转以及自身

业绩大幅改善等影响， 今年以来券商股持续受到市场资

金的关注和加码，中信建投、海通证券、长城证券等个股

年内涨幅惊人。截至9月12日收盘，中信建投股价报25.96

元/股，较年初收盘价8.69元/股上涨近200%。

食品饮料板块今年市值也出现明显上涨， 截至9月

12日全板块95家上市公司总市值合计3.81万亿元，较今

年年初上涨69.86%。贵州茅台、五粮液、海天味业等市值

超千亿元的白马股年内股价纷纷创历史新高，带动整个

板块行情持续上涨。 尽管近期整个板块略有回调，但市

场人士均认为长期来看食品饮料板块仍有很强的配置

价值。

基建板块向好

热点板块轮动在拉动行情的同时也创造了财富效

应，对投资者而言，哪些板块会成为下一个投资热点？ 业

内人士认为，除却现有的国防军工、食品饮料等板块外，

基建等板块也值得关注。

民生证券指出，短期仍然看好军工板块行情，除了事

件催化外，“成长+改革” 逻辑仍旧延续：成长方面，军工

行业中报业绩持续向好；改革方面，随着军品定价机制改

革落地和军改影响逐渐消除，叠加央企混改的持续推进，

军工行业改革进程明显加快。 建议关注存在资产注入预

期的个股和中报高增长的个股。

方正证券认为，今年来食品饮料板块超额收益明显，

今年以来的走势表明食品饮料是明显的业绩驱动型板

块， 扎实的基本面和稳健的业绩增长是股价的最强催化

剂，目前板块估值相对合理，行业趋势仍然继续向上。 近

期市场走好，其回调是调仓换股、继续布局的机会，市场

走强，食品饮料板块的机会不会缺席。

华泰证券指出，短期从政策催化和数据改善角度，基

建板块具备较好的配置价值，中长期看，建筑下游需求并

不存在大幅下滑的可能，板块低估值本身蕴含投资价值。

未来国企改革有望继续提升其运营水平， 预计其部分具

备分拆上市价值的板块有望得到价值重估。从中长期看，

国内建筑市场仍然较大， 龙头公司通过提升市占率，收

入、业绩有望保持稳健增长，而在低估值情况下，两类建

筑公司值得积极关注：一是具备中长期成长逻辑，市盈率

处于历史低位的基建设计龙头；二是资产质量较高，市净

率处于历史低位的央企龙头。

川财证券认为，叠加深圳大湾区建设等积极因素，基

建板块或受到拉动，相关个股值得关注；伴随着市场避险

情绪的升温和对未来形势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 包括

黄金在内的贵金属板块或受到资金青睐； 科技板块行情

目前也是“在路上” ，诸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细分领域

有望迎来新的投资布局机会。

外资加仓步伐不减

三大板块成重仓所在

□

本报记者 胡雨

A股年内行情引发外资持续关注， 在全球经济增长

放缓大背景下，A股配置价值越发凸显。 数据显示，今年

以来北向资金合计净流入A股超过1600亿元， 由于

MSCI、富时罗素、标普道琼斯等国际指数先后提高A股

纳入比重， 后续外资正等候入场。 从外资布局A股路径

看，金融、消费、科技三大板块是其重仓位所在，这三大板

块也持续被外资看好。

外资踊跃入场

Wind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 北向资金净流入A股

市场的总额达到1604.99亿元，超过了2014-2016年每年

的年度净流入总额， 距离2018年全年1997.38亿元净流

入额相差不足400亿元。 从月度情况看，仅9月以来北向

资金净流入额便有389亿元， 占全年总额的比重超过

20%； 今年1、2月份， 北向资金单月净流入额分别为

606.88亿元、603.92亿元，是沪港通、深港通开通以来单

月净流入额最高的两个月份。

从交易情况看，中国平安、贵州茅台、五粮液、美的集

