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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事件：5 月 27 日晚，金徽酒发布《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标志着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完成。

走势比较

一、募资规模基本符合预期，发行价相比股权登记日的前一交易日收
盘价存在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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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数据
总股本/流通(百万股)

390/364

总市值/流通(百万元)

5,560/5,187

12 个月最高/最低(元)

19.7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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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报告：
金徽酒（603919）
《金徽酒年报点评：
单四季度环比改善，省外市场不断拓
展夯实》--2019/03/12
金徽酒（603919）《金徽酒：非公开
增发加大激励，锁定经销商和核心员
工》--2018/06/12
金徽酒（603919）
《金徽酒业绩点评：
控量涨价蓄力调整，换挡前进趋势向
好》--2018/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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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 2620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 39020 万股；本次发行价 14.00
元/股，根据股权登记日（5 月 24 日）的前一交易日收盘价 13.82 元/
股计算，溢价 1.3%。总认购金额为 3.67 亿元，小于本次募集资金上
限的 5.30 亿元，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协商，决定不启动
追加认购程序。扣除发行的相关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60
亿元，基本符合预期。
二、资金用于技术改造和生产及综合配套中心建设，产品升级和管理
提升有望加快
按照规划，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陇南春车间技术改造项目、金徽酒生
产及综合配套中心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根据发行说明书的介绍，
将优先车间技术改造和补充流动资金。上述投资项目与公司的发展战
略匹配，将有效促进公司产品品质、产品结构和品牌文化的提升，有
利于优化公司的白酒产品结构，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进一步增
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公司百元以上高档白酒 2016 年至 2018 年同比增速分别为 13.57%、
23.21%、31.87%，处于加速升级的阶段。优质成品酒需要优质基酒以
及较长的陈酿老熟期限，公司需对现有贮酒库扩容改造，进一步提升
公司优质基酒陈酿老熟能力。陇南春车间技术改造有望确保和加速公
司白酒产品结构升级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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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徽酒生产及综合配套中心建设项目，通过建设全链条、全生产线、
全周期的智能化生产管理系统以及酒体检测和设计系统，可以增强金
徽酒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准确性，有效改善公司生产管理水平，提升
运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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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均有一定幅度的增加，资产
负债率和财务风险降低，增强了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扩大了公司资
产规模的增长空间，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三、国有资本参股提振市场信心，经销商和核心员工持股焕发“二次
创业”新活力
本次发行最终获配的 5 家投资者中，其他机构投资者获配 1393 万股，
占发行总量的 53.16%。其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分别认购 714.3 万股、357.1
万股，占发行总量的 27.26%、13.63%，限售期均为一年。两家机构均
为国有控股。国有资本参股，表明其看好白酒板块以及金徽酒的发展
未来，提振市场信心。另外，甘肃长城兴陇丝路基金（有限合伙）认
购 321.4 万股，占发行总量的 12.27%。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龙证券-金徽酒正能量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获配 734.2 万股，占发行总量的 28.03%，部分优秀的经销商借由
该计划持有公司股份；公司引入经销商作为股东，加强合作，积极向
新型厂商关系转变，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充分调动经销商的积极性。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获配 492.9 万股，占发行总
量的 18.81%，管理层和核心骨干借由该计划继续增持公司股份。此前
公司高管和主要业务骨干通过众惠投资、乾惠投资等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此次公司扩大激励范围，增强员工凝聚力和企业竞争力，显示出
公司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也有助于换发“二次创业”新活力。
四、前十大股东减持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公司的治理结构更加完善
5 月 24 日，英之玖与中信兴业完成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证券过户登记
手续。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英之玖不再持有公司股份，中信兴业持
有公司 20099885 股。本次定增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日前后，中信兴业
的持股比例分别为 5.52%、5.15%，仍保持持股 5%以上股东身份。英之
玖从 2018 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减持公司股份，对短期股价形成压力。至
此，前十大股东减持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消除了市场的担忧。
中信兴业受让股权，叠加本次定增顺利发行，但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
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有效性。经销商和员工持股，则进一步
完善了公司的治理结构，有效强化了公司、股东、员工和经销商之间
的共同利益基础和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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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预测与评级：
金徽酒是西北白酒中的强势品牌，甘肃及周边消费者对其认可度高。
顺应消费趋势，公司着力于提升产品结构和开拓省外市场，收入利润
持续增长，趋势向好。
随着定增的顺利发行，以及车间技改项目、生产和综合配套中心建设
项目的推进，公司加快实施“立足甘肃，发展西北，有序推进，重点
突破”的市场开拓策略，在巩固并提升甘肃区域白酒龙头地位的同时，
依托金徽酒独特的产品竞争优势以及甘肃贯通西北的地缘优势，有序
推进“西北化”泛区域发展战略，稳步实现中国白酒十强的长远目标。
我们看好公司的持续成长空间，预测公司 2019-2021 年收入分别增长
10%、12%、14%；利润分别增长 12%、20%、20%，摊薄后对应 EPS 分别
为 0.75、0.91、1.08 元/股。
考虑公司的经营状况和持续成长空间。对应 2019 年业绩给 24 倍 PE，
对应目标 18.00 元，
“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成本大幅上涨；市场竞争加剧；省外拓展不及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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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百万元)

2018

2019E

2020E

2021E

1462
2013

1604

1801

2053

净利润(百万元）

259

294

353

422

摊薄每股收益(元)

0.66

0.75

0.91

1.08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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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业评级
看好：我们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高于市场整体水平 5%以上；
中性：我们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介于市场整体水平－5%与 5%之间；
看淡：我们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低于市场整体水平 5%以下。

2、公司评级
买入：我们预计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在 15%以上；
增持：我们预计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介于 5%与 15%之间；
持有：我们预计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介于-5%与 5%之间；
减持：我们预计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介于-5%与-15%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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