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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复合调味品高速增长，效率提升是核心驱动力。由于我国传统烹饪习惯，

目前单一调味品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对比日本，我国单一调味品人均

消费量趋于饱和，而复合调味品人均消费提升空间广阔。2011-2016 年，

复合调味品市场规模从 417 亿增长至 854 亿，CAGR 为 15.4%；预计

至 2021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1658 亿元，CAGR 为 14.2%；十年间占比

有望从 16.1%提升至 22.8%。复合调味品渗透率有明显提升空间，价格

高于单一调味品。我们认为复合调味品提升了烹饪效率，迎合餐饮和家

庭端的诉求，有望实现高速增长。 

 他山之石，寻日本复合调味品增长之因。（1）餐饮端。90 年代前日本

餐饮市场快速增长，外食占比上升，1975-2017 年饮食外部化率从

28.4%提升至 45%左右。1952-1982 年日本公司化餐饮店占比从 6%提

升至 13%，个体户餐饮店占比下降，连锁化趋势显现。60 年代以来日

本餐饮用速冻食品产量爆发，验证了日本餐饮高速增长伴随着标准化的

过程，而复合调味品是将多种单一调味品进行标准化后的产品，同样受

益餐饮行业标准化。（2）家庭端。日本社会呈现老龄化、女性外出就业、

初婚推迟、单人家庭占比上升，复合调味品的便捷性和易操作性满足了

日本家庭的诉求。80 年代以来，酱油衍生品（复合调味品）产量快速

增长，替代单一酱油，2009 年酱油衍生品的市场规模已经超过酱油。

2001-2008 年龟甲万酱油收入基本保持稳定，而酱油衍生品收入 CAGR

达到 10.1%。 

 成本压力倒逼餐饮标准化，火锅底料和中式复合调味料赛道佳。（1）餐

饮端：中国餐饮市场稳健增长，外食占比提升，外卖市场爆发、时效要

求提升。但餐饮业呈现大体量、小规模的特点，面临中等规模困境。连

锁化+标准化可有效解决中等规模困境，2004-2018 年我国连锁化餐饮

收入占比从 6.2%提升至 9.6%。（2）家庭端：90 后烹饪技能欠缺，“懒

人经济”盛行，家庭结构小型化，家庭端便捷化诉求强。对于当下我国

复合调味品行业景气度持续高涨，我们认为主要系近年餐饮成本（房租、

人力、原材料）上涨，行业盈利能力承压，企业急需通过标准化降本增

效。对比海底捞、全聚德、西安餐饮等，我们发现海底捞通过标准化降

本增效明显。长期逻辑+短期驱动力，2013-2018 年我国复合调味品行

业规模从 557 亿元增长至 1091 亿元，预计至 2022 年仍将保持 10-15%

的 CAGR。细分赛道中，我们看好火锅底料、酸菜鱼调料、小龙虾调料

等品类。火锅是最大的菜品，受益火锅餐饮增长，预计 2015-2020 年

火锅底料市场规模的 CAGR 可达 15.3%。中式复合调味品中关注辣味

的川菜菜系，其中酸菜鱼餐饮市场爆发式增长，小龙虾近年消费势头增

长强劲，均有望出现爆款复合调味料大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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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合调味品市场相对分散，颐海、天味等有望胜出。复合调味品目前处

于高速成长期，鸡精外仅火锅调料有较明显的龙头出现，其他细分品类

如中式复合调味料还未出现明显的龙头。较成熟的火锅底料行业 CR5

也仅 30%，仍处于龙头跑马圈地的阶段。我们看好有资金实力、品牌

知名度高，能快速进行全国扩张的企业，其无论是享受行业增长还是集

中度提升，均有望实现高速增长。 

 投资建议：复合调味品受益餐饮的标准化及家庭的便利性诉求，处于高

速成长的阶段。提升烹饪效率是其发展的核心逻辑，且短期餐饮成本（房

租、人力、原材料）压力加剧倒逼餐饮加速标准化。我们看好复合调味

品中的火锅底料、酸菜鱼调料、小龙虾调料等辣味赛道。关注资金实力

强、品牌知名度高，能快速进行全国扩张的龙头企业。在行业高速成长

的阶段，龙头无论是享受行业增长还是集中度提升，均有望实现高速增

长。推荐天味食品、颐海国际。 

 风险提示：原材料采购质量安全控制的风险；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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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调味品高速增长，效率提升是核心驱动力 

调味品行业小品类、大市场 

 调味品小品类、大市场，增长稳健。根据 Frost & Sullivan 的数据，

2011-2016 年我国调味品市场规模从 2588 亿增长至 4568 亿元，CAGR

为 12.0%；预计 2016-2021 年的 CAGR 为 9.7%，保持稳健增长趋势，

至 2021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7270 亿元。2016 年我国调味品市场规模接

近 700 亿美元，超过美国和日本，是全球最大的调味品市场。但我国调

味品行业品类众多，单个调味品的体量不大，其中最大的酱油占调味品

行业总销量的 43%，第二的食醋占比 18%，其后的品类占比均不到 10%，

整体呈现多品类、单品较小。 

 

图表 1：中国调味品市场 2021 年有望超 7000 亿  图表 2：2016 年中国调味品市场规模全球第一 

 

 

 

来源：Frost & Sullivan、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Frost & Sullivan、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3：中国调味品市场品类多、单品不大 

 

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中泰证券研究所 

 

 

 

 

CAGR=9.7% 

CAGR=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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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调味品增长放缓，复合调味品引领行业 

 调味品可分为单一调味品和复合调味品。调味品是加入食物以带出某种

味道的酱汁或调料，或用于佐餐食用。通常调味品可分为两类：（1）单

一调味品，指含有一种主要原材料的调味品，典型产品包括味精、酱油、

醋、腐乳、香辛料、调味酒、蚝油等。（2）复合调味品，指由两种或两

种以上的调味品组成的调料，经过进一步加工，成为具有特殊风味的调

味品。典型的复合调味品有火锅调料（可分为火锅底料和火锅蘸料两大

类）、中式复合调味品、鸡精及西式复合调味品等。 

 

图表 4：调味品分为单一调味品和复合调味品 

 

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5：预计 2021 年调味品及子品类的规模 

 

来源：Frost & Sullivan、中泰证券研究所 

 

 复合调味品快速增长，占比持续提升。由于我国传统烹饪过程习惯使用

单一调味品，目前单一调味品占据了绝大部分调味品市场。但随着单一

调味品消费趋于饱和、增速放缓，而复合调味品快速增长，我国复合调

味品的占比逐年提升。2011-2016 年，单一调味品市场规模从 2175 亿

增长至 3714 亿，CAGR 为 11.3%，复合调味品市场规模从 417 亿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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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854 亿，CAGR 为 15.4%。预计至 2021 年，单一调味品市场规模将