团、平安银行、格力电器、海康威视等个股年内备受北向资

金关注，多次出现在交易前十大活跃个股名列之中，从行

业看这些股票多属于食品饮料、银行、消费、科技等板块；

平安银行、格力电器、中国平安等个股最受北向资金青睐。

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持仓情况看，今年

QFII对A股的投资范围继续扩大。 上市公司披露的2019

年中报显示，截至2019年6月30日，上半年共有293只股

票被QFII持有，较上年同期增加14只；从持股比例来看，

宁波银行、重庆啤酒、信捷电气、安徽合力、海能达等21

只个股QFII持股比例超过5%， 这些个股多属于金融、消

费、科技等板块。

今年以来，MSCI、富时罗素、标普道琼斯等国际指

数先后提高A股纳入比重， 这对A股市场而言还将有大

量增量资金会流入市场。摩根士丹利预计，2019年A股的

外资流入量将达700亿-1250亿美元， 未来10年预计每

年都会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外资流入。

就在9月10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决定取消QFII

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 投资额度限

制，同时取消RQFII试点国家和地区限制。对此联讯证券

认为， 外资已然成为2019年最为确定性的增量资金，目

前外资在A股的持股市值占比仍相对较低，长期来看，在

政策推动下，A股对外开放将进一步加速，长期增量资金

可期。随着外资的加速涌入，A股的投资者结构或将进一

步转向国际化、机构化，市场风格也有望进一步转变，外

资持续偏好的核心资产有望再度迎来估值重塑的机会。

关注三大板块

从外资布局不难看出，金融、消费、科技板块是当前

外资布局的重点。 业内人士也认为，随着QFII、RQFII投

资额度限制取消等一系列利好政策释放， 未来上述三大

板块还有进一步投资空间。

数据显示，仅9月以来，外资机构便调研合计34只股

票，其中科技股最受青睐，有11只股票是电子行业股；从

个股情况看，工业富联、海康威视、沪电股份等个股调研

的外资机构数量较多， 这几只股票涉及的概念主要为

5G、智能机器、云计算、物联网、芯片等。

华泰证券统计指出，相比7月份，今年8月陆股通净流

入规模扩大、交易活跃度回升。从持仓结构看，8月陆股通

加仓白酒、医药生物、计算机应用、轻工制造和有色等，其

中食品饮料、农林牧渔、计算机等仓位创历史新高。 展望9

月，外资有望继续保持净流入，建议继续关注TMT等科

技硬资产。

国信证券认为， 随着外资投资A股的制度政策障碍

逐渐消除，外资会加大对A股的投资力度，建议重点关注

国产替代方向明确的科技型高成长类公司，如以5G为代

表的高成长、高科技板块，以及传统行业中有望实现高股

息率的低估值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指出，相比内地投资者，外资更偏好于

计算机、通信、电子、医药等行业，此类行业在近几年来发

展迅速，顺应时代需要和发展，叠加外资对A股边际定价

能力的提升，这部分行业大概率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目前

具备长期投资价值。

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本版股市分析文章，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股民据此入市操作，风险自担。