达到 5612 亿，五年 CAGR 为 8.6%，环比 2011-2016 年的复合增速放

缓 2.7 个 pct；复合调味品市场规模将达到 1658 亿元，五年 CAGR 为

14.2%，环比 2011-2016 年的复合增速仅放缓 1.2 个 pct。复合调味品受

益于更快的增速，占比从 2011 年的 16.1%提升至 2016 年的 18.7%，预

计 2021 年将进一步提升至 22.8%，提升速度加快受益于复合调味品与

单一调味品的增速差扩大。 

 

图表 6：中国复合调味品占比提升（亿元）  图表 7：复合调味品与单一调味品增速差扩大 

 

 

 
来源：Frost & Sullivan、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Frost & Sullivan、中泰证券研究所 

 

 复合调味品渗透率及使用频次均有明显提升空间。单一调味品渗透率较

高，典型的酱油广泛应用于我国烹饪领域，渗透率接近 100%；味精作

为引入较早的工业化的单一调味品，渗透率也接近 80%；新兴的品类如

蚝油渗透率也超过 20%。而复合调味品中仅鸡精起步较早，渗透率达到

60%+，其他新兴的复合调味品渗透率极低，预计不到 20%，提升空间

大。2016 年我国城市复合调味品的人均消费金额为 90 元，农村仅为 24

元，说明复合调味品在下线及农村的渗透率提升空间大。而从使用频率

来看，酱油等单一调味品基本每餐使用，而鸡精外的复合调味品如火锅

底料、川菜调料等使用频次低。 

 

图表 8：复合调味品渗透率具备提升空间  图表 9：复合调味品在农村市场渗透率低 

 

 

 

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Frost & Sullivan、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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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日本，我国单一调味品人均消费量趋于饱和，而复合调味品人均消

费提升空间广阔。以单一调味品酱油为例，我国人均消费量约 7.5 升，

超过目前日本的人均消费量，对比日本人均12升的峰值有约60%空间，

但日式酱油偏淡食用量更大，实际空间不到 60%。从食醋看，日本人均

供给量峰值约 3.4 升，以此为参考我国食醋天花板约为 450 万吨，对比

我国目前食醋产量提升空间不到 50%。故从单一调味品看，我国最大的

两大品类酱油和食醋对比日本的人均消费量提升空间有限。 

 

图表 10：我国酱油人均消费量与日本对比  图表 11：日本食醋人均供给量 

 

 

 
来源：日本农业部、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日本仅指 JAS酱油，

不包括酱油衍生品） 

 来源：日本农业部、中泰证券研究所 

 

 无论从人均消费额还是结构占比来看，我国复合调味品对比国外成熟市

场提升空间大。从复合调味品看，2015 及 2016 年我国人均消费金额不

到 10 美元，而美国和日本均超过 80 美元；我国复合调味品占调味品行

业总销售额的比例不到 20%，而美国和日本占比均在 50%左右。 

 

图表 12：复合调味品人均开支（美元）  图表 13：复合调味品占调味品行业总销售额的比例 

 

 

 

来源：Frost & Sullivan、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Frost & Sullivan、中泰证券研究所 

 

 复合调味品具备较高的单价，规模效益未充分释放的情况下毛利率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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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0%。由于复合调味品是单一调味品的进一步加工，其定价通常高于

单一调味品。颐海和天味的复合调味品吨价在 2 万元甚至更高。从毛利

率看，颐海和天味的复合调味品毛利率在 40%左右，低于海天、恒顺等

规模优势较强的调味品龙头，但高于加加的酱油。我们认为加加酱油具

备一定规模优势，但定位较低因此毛利率较低。而复合调味品龙头随着

体量快速增长，规模效益显现，毛利率有望继续提升。 

 

图表 14：复合调味品与单一调味品价格对比  图表 15：复合调味品与单一调味品毛利率对比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复合调味品提升效率，餐饮和家庭端均受益 

 复合调味品提升烹饪效率，迎合餐饮和家庭端的诉求。对比单一调味品，

复合调味品使用的原材料多，在单一调味品的基础上进行深加工，标准

化程度高。烹饪时对技艺的要求较低，通常只需要混合食材加热即可，

同时由于完成了前段繁琐的调味品调配过程（如葱姜蒜等的准备），缩短

了烹饪时间。由于复合调味品提升烹饪效率的特点，迎合了餐饮连锁化、

标准化的趋势，同时满足了家庭便捷化的诉求。餐饮端使用复合调味品

可提升食品安全性、节约成本、提高效率、保持口味一致性。 

 

图表 16：复合调味品对比单一调味品 

  复合调味品 单一调味品 

原材料 种类多，大部分超过 20种 种类少，大部分不超过 10种 

加工程度 单一调味品进一步深加工 主要通过酿造发酵等 

标准化程度 高 低，可自由调配使用比例 

烹饪技艺要求 低，混合食材加热即可 高，比例控制、加入时点等要求 

烹饪时间 
较短，前段调配工作完成，主要

进行后段加热等操作 

较长，前段调味品调配工作需自行

完成 
 

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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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复合调味品快速增长的核心逻辑在于提升烹饪效率 

 

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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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寻日本复合调味品增长之因 

宏观背景：经济高速增长，城镇化率提升 

 20 世纪 60-90 年代，日本家庭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城市化率不断提升。

在日本经济 90 年代进入停滞前，居民收入保持了强劲增长的趋势。

1963-1992 年，日本两人及以上的劳动者家庭的年平均月可支配收入从

49076 日元增长至 473738 日元，CAGR 为 8.1%。1950 年日本城市化

率恢复至 1940 年的水平后持续提升，尤其是在 1955-1975 年，快速从

56.1%提升至 75.9%。 

 

图表 18：90s 前日本家庭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  图表 19：日本城市化率持续提升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餐饮端：外食占比提升+餐饮店公司化，推动餐饮向标准化发展 

 90 年代前日本餐饮市场快速增长，外出就餐比例上升。受益于收入的增

长及城市化推进，日本餐饮市场从 1975 年的 8.6 万亿日元增长至 1992

年的 27.7 万亿日元，CAGR 达到 7.2%。同时，日本外食率及饮食外部

化率持续提升，外食率指日本餐饮市场规模/（餐饮市场规模+家庭食品

饮料支出），饮食外部化率指广义的餐饮市场规模/（餐饮市场规模+家庭

食品饮料支出），广义包括了调理食品等中食市场。1975-1997 年，日本

外食率从 27.8%上升至 39.7%，此后由于经济不景气回落至 35%左右的

水平。1975-2017 年，日本饮食外部化率从 28.4%提升至 45%左右，90

年代经济不景气后日本饮食外部化率仍未回落。参考日本的经验，我们

认为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效率提升，外食（包括广义）占比将逐步提升，

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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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日本餐饮市场规模  图表 21：日本家庭外出就餐占比上升 

 

 

 

来源：总务省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总务省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日本公司化餐饮店占比提升，个体户餐饮店占比下降。我们认为餐饮店

的公司化可以部分反映连锁化的趋势，而个体户餐饮店通常都独立经营。

1952-1982 年，日本餐饮店数量从 13 万家增长至 84 万家，其中公司化

经营的占比从 6%提升至 13%，个体户经营的占比从 95%下降至 87%。

伴随餐饮行业的快速发展，餐饮店会向公司化连锁化发展。 

 

图表 22：日本餐饮店公司化率提升 

 

来源：总务省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日本餐饮用速冻食品快速增长，验证餐饮标准化趋势。日本的速冻食品

几乎全为调理食品（仅少量为农畜水产品），即食材经过预制后的食品，

通常可以直接烹饪食用。调理食品作为工业化生产的食品，反应了日本

餐饮行业的标准化趋势。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受益餐饮市场增长、外

食率持续提升、餐饮连锁化发展，日本餐饮用速冻食品产量爆发。1997

年外食率峰值时，日本餐饮用速冻食品产量接近 110 万吨，而同期家庭

用速冻食品产量仅 40 万吨左右。餐饮用速冻食品的发展验证了日本餐

饮高速增长伴随着标准化的过程，而复合调味品也是将多种单一调味品

进行标准化后的产品，同样受益餐饮行业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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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端：老龄少子化，满足便捷化需求 

 复合调味品的便捷性和易操作性满足了日本家庭的需求。日本社会呈现

出：（1）人口老龄化，65 岁以上人口占比持续提升；（2）日本女性外出

就业，持家比例从 70s 以来持续下降；（3）日本家庭结构小型化，男女

初婚年龄推迟，一人家庭占比从 3%提升至 35%。以上情况均反映出日

本家庭对于在家烹调的便捷化需求，而复合调味品将烹饪过程化繁为简，

迎合了日本家庭的诉求。 

 

图表 24：日本人口老龄化  图表 25：日本女性持家比例 70s 后持续下降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23：1997 年前日本餐饮用速冻食品产量快速增长（万吨） 

 

来源：总务省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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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6：日本晚婚趋势明显  图表 27：日本一人家庭占比上升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日本调味品从单一向复合发展，龟甲万酱油衍生品快速增长 

 日本酱油衍生品（复合调味品）逐步替代单一酱油。汤汁和烤肉酱都是

以酱油为原料生产的复合调味品，加入多种配料进一步加工，使用时更

加方便快捷，对酱油有明显的替代作用，实现从单一调味品向复合调味

品的转型。1987-2017 年，日本家庭购买酱油的支出从 3200 日元下降

至1800日元；而购买酱油衍生品的支出从2300日元上升至4800日元。

1980 年以来经历 20 多年的增长，日本汤汁和烤肉酱两大酱油衍生品的

产量分别达到约 15 和 20 万千升的水平，期间日本单一酱油的产量从约

120 万千升下降至 90 万千升，复合调味品对单一调味品的替代效果明显。

到 2009 年，酱油衍生品的市场规模已经超过酱油。 

 

图表 28：酱油与酱油衍生品（复合调味品）对比  图表 29：家庭酱油衍生品支出上升，酱油支出下降 

 

 

 

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总务省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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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0：日本酱油衍生品产量增长，酱油产量下降  图表 31：酱油衍生品市场规模超过酱油 

 

 

 

来源：农林水产省、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农林水产省、中泰证券研究所 

 

 日本酱油龙头顺应调味品复合化趋势，酱油衍生品收入快速增长。龟甲

万是日本酱油龙头，2001-2008 年公司酱油收入基本保持稳定，CAGR

为-0.3%；而酱油衍生品收入从 17250 百万日元增长至 33809 百万日元，

CAGR 达到 10.1%。 

 

图表 32：龟甲万酱油衍生品收入增长强劲（百万日元） 

 

来源：Bloomberg、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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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压力倒逼餐饮标准化，火锅底料和中式复合调味料赛道佳 

效率提升是长期逻辑，餐饮与家庭端双轮驱动 

 参考日本复合调味品的发展驱动力，我们认为中国复合调味品的发展同

样将受益于其带来的效率提升。（1）餐饮端：餐饮市场快速增长，外食

占比提升，餐饮向连锁化、标准化发展；（2）家庭端：家庭结构小型化

及 90 后烹饪技能欠缺，便捷化需求愈发强烈。 

 

 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高个位数增长，城镇化率达到 60%。

2018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 4 万元，且仍保持 7.8%的增

速。城镇化率近年来保持提升趋势，2018 年接近 60%。居民收入的增

长及城镇化的推进，带动餐饮市场持续景气。 

 

图表 33：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图表 34：中国城镇化率持续提升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1）餐饮端 

 我国餐饮业收入保持 10%左右的稳健增长。2018 年我国餐饮业收入达

到 4.27 万亿元，且近年一直保持 10%左右的增长，我们预计未来五年

餐饮业仍将维持近 10%的稳健增长趋势。 

 

图表 35：中国餐饮市场稳健增长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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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外食占比持续提升，对比日本仍有空间。由于国家统计局 2013 年

调整统计口径，我们分两个时段研究我国居民的外食占比提升趋势。

1995-2012 年，我国城镇居民在外用餐/食品支出的比例从 9%提升至

22%。2013-2017 年，我国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中，饮食服务/食品烟

酒的比例从 16.8%提升至 18.3%。对比日本 35%的外食率，我国仍有提

升空间。同时外卖市场的爆发，使广义的外食率加速提升。借鉴日本的

经验，我们认为餐饮业的发展、外食率提升将推动行业加速向连锁化、

标准化发展。 

 

图表 36：中国城镇居民外食占比上升  图表 37：中国居民现金消费支出中外食占比上升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外卖市场爆发，时效要求提升，加速推动餐饮标准化。受益于移动支付

的普及，我国外卖市场爆发式增长。根据 Trustdata，2015-2018 年我国

外卖市场规模从 1300 多亿增长至 4600 多亿，预计 2019 年规模将达到

6000 亿元，仍有 30%左右增长。2015-2017 年，美团外卖的订单单均

配送时长从 38 分钟缩减到 28 分钟。外卖较强的时效性对餐饮店的出餐

时间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倒逼餐饮店进行标准化从而提升烹饪效率。以

部分外卖平台为例，当商家出餐时间大于 15 分钟，骑手可以选择取消

或继续配送。 

 