■ 责编：陈晓刚 美编：马晓军 电话：

010－63070230 E-mail:zbs@zzb.com.cn

■ 2019年9月16日 星期一

数据/信息

ata·Information

A08

D

迎来大规模建设期

5G板块有望受益

□

本报记者 吴玉华

9月以来，市场连续反弹，科技板块行情成

为市场的主线之一， 申万一级通信行业9月份

以来已经累计上涨了15.22%，涨幅位居行业板

块首位。在通信行业明显上涨的情况下，Wind�

5G指数9月份以来累计上涨了14.31%，近五个

交易日上涨了4.64%， 上周四Wind� 5G指数上

涨0.97%，板块内的超讯通信、武汉凡谷、科信

技术等个股涨停。

分析人士表示，对于5G板块估值不应该仅

从周期股的角度来看， 重点关注未来板块成长

性与战略性对估值提振的重要拉动作用。

建设进度有望加速

9月9日，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签署了《5G

网络共建共享框架合作协议书》。 根据合作协

议， 两大运营商将在全国范围内合作共建一张

5G接入网络，共享5G频率资源，5G核心网各自

建设。双方各自业务和品牌保持独立经营，用户

归各公司所属。

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共建共享合作协议发

布后，9月份以来持续上涨的通信行业板块连

续两个交易日调整， 直到上周四再度上涨

0.98%。

机构表示应理性看待共建共享。 东方证券

表示，共建共享后，不能简单认为缩减5G总投

资规模，而是在保持原有投资总额的情况下，电

信和联通通过共享实现更优质的网络覆盖及质

量，提升两家的竞争地位。共建共享有利于加速

5G建设进程。 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共建共享，

双方在保证网络质量的情形下， 资本支出压力

也一定程度得到缓解， 有利于三大运营商加快

5G网络的覆盖进程， 甚至进一步加大投资力

度。从此角度来看，某种程度上也有利于加快产

业链相关企业业绩释放。

天风证券也表示， 此次共享共建5G网络，

一方面为了快速建设一张覆盖更广的5G网络，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对接下来面临的携号转网

的用户流失压力。同时接入网共建共享，核心网

各自独立建设，确保经营独立；共建共享将使得

联通和电信网络规模相比移动的网络劣势将缩

小；对联通来说是利好，有助于降低5G网络建

设和运维成本，高效实现5G网络覆盖，快速形

成5G服务能力； 对设备商来说也影响很有限，

共建共享之后，联通电信的5G建设规模接近移

动，与此前市场预期一致，不会大规模减少对设

备的投入。

业绩兑现成主线

9月份以来，通信行业板块连续反弹，涨幅

位居行业板块首位，Wind� 5G指数9月份以来

也累计上涨了14.31%，表现抢眼。

对于5G板块的投资，渤海证券表示，科技

行情进入下半场后， 高估值也给市场带来越来

越大的压力， 当前主导已经是估值波动带来的

行情而非业绩的波动。在此基础上，将抓住产业

链上的强相关公司， 中小盘将在现阶段有一定

的超额收益行情， 特别是当前成交量不能持续

放大的情况下。 不过业绩仍然是通信板块的主

线，5G建设带来的业绩兑现将是未来标的的主

要选择标准。 随着5G行情进入应用阶段，近期

关注5G应用相关的子板块，特别是物联网和边

缘计算等领域。

天风证券表示， 未来3年行业景气持续向

上，5G迎来大规模建设期， 从2019年2季度开

始，行业业绩开始“U” 型反转，预计收入和净

利润未来大概率有望持续多个季度呈现同比快

速增长趋势，看好板块未来走势。长期看好有业

绩支撑和低估值的优质5G标的， 建议关注5G

相关设备器件，主设备、天线射频领域、光通信

领域；5G边缘生态；5G应用端，云计算云视频、

物联网、专网通信、军工通信领域。

食品饮料强势崛起

衣食住行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今年以来市场关于“消费升级” 或是

“消费降级” 的讨论持续不断，但从A股来看，以食品饮料为代表的大消

费板块却走出一波稳健上涨行情；从个股来看，多只食品饮料板块的白

马股今年新跻身千亿元市值俱乐部，市值较年初大幅提升。

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12日收盘，A股食品饮料指数收于18383.23

点， 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1.31%， 较今年年初11089.69点累计上涨