图表 38：中国外卖市场爆发式增长  图表 39：外卖单均配送时长缩短到 30 分钟内 

 

 

 

来源：Trustdata、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美团、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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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餐饮业呈现大体量、小规模的特点，面临中等规模困境。我国餐饮

业体量庞大，根据中国烹饪协会数据，2018 年全国共有 465 万家餐饮

企业。但我国餐饮企业连锁化、集中化程度低，规模小。根据 2019 年

美团的调研，仅 13.5%的餐饮店为连锁店，86.5%为个体店。59%的餐

饮店座位数在 20 个以下，83%的餐饮店经营面积小于 100 平，96%的

餐饮店员工数量少于 10 人。很多餐饮企业在门店数量达到十几家体量

时，会因传统的采购、品控、物流管理方式等的不统一而导致全部门店

的非标准化，随即带来成本的上涨和用户体验的不一致，并可能带来食

品安全等问题。 

 

图表 40：我国餐饮商户座位数量分布  图表 41：我国餐饮商户的经营面积分布 

 

 

 

来源：美团、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美团、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42：中国餐饮行业面临中等规模困境 

 

来源：CFLP、中泰证券研究所 

 

 随着我国餐饮连锁化、标准化，中等规模困境将得以解决。当餐饮企业

规模扩大时，进行连锁化管理，实施标准化将有效解决中等规模困境，

而复合调味品在标准化中起到重要作用。餐饮店进行连锁化、标准化后，

能够（1）提升食品安全性；（2）保持口味一致性，确保用户体验；（3）

享受规模效益，提升效率，节约成本（节约厨师和厨房空间，节约烹饪

时间提高翻台率）。 

 根据 Euromonitor，我国连锁化餐饮店占比和连锁化收入占比均远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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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日本和美国，我们认为主要系我国餐饮供应链薄弱制约了连锁化。

从国内外的餐饮供应链龙头来看，美国的 Sysco、US Foods Holding 

Corp、Performance Food Group 的 SKU 数量均超过 10 万，而蜀海和

美菜的 SKU 数均不到 1 万个；从配送中心数量对比，国内龙头的覆盖

也需要提升；此外，虽然我国餐饮市场规模庞大，但餐饮供应链行业的

发展处于早期，龙头收入体量对比海外较小。调味品行业作为餐饮上游

之一，过去主要以单一调味品为主，对应广大中餐市场的中式复合调味

品龙头仍处于发展初期。 

 近年来，随着下游倒逼上游供应链发展（包括调味品），从而支撑起餐饮

向连锁化、标准化演进。2004-2018 年我国连锁化餐饮店占比从 0.7%

提升至 1.8%，连锁化收入占比从 6.2%提升至 9.6%，但对比成熟的美

国和日本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图表 43：国内外餐饮供应链龙头企业存在较大差距 

企业名称 2018年收入 服务餐饮门店数 SKU数 配送中心数量 

Sysco $129.8亿 50万 40万 330 

US Foods 

Holding Corp. 
$60亿 25万 40万 75 

Performance 

Food Group 
$36.7亿 15万 15万 75 

美菜 ￥ 100亿 100万 0.1万 / 

蜀海供应链 ￥ 36亿 0.2万 0.8万 11 

 

来源：亿欧智库、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44：餐饮门店连锁化比例  图表 45：餐饮连锁化收入占比 

 

 

 

来源：Euromonitor、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Euromonitor、中泰证券研究所 

 

 （2）家庭端 

 受益收入增长，家庭调味品支出快速增长。根据 Frost & Sullivan，我国

各线城市家庭的调味品年支出金额及购买频次对比两年前均有明显提升。

从支出金额看，三线城市增长最快，其次是二线城市；从购买频次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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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线增长最快，其次是三线、一线。三线城市表现出明显的量价齐升，

二线城市主要依靠价格推动，四五线则还处于放量阶段。 

 

图表 46：中国家庭端调味品支出快速增长 

类别 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四五线城市 

人口 
1700万 

城市家庭 

3400万 

城市家庭 

5200万 

城市家庭 

5900万 

城市家庭 

调味品年花费（元） 239 174 138 125 

对比两年前 20% 26% 34% 20% 

调味品年购买次数 16 13 11 11 

对比两年前 12% 9% 15% 16% 
 

来源：Frost & Sullivan、中泰证券研究所 

 

 90 后多为独生子女且生活在物质快速富裕的年代，烹饪技能欠缺。当下

90 后进入社会、成家立业，逐渐成为主力消费群体。相对于 70 后、80

后，90 后烹饪技能欠缺。一方面，90 后多为独生子女，在家庭中受关

注度高；另一方面，90 后成长在物质快速富裕的时期，我国城镇居民家

庭恩格尔系数在 90 年代加速下降。因此 90 后在成长时期较少需要承担

家庭烹饪工作，欠缺相应技能。 

 

图表 47：90 年代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快速下降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懒人经济”盛行，本质仍是追求效率。在生活节奏加快的背景下，居

民收入水平提升，愿意为便捷化支付溢价，催生了“懒人经济”的发展。

“懒人经济”本质是以金钱换取闲暇时间，节约时间成本，是追求效率

的一种生活方式。复合调味品以高于单一调味品的价格节约烹饪时间，

也属于“懒人经济”的范畴。根据淘宝的数据，2018 年我国居民为偷懒

花费 160 亿元，同比增长 70%，其中 95 后增长 82%最快。懒人居家用

品、智能扫地机、懒人厨房电器的消费分别增长 28%、50%、81%，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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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擦窗机、懒人食品、懒人美妆用品的消费支出均增长 150%。懒人

厨房电器及懒人食品的快速增长反映了家庭对于减少烹饪时间的需求。 

 

图表 48：“懒人经济”快速增长  图表 49：“懒人经济”各品类快速增长 

 

 

 

来源：淘宝、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淘宝、中泰证券研究所 

 

 家庭结构小型化，在家烹饪效率需提升。与日本相似，我国家庭也呈现

小型化趋势。1981-2012 年，城镇居民家庭户均人数从 4.2 人下降至 2.9

人。2002-2017 年一人户家庭占比提升 8 个 pct，二人户家庭占比提升 9

个 pct，三人户及以上占比下降 17 个 pct。当家庭人口数量下降时，在

家单次烹饪的规模效应下降，而复合调味品能有效简化烹饪过程。 

 

图表 50：城镇居民家庭户均人数下降  图表 51：中国家庭结构小型化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餐饮成本压力是直接导火索，复合调味品推动降本增效 

 成本压力加剧倒逼餐饮业加速降本增效，复合调味品解决痛点。复合调

味品推动餐饮标准化，提升效率是长期存在的逻辑，而当下我国复合调

味品行业景气度持续高涨，我们认为主要系近年餐饮成本压力加大倒逼

所致。根据美团，原材料成本、房租、人力成本均是餐饮商户的主要经

营痛点。2017 年以来主要城市商铺租金经历了一轮大幅上涨；餐饮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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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人员工资上涨，且 2018 年加速；食品 CPI 持续上升。以上成本

压力均使得餐饮企业迫切进行降本增效。使用复合调味品替代单一调味

品，（1）可减少厨师数量或将厨师替换为专业性较弱的服务人员，根据

国家统计局，2018 年餐饮业专业人员年薪为 5.6 万元，而服务人员的年

薪为 3.9 万元；（2）更为标准化的流程可减少厨房面积，节约租金成本；

（3）复合调味品提升烹饪效率，提升翻台率增加流水。 

 

图表 52：我国餐饮商户的经营痛点  图表 53：2017 年以来主要城市商铺租金大幅上涨 

 

 

 

来源：美团、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54：餐饮业厨师工资加速增长  图表 55：食品 CPI 上升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2017 年以来餐饮业门店增速放缓，小型餐饮店受影响最明显。根据

Euromonitor，2016 年及之前我国餐饮门店数量的增长保持在 5%以上，

但受 2017 年开始成本压力加剧的影响，2017 和 2018 年门店数量增速

分别下滑至 4.3%和 3.5%。相比之下，连锁餐饮门店数量增长保持较稳

健的趋势，反应出门店数量的增长放缓甚至下滑来自于非连锁的中小餐

饮门店。根据美团的数据，2017 年全国餐厅关店数是开店数的 91.6%，

倒闭餐厅平均寿命为 508 天。低水平同质化餐饮是被洗牌的对象，其中

人均 50 元以下餐厅的关店率远高于其他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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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6：2017 年以来全国餐饮门店增速放缓明显 

 

来源：Euromonitor、中泰证券研究所 

 

 成本占比上升导致餐饮业盈利能力承压，行业急需降本增效。根据中国

饭店协会的调研数据，2018 年餐饮行业整体及各个餐饮业态中，原材料、

房租、人力成本占营业额的比例均呈上升趋势。由于近年来成本高企，

申万餐饮指数的销售净利率从2016年的7.54%下降至2018年的4.17%。

餐饮业生态恶化，需通过标准化削减成本。 

 

图表 57：2018 年各项成本占营业额比上升  图表 58：2017 年以来餐饮业销售净利率下降 

 

 

 

来源：中国饭店协会、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核心餐饮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也反映了近两年经营压力的增加，企业迫

切需要降本增效。 

 

 （1）全聚德 

 竞争加剧收入下滑，租金上涨拉低盈利能力。2018 年全聚德餐饮收入为

12.77 亿元，同比下降 5.4%。主要系餐饮行业竞争加剧，公司门店数量

增长的情况下，接待宾客人数同比却下降 4.2%。2018 年公司净利率大

幅下降 3.2 个 pct 至 4.1%，主要系租金成本持续上涨。尽管收入下滑，

但公司 2018 年租金支出同比增长 9.0%，租金占餐饮收入比提升了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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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pct。 

 

图表 59：全聚德餐饮收入增速下滑  图表 60：2018 年全聚德净利率下滑明显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61：近两年全聚德租金占餐饮收入比加速上升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2）广州酒家 

 餐饮业务稳健发展，但租金压力突显。广州酒家餐饮门店数量、餐饮收

入均保持增长趋势，且餐饮业务毛利率持续上升。但 2018 年租金占餐

饮收入比例大幅上升 2.7 个 pct。 

 

 

 

 

 

 

 

 

 

http://ipoipo.cn/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 27 - 

  行业深度研究 

图表 62：广州酒家餐饮店数量  图表 63：广州酒家餐饮收入及增速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64：广州酒家餐饮毛利率  图表 65：2018 广州酒家租金占餐饮收入比上升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3）海底捞 

 站位风口快速扩张，但 2016 年盈利能力仍承压。火锅餐饮近年处于风

口，而海底捞作为火锅餐饮龙头，享受行业红利快速扩张。2014-2018

年公司门店数从 112 家增长至 466 家，2015-2018 年餐饮收入从 57 亿

元增长至 165 亿元，CAGR 为 43%。受益标准化，2014-2015 年公司

餐饮经营毛利率提升了 6.6 个 pct，但 2015-2016 年下降了 3.2 个 pct，

主要系人力成本占收入比（非董事且在职的人员）上升了 3.2 个 pct。海

底捞由于签订长期租赁合同，因此短期未受到租金上涨影响。（注：海底

捞的餐饮经营毛利率考虑了餐厅层面原材料成本、员工成本、物业租金、

水电开支、折旧摊销及其他餐厅层面的开支，因此低于 A 股餐饮上市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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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6：海底捞餐厅数量快速增长  图表 67：海底捞餐饮业务收入快速增长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68：2017 年海底捞餐饮经营毛利率  图表 69：2017 年海底捞人力成本占比上升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全聚德定位高端拥有更高的人均创收，但海底捞标准化程度高拥有更高

的人均创利和净利率。火锅是相对容易标准化的餐饮业态，同时海底捞

作为火锅龙头不断提升自己的标准化程度。我们对比了海底捞、全聚德、

西安餐饮三家上市公司，全聚德依托于悠久的历史及北京烤鸭的品牌定

位高端，2018 年人均创收达到 37 万元，高于海底捞的 25 万和西安餐

饮的 15 万。但人均创利海底捞为 2.4 万最高，其次是全聚德的 1.5 万，

西安餐饮的 0.3 万。从净利率来看，近几年餐饮业受原材料、租金、人

力上涨的影响，西安餐饮净利率大幅波动，全聚德净利率下滑，而海底

捞通过标准化保持上升或稳定的趋势。 

 

 

 

 

 

 

 

 

http://ipoipo.cn/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 29 - 

  行业深度研究 

图表 70：餐饮企业人均创收和创利对比  图表 71：餐饮企业净利率对比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标准化推动成本控制，海底捞持续标准化降本增效。标准化除了提升人

员效率带来更高的人均创利外，也可有效控制原材料和租金成本。

2015-2016 年海底捞原材料占餐饮收入比例下降 4.4 个 pct，而同一时期

广州酒家下降 1.4 个 pct，标准化为海底捞降低了原材料成本。同时，标

准化使海底捞的后厨面积占比较低，更多面积投入用餐区，海底捞租金

占餐饮收入的比例持续低于同行。 

 