65.77%；从板块来看，截至9月12日收盘，共有95家上市公司从属食品饮

料板块，较年初仅增加7家，但从市值来看，食品饮料板块总市值已达到

3.81万亿元，仅次于银行、非银金融、医药生物和电子位居第五；板块总市

值较今年年初大幅增加1.57万亿元，仅次于非银金融、电子屈居第二。

从个股情况看，年内共有8只食品饮料个股入围千亿元市值阵营，分

别是贵州茅台、五粮液、海天味业、温氏股份、伊利股份、牧原股份、洋河

股份、泸州老窖，这些公司多为白酒、调味品、畜牧业龙头，多家公司年内

股价创历史新高或阶段性新高， 其股价较年初价格往往上涨70%甚至

100%以上。

在这些个股中， 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海天味业，8月底公司市值一度

超过传统地产龙头万科，“卖房不如卖酱油” 一时间成为市场讨论的焦

点。8月29日收盘，海天味业总市值为2938亿元首度超过万科，当天万科总

市值合计2910.96亿元，此后海天味业市值站上3000亿元大关，并多次实

现对万科市值的反超；近期公司股价略有回调，但截至9月12日市值仍有

3002.81亿元，在A股3000多家上市公司中排名第25位。

不光是A股，港股市场今年也不乏出现类似情形。 海底捞自2018年9

月26日上市以来股价整体持续上涨，2019年以来公司股价上涨加速，目

前公司港股市值已突破1900亿港元，超越了著名的科技公司小米，目前

小米公司港股市值合计1642.05亿港元；在港股千亿市值阵营中，同样来

自于食品饮料的华润啤酒、蒙牛乳业也纷纷占有一席之地。

资金寻找安全标的

从整个板块涨幅看，食品饮料板块年内已累计上涨69.86%，其涨幅

仅次于国防军工和电子板块。 业内人士指出，年内这一板块备受投资者

资金青睐，或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是国家政策带来的积极影响。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

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共包括加快发展农村流通体系、支持

绿色智能商品以旧换新、活跃夜间商业和市场、拓宽假日消费空间等20

条举措。在此之前，国家相关部门已发布包括《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

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年）》、《推动重点消

费品更新升级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案（2019-2022年）》、《关于进

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等一系列引导性政策文件，对汽

车、家电、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的消费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

山西证券策略团队指出， 今年下半年以来中央及各级地方接连出台

重磅的消费促进措施，消费成为了稳定经济增长的压舱石。 但目前受内外

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意愿不强，消费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一系列引导

性政策文件在促进消费上，除了传统的产品补贴外，在产品的制造、流通、

场所、研发、市场、信贷等多个方面全方位的对消费提供支持，在制度建设

上更加完善，对于汽车、家电、商贸零售、大消费等方向形成了实质利好。

在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雳看来，从自身板块属性来讲，食品饮料

等消费白马股都属于成长性较高的个股，其盈利性都相当不错，而诸如

海天味业等业内龙头受到市场追捧，背后一个重要推动因素其实是居民

消费升级，这促使资金持续向这类头部公司集中，不仅反映了投资者对

龙头公司的认可，同时对于产业集中度提升也会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国泰君安策略团队认为，从消费结构来看，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的

变动在不断增长，居民消费意愿和对品质的追求正在上升。 随着农村和

低线城市的收入开始增长，耐用品消费、服务需求还有释放的空间。 长期

看， 我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与相对于同等经济体较高的收入增

速，仍然让消费板块成为具有长期战略性机遇的板块。“消费升级”仍是

不容置疑的趋势。

长期向好趋势不改

近期多只白马股股价集体出现回调，受此影响食品饮料板块整体也

出现回落，此前强势行情有所收敛。 但多家券商分析师均认为，从中长期

看食品饮料大消费向好趋势不改，投资价值凸显。

联讯证券指出，近期政策面与资金面对消费板块形成利好，消费板

块后续仍然具备上涨空间。 政策面上，相关领域后续预计将出台一系列

配套政策，板块存在政策红利。 资金面上，外资对消费板块有明显偏好，

随着A股国际化进程加速，预计未来外资将持续流入中国市场，A股投资

者结构中外资的占比也将持续提升，对于A股投资风格的影响也会增大，

对消费板块形成利好。

万联证券认为，10月份是三季报的披露时间窗口， 消费类板块将会

面临三季报的业绩考验。 在外资配置资金减缓之后，消费类板块的走势

将会出现分化。 一些业绩增速表现不及预期的个股将会面临调整压力，

而业绩表现稳定的消费板块类个股表现仍然值得期待。

中泰证券则提示，从结构来看，支出相对刚性的必需类消费更为稳

定，而非刚性的可选类消费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受到的冲击会较大，服务

类消费总体比商品类消费要更稳定，当前观测到的消费繁荣更多来自结

构机会，尤其是经济和消费增速处于下行周期，行业内部的优胜劣汰加

剧，龙头企业存在结构机会。

渤海证券认为，对于食品饮料行业，目前仍给予“看好” 的投资评

级；从具体行业看，高端白酒仍是确定性较高的板块，震荡之中或存机

遇，建议积极配置。 在大众品方面，建议长期关注基础消费品品牌化机

遇，寻找各细分领域的成长龙头。

新华社图片

食品饮料“千亿白马” 频现

短期回调不改长期向好趋势

□本报记者 胡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