图表 72：餐饮企业原材料占餐饮收入对比  图表 73：餐饮企业租金占餐饮收入对比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解析海底捞的标准化门店模型——高效突显。海底捞一个门店平均拥有

145 位员工，人均年薪 8 万元。受益于高标准化，其一家门店只需要 13

个厨工，即可供应 65-90 桌的顾客，在 90 桌上限条件下，一个厨工平

均可以覆盖 7 桌客户，接近 40 位客人，其效率远超过其他餐饮。同时

标准化使得厨房面积占比减小，海底捞就餐区占比可达到 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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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4：海底捞单店的员工和物业成本 

员工 

管理级餐厅人员 10 

厨工 13 

碗碟收拾工 31 

服务员 33 

接待员工 13 

一般店员 21 

其他 23 

合计 145 

单店人力成本（万元） 1157 

人均薪酬（万元） 8.0 

物业 

就餐区占比 75%-80% 

国内 
 

餐饮面积（平方米） 600-1000 

容纳顾客（人） 300-500 

容纳桌数（桌） 65-90 

海外 
 

餐饮面积（平方米） 375-750 

容纳顾客（人） 200-500 

容纳桌数（桌） 40-75 

单店租金（万元） 136 
 

来源：公司公告、中泰证券研究所 

 

复合调味品五年维持 10-15%增速 

 复合调味品行业将维持 10%以上的快速增长。2013-2018 年，复合调味

品行业规模从557亿元增长至1091亿元，预计至2022年仍将保持10-15%

的 CAGR，2022 年行业规模接近 2000 亿元。 

 

图表 75：2018-2022 年中国复合调味品维持 10-15%的增长 

 

来源：Frost & Sullivan、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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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锅是最大菜品，中式复合调味料增长最快。根据 Frost & Sullivan 的

数据，火锅是中式餐饮中最大的菜品，2017 年占据了中式餐饮收入的

13.7%。2011-2016年火锅调味料市场规模从 86增长至 174亿元，CAGR

为 15.1%，预计至 2021 年增长至 332 亿元，五年 CAGR 为 13.8%。中

式复合调味料是增长最快的品类，2011-2016 年市场规模从 65 亿增长

至141亿，CAGR为16.8%，而预计2016-2021年CAGR仍将保持16.5%

的高增长，2021 年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302 亿元。 

 

图表 76：火锅占据中式餐饮的 13.7% 

 

来源：Frost & Sullivan、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77：复合调味品细分品类市场规模（十亿元）  图表 78：复合调味品细分品类增速 

 

 

 

来源：Frost & Sullivan、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Frost & Sullivan、中泰证券研究所 

 

火锅餐饮景气度高，中式复合调味品百花齐放 

 （1）火锅底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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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味偏爱度高，火锅市场具备持续增长空间。受益于辣味的刺激性和高

复购率，偏好辣味的比例达 66%。火锅以辣为主，易复制扩张，因此在

全国迅速普及，2013-2017 年火锅餐饮市场规模从 2813 亿元增长至

4362 亿元，CAGR 为 11.6%；预计 2017-2022 年 CAGR 为 10.2%，至

2022 年市场将达到 7077 亿元。同时全国火锅店数量从 2013 的 40.6 万

家扩张到 2017 年的 60.1 万家，预计 2022 年可达到 89.6 万家。除量的

增长外，中高端和高端火锅市场比大众市场增长更快，推动价格进一步

提升。预计 2017-2022年中高端、高端、大众火锅餐饮增速分别为11.3%、

10%、9.7%。 

 

图表 79：辣味最受偏好  图表 80：火锅餐饮市场保持双位数增长 

 

 

 

来源：standard sense、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Frost & Sullivan、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81：火锅餐饮店数量增长  图表 82：中高端火锅市场增长更快 

 

 

 

来源：Frost & Sullivan、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Frost & Sullivan、中泰证券研究所（高端为人均 200元以上，

中高端为人均 60-200元，大众为人均 60元以下） 

 

 火锅底料市场规模保持 15%复合增速，潜在空间大且价格持续提升。

2010-2015 年火锅底料市场从 59 亿增长至 125 亿，CAGR 为 16.2%；

预计 2015-2020 年 CAGR 为 15.3%，至 2020 年市场规模达到 255 亿

元。若假设所有火锅餐厅均采用包装火锅底料，则 2010、2015、2020

年火锅底料的潜在市场总规模为 199、389、658 亿元，是实际规模的

http://ipoipo.cn/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 33 - 

  行业深度研究 

3.4、3.1、2.6 倍。因此随着火锅餐饮的连锁化、规范化，包装火锅底料

将替代散装火锅底料，潜在空间逐步打开。从渠道看，火锅调料 50%销

售来自餐饮，46%来自零售，4%来自电商。另外从价格看，高端火锅底

料收入占比从 2010 年的 15%提升至 2015 年的 23%，2020 年有望达到

30%，推动火锅底料均价提升。 

 

图表 83：火锅底料市场规模  图表 84：火锅底料潜在市场规模 

 

 

 

来源：Frost & Sullivan、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Frost & Sullivan、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85：火锅底料销售渠道划分  图表 86：高端火锅底料占比提升 

 

 

 

来源：Frost & Sullivan、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Frost & Sullivan、中泰证券研究所 

 

 （2）中式复合调味品：酸菜鱼、小龙虾调料等空间广阔 

 中式复合调味料加速增长，定制品类有望爆发。因 90 后快节奏的生活

方式及烹调能力的欠缺，预计 2016-2021 年中式复合调味料市场规模将

呈逐渐加速的趋势，复合增速与 2011-2016 年基本持平。庞大的中式餐

饮市场为定制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增长空间，预计 2016-2021 年定制中式

复合调味料的 CAGR 将达到 23.2%，市场规模从 23 亿增长至 67 亿元。

在众多中式菜系中，由于辣味备受青睐，四川菜占据了中式餐饮收入的

12.4%仅次于火锅，我们尤其看好川菜中的大单品菜式，其有望带动相

应的复合调味品快速增长。一方面，我们认为辣味具备刺激性、高复购

率，因此在全国快速普及；另一方面，辣味环境下微生物难以生存，能

更好的控制品质，避免食品安全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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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7：中式复合调味料有望加速增长  图表 88：定制中式复合调味料爆发式增长 

 

 

 

来源：Frost & Sullivan、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Frost & Sullivan、中泰证券研究所 

 

 酸菜鱼餐饮市场爆发式增长，标准化大单品初现雏形。酸菜鱼具备酸辣

爽口的特性，且鱼类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迎合健康诉求，近年来

我国酸菜鱼餐饮市场爆发式增长。2014-2018 年，我国酸菜鱼餐饮市场

规模从 40 亿增长到 123 亿元，CAGR 为 32.3%；预计 2018-2024 年

CAGR 将加速到 33.7%，至 2024 年市场规模扩张到 705 亿元。根据美

团，2016 年我国酸菜鱼门店数量约 1.3 万家，占全国餐饮门店比例为

0.17%。2017 和 2018 年门店数量分别增长 41%和 64%，2018 年底门

店数量已达到 3 万家，占全国餐饮门店比例提升至 0.28%。太二酸菜鱼

作为酸菜鱼龙头餐饮，近年快速发展，2015-2018 年其门店数量从 4 家

增长至 65 家，2016-2018 年收入规模从 0.68 亿增长至 5.4 亿元。复合

调味品龙头天味食品推出标准化的酸菜鱼复合调味品，目前销售规模超

过 2 亿元，是公司最大的单品，且仍保持 60%+的增长。 

 

图表 89：酸菜鱼餐饮市场快速增长  图表 90：全国酸菜鱼门店数量加速增长 

 

 

 

来源：Frost & Sullivan、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美团、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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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1：太二酸菜鱼门店数量  图表 92：太二酸菜鱼收入规模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小龙虾风靡全国，消费势头增长强劲。近年我国小龙虾餐饮爆发增长，

小龙虾产量自 2015 年以来逐年加速，2018 年已达到 164 万吨。2018

年小龙虾门店数量增长近 70%至 14 万家，20 个城市的小龙虾门店数量

超过 1000 家。根据美团，2018 年小龙虾外卖订单量是 2017 年的 2.6

倍，交易额是 2017 年的 4.3 倍。一大批小龙虾自主品牌快速崛起。小

龙虾的需求爆发式增长，给予了小龙虾复合调味品广阔的发展空间，天

味食品新推小龙虾调料，2019 年前三季度销售额已过 4000 万元，未来

将充分受益小龙虾餐饮的爆发式增长。 

 

图表 93：小龙虾产量加速增长 

 

来源：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2019）、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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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4：知名小龙虾企业自主品牌快速崛起 

地区 企业自主品牌 数量（个） 

湖北 

楚江红、虾皇、洪湖渔家、龙庆湖、良仁、晓飞歌、

洪湖诱惑、周黑鸭、美好臻品虾、礼小龙虾、桐梓湖、

一号虾铺、虾跑部队、好味源 

14 

江苏 
宝龙、红胖胖、今锦上、於氏·虾神龙虾、满江红、太

明龙虾、红透龙虾 
7 

北京 星农联合、热辣生活、信良记、虾士、大虾来了 5 

安徽 

富煌三珍、华祥、大鑫、阿胖龙虾、老谢龙虾、时代

小雅龙虾、老二龙虾、小周龙虾、七八叉龙虾、秦缘

记龙虾、乐滋滋龙虾、阿里巴巴龙 

12 

湖南 渔家姑娘、大虾驾到、有间虾铺 3 

山东 虾嗨青年、辣否 2 

广东 堕落虾、松哥油焖大虾 2 

江西 海浩、峡江、鄱湖、柘林湖、绿富美、湖家妹 6 

浙江 阿青龙虾、吴记龙虾 2 
 

来源：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2019）、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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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调味品市场相对分散，颐海、天味等龙头有望胜出 

 火锅底料相对成熟，但格局仍分散。复合调味品目前处于高速成长期，

鸡精外仅火锅调料有较明显的龙头出现，其他细分品类如中式复合调味

料还未出现明显的龙头。火锅调料与更细分的火锅底料 CR5 均在 30%

左右，CR1 不超过 10%，仍处于行业高增长龙头跑马圈地的阶段，仅较

小的高端火锅底料市场 CR3 达到接近 50%。 

 

图表 95：火锅底料竞争格局  图表 96：火锅调料竞争格局 

 

 

 

来源：Frost & Sullivan、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Frost & Sullivan、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97：高端火锅底料竞争格局 

 

来源：Frost & Sullivan、中泰证券研究所 

 

颐海国际 

 颐海国际始于海底捞内部独家供应商，随后发力第三方、拓展品类，成

长为领先的复合调味料生产商。颐海国际前身是 2005 年海底捞在四川

成都成立的分公司，当时为其火锅底料独家内部供应商；2007 年起开始

向第三方经销商供应火锅底料产品；2013 年完成重组，在开曼群岛注册

成立投资控股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股人为海底捞控股股东——张

勇、舒萍夫妻；2015 年颐海继续拓展渠道，开启电商及餐饮服务供应商

http://ipoipo.cn/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 38 - 

  行业深度研究 

定制服务，同时开始向海外出口；2016 年港股登陆上市；2017 年拓展

方便食品品类，推出自热小火锅。 

 

 

 

 关联交易为基本，第三方渠道发力 C 端，支撑公司快速增长。一方面，

海底捞的快速发展带动颐海的增长；另一方面，自分拆独立后，颐海重

点发力第三方渠道，扩展产品品类。2013-2018 年，公司收入从 3.2 亿

元增长至 26.8 亿元，复合增速达 53%；净利润从 0.2 亿元增长至 5.5

亿元，复合增速达 90%。2015 年以来，公司毛利率、净利率分别维持

在 35%、15%以上。 

 

 

 

 

图表 98：颐海国际发展历史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99：颐海 2B 与 2C 业务一览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收入占比为 2018 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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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0：颐海国际营收  图表 101：颐海国际净利润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102：颐海国际毛利率和净利率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薪酬具备吸引力，高层激励到位。颐海脱胎于海底捞，高管大多带有海

底捞背景。餐饮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因此海底捞的高质量增长离

不开强管理能力。依托扁平化组织架构、绩效评估、薪酬激励、培训晋

升等工具及公司独特的企业文化，海底捞实现了高速增长。颐海国际有

望复制海底捞的管理经验，保障渠道扩张及产品创新。公司所有产品拥

有使用海底捞品牌的独家权利，永久免特许权使用费。颐海国际高管薪

酬均在 500 万左右的水平，激励水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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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3：颐海国际高管薪酬及持股情况 

姓名 公司职位 持股比例 薪酬(万元) 与海底捞的关系 

舒萍 执行董事 
35.61% 

175.3 海底捞创始人之一、夫

妻共同持股 张勇 非执行董事 350.5 

施永宏 
CEO、执行

董事 
16.95% 430.5 

海底捞创始人之一，夫

妻共同持股 

党春香 
副总裁、执

行董事 
0.11% 717.2 2011加入海底捞 

孙胜峰 
财务总监、

执行董事 
0.06% 503.1 2007加入海底捞 

郭强 
执行董事

（营销） 
0.03% 451.7 -  

杜壮 
销售总监

（东南亚） 
- 514.3 2008加入海底捞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火锅调料与关联方稳健增长，中式复合调味料和第三方发力。从品类看，

颐海国际的复合调味品分为火锅调料和中式复合调味料，2019 年在火锅

调料维持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中式复合调味料加速增长，成为公司新增

长点。从渠道看，过去公司依托海底捞的发展，关联交易方快速增长，

2017 年开始公司加大力度开拓第三方，第三方收入迎来翻倍增长。此外，

电商渠道由于基数小，呈现快速爆发的趋势。 

 

图表 104：颐海国际分产品收入  图表 105：颐海国际分渠道收入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天味食品 

 公司最早可追溯到 1993 年在成都市金牛区成立的天味食品厂，随后的

十多年间，公司经历了食品厂没落、成都天味食品有限公司（成都天味）

受让优质资产，包括“仁人欢”和当时正在申请注册的“好人家”、“大

红袍”3 个商标；2007 年四川天味食品有限公司成立，多次接受成都天

味多次增资，受让了包括商标、土地等多项资产；2010 年变更为股份有

http://ipoipo.cn/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 41 - 

  行业深度研究 

限公司后，基本完成调整，更专注于经营业务。经过多年的发展，天味

目前是国内知名川味复合调味料企业。 

 

 

 公司收入及业绩历史上存在波动，近两年开始提速，盈利能力较强。公

司在 2015 年前收入存在一定波动性，但近两年逐渐开启换挡加速，势

头向好。2019Q3 公司实现营收 10.78 亿元，同比增长 24.29%，实现净

利润 1.95 亿元，同比增长 19.55%。公司毛利率、净利率基本维持在

35%-40%和 15%-20%的水平。 

 

图表 107：天味食品营收  图表 108：天味食品净利润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106：天味食品发展历史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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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9：天味食品毛利率和净利率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公司股权集中，绑定管理层利益。公司控股股东为邓文、唐璐夫妇，合

计持股 78.73%。公司在上市前，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绑定了管理层及

核心业务骨干的利益，激励涉及从研发、生产到销售各环节的核心骨干。 

 

 

 专注火锅底料和川菜调料，经销商渠道为主开拓定制餐调。分产品，火

锅底料+川菜调料占据公司 80%以上收入，且持续提升。公司聚焦火锅

底料和川菜调料两大品类，2019Q3 川菜调料收入增长 41%，火锅底料

由于产能原因增长 13%。分渠道看，经销商渠道占公司收入 80%以上，

主要为 C 端客户，且以传统农贸为主。2016 年以来公司发力定制餐调

渠道，开拓 B 端大客户，收入占比持续上升。 

 

 

 

 

 

图表 110：天味食品股权结构及高管薪酬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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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1：天味食品分产品收入  图表 112：天味食品分渠道收入占比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其他公司 

 看好有资金实力、品牌知名度高，能快速进行全国扩张的企业。颐海国

际和天味食品作为火锅底料龙头，具备规模优势，知名度高，全国化布

局领先，有望持续高增长趋势。红九九大单品强，广泛渗透小 B 客户。

桥头、德庄、红太阳等依托餐饮发展。聚会主打定制产品，以大 B 客户

为主。名扬则率先进入手工火锅底料市场。在行业高成长性阶段，龙头

进行跑马圈地，无论是享受行业增长还是集中度提升，均有望实现高速

增长，持续看好颐海国际和天味食品等复合调味品龙头的发展前景。 

 

图表 113：主要火锅及川调公司 

品牌 
复合调味品销售额

（亿元） 
覆盖区域 主要渠道 大单品 企业特点 股东及管理层 

颐海

国际 
2018年 22亿 

全国销售，2018年

底经销商 1500家，

销售人员 210人 

关联方海底捞占比约 40%，

第三方以家庭消费为主，主

要走 KA渠道 

番茄、清油、菌

汤、麻辣火锅底

料 

海底捞品牌背书，

从合伙人制到师徒

制激励充分 

核心高管薪酬

高，激励充分 

桥头 不到 5亿 川渝 流通渠道 火锅底料 
依托餐饮发展，200

余家连锁店 

持股分散，政

府参股 

德庄 5亿 全国销售 
全国 KA为主，西南传统流

通 
火锅底料 

依托餐饮发展，300

余家连锁店 
家族企业 

天味 2018年 14亿 

主要在西南和华

中，经销商1054家，

销售 400多人 

经销商渠道为主，主要针对

家庭，小 B+定制餐调占比

约 20% 

酸菜鱼调料、手

工牛油火锅底

料、大红袍 

产品力强，经销商

渠道经营多年基础

扎实 

2017年中高

层进行股权激

励 

红九

九 
超过 10亿 主要在西南地区 小 B客户占比高 400g火锅底料 大单品突出 家族企业 

聚会 4亿 西南地区 大 B客户定制 火锅底料 
  

红太

阳 
约 5亿 

覆盖全国，销售团

队约 100余人，代

理商 1000余家 

KA为主 北派火锅底料 依托餐饮发展 家族企业 

名扬 3亿 川渝 流通+KA 手工火锅底料 产品线较单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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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 

 复合调味品受益餐饮的标准化及家庭的便利性诉求，处于高速成长的阶

段。提升烹饪效率是其发展的核心逻辑，且短期餐饮成本（房租、人力、

原材料）压力加剧倒逼餐饮加速标准化。我们看好复合调味品中的火锅

底料、酸菜鱼调料、小龙虾调料等辣味赛道。关注资金实力强、品牌知

名度高，能快速进行全国扩张的龙头企业。在行业高速成长的阶段，龙

头无论是享受行业增长还是集中度提升，均有望实现高速增长。推荐天

味食品、颐海国际。 

 

风险提示 

 原材料采购质量安全控制的风险：复合调味品所用原材料品种较多，包

括油脂类原料、辣椒、花椒等农副产品，盐、味精等基础调味品，食品

添加剂等原辅料，上述原辅料采购涉及多个供应商，同时供应商亦有可

能向其上游采购原材料，采购链条较长，涉及面广，而原材料质量直接

关系到产品的质量安全，因此面临因原材料质量安全出现问题而导致公

司产品质量不合格的风险。 

 

 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油脂、辣椒等农副产品占产品成本的比重

较大。由于农副产品价格受到天气、产量、市场状况等因素的影响较大，

价格波动较为频繁。如果主要原材料供求情况发生变化或者价格产生异

常波动，而产品价格不能及时做出调整，将直接影响行业的毛利率水平

和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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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股票评级 

买入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5%以上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5%~15%之间 

持有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5%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行业评级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10%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备注：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 6~12 个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基准指数的相对市场表现。其

中 A 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

转让标的）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指数为基准，美股市场以标普 500 指数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

基准（另有说明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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