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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摘要： 

消费升级引导“原始调味品-半复合调味品-复合调味品”的演变路径，产品趋向复合化。随着消费者对食品便

利性诉求的提升，复合调味品快速增长，2013-2018 年 CAGR 为 14.4%，高于调味品行业整体 8.1%。 

从需求端来看，C 端和 B 端共促复合调味品行业发展， 

 从 C 端看，外有成熟市场对比上行空间，内有消费习惯驱动力，复合调味品渗透率至少一倍空间。

健康化和便利化驱动，C 端复合调料因成菜快口味佳受消费者偏爱。我国复合调味品渗透率 29%，

饮食习惯相似的日韩为 59%以上，且我国人均复合调味品消费 4.3kg/年，日韩均值为 13.99 kg/年。 

 从 B 端看，一方面外卖和连锁餐饮行业景气带动调味品用料需求增加，另一方面餐饮业增宽利润

空间诉求推动上游调料产业复合化和标准化。餐饮端调味品消耗量为家庭端的 1.6 倍，外出就餐比

例增加，外卖发展迅猛，近 3 年复合增速 121%；而随着人工、房租、原材料等成本的提升及消费

者对时效要求的增加，使得餐饮供应链上游调味料复合标准化诉求上升。 

从供给端来看，竞争激烈各企业跑马圈地，看好火锅底料与川菜调料赛道。 

 从相关餐饮业态规模增速及标准化难易程度，我们看好复合调味品中的火锅底料与川菜调料赛道。

受益 “辣味”及便利餐饮兴起，火锅底料和川菜调料 2015-2020E 复合增速分别为 15.02%和 16.9%。 

 高增赛道竞争激烈、市场分散，对比其他调味品龙头渗透率，火锅底料和川菜调料龙头未来 5 年单

品量级空间 4 倍。火锅底料 CR3 不足 20%，前三分别为颐海国际 10.08%/、红九九 6.21%和天味食

品 3.53%。川调市场高度分散，天味市占率 2.82%居龙头。对比渗透率较高的成熟调味品子品类，

其行业龙头市占率 15%以上，以未来 5 年火锅底料与川菜调料行业市场平均增速 12%/13%，龙头

市占分别达 17%/7%测算，两个子品类龙头尚有 4 倍量级空间。 

疫情加快培养了 C 端对复合调味品的消费习惯，加速行业集中，从复工、规模、宣传优势来看，龙头受益。 

从企业端来看，具有产品粘性、资金优势和优秀管理团队的企业将为市场主要整合力量，看好颐海和天味。 

 产品粘性：味觉记忆是调味品独特性质，越复合的调味品越具口味粘性，依靠产品建立起粘性后会

增强品牌粘性。颐海依托海底捞强品质，天味历史悠久产品基础牢。 

 资金优势：从企业经营角度来看，二者资产负债率 17%左右，资产端现金和银行理财占半数，负债

以流动负债为主，下游先款后货，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充足。领先同行上市募资，资金优势明显。 

 管理团队：行业成长期竞争激烈阶段对管理团队要求高。天味颐海皆属民营企业，创始人家族合计

持股均在 50%以上，核心员工均通过股权与公司利益绑定。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走弱、原材料价格上涨、食品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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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消费升级引导“原始调味品-半复合调味品-复合调味品”的演变路径，产品趋向复合化。人们味蕾对咸味和鲜

味的需求带来了盐和味精的发展，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健康便利性以及口感的要求提高，能同时提供鲜味及咸

味的酱油、鸡精逐渐部分替代盐和味精等原始调味料，盐和味精也成为酱油上游原料。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对

食品便利性诉求高涨，复合调味品因其烹饪工序更简便而增长迅猛，基础复合调味品也成为其上游原料。复

合调味品增速高于调味品行业整体水平。调味品行业整体收入 2013-2018 年 CAGR 为 8.1%,同期复合调味料

市场规模 CAGR 为 14.4%。行业目前仍处于消费者培养阶段，而此次疫情加快培养了人们对复合调味品的消

费习惯，同时加速行业集中，从复工、规模、宣传优势来看，龙头受益， 

图 1 ：酱油的替代演变  图 2 ：各子品类发展阶段 

 

 

资料来源：Bloomgberg，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 3 ：复合调味料以高于行业增速增长 

  

资料来源：Euromonitor，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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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需求端：C 端和 B 端共促复合调味品行业发展 

1.1 对标成熟市场复合调味品渗透空间大，便利化满足 C端消费者诉求  

从 C 端需求来看，外有成熟市场对比上行空间，内有消费升级驱动力，复合调味品渗透率至少一倍提升空间。 

从消费趋势和饮食文化对标海外，复合调味品渗透率至少一倍提升空间。考虑饮食文化和习惯，主要以日本

和韩国成熟市场对比。首先从复合调味品渗透情况来看，根据 Euromonitor 数据，我国复合调味品占调味品

比例为 26%，而日韩调味品市场以复合调味料为主，渗透率均在 59%以上。其次从各国复合调味品人均消费

量来看，2017 年我国零售端复合调味品人均消费为 4.3kg/年，相较日韩均值 13.99kg/人留有 3 倍成长空间。

此外，日本 70 年代酱油人均消费量达到峰值 11.97L/年后开始下滑，同期家庭端消费中咸味复合调味料同步

攀升后二者开始呈现替代性关系。目前我国人均酱油消费量较日本峰值尚有上升空间，单品品类渗透率的加

大有望带动复合调味料的替代性需求。  

图 4 ：我国复合调味品占调味品比例存上行空间 图 5 ：我国复合调味品人均消费量存量升空间 

  

资料来源：Euromonitor，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Euromonitor，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 6 ：复合调味品替代家庭（日元/家庭） 图 7 ：2017 年我国酱油人均消费量与日本对比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日本酱油协会，国家统计局，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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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升级，复合调味品符合终端便利化+健康化诉求。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健康化消费诉求加强，表现

在调味品板块是消费者更愿意购买高品质产品。且我国人口结构呈现“缩减型金字塔”趋势，80/90 后晋升为消

费主力，因其生活节奏较快，做饭时间短，厨艺一般，故而便利化要求更高。复合调味品因其较高品质与方

便成菜特性受新消费主力青睐。 

图 8 ：我国 16-59 岁人口结构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东兴证券研究所 

1.2 外卖+连锁餐饮助推餐饮供应链风起，标准化复合调味料 B 端受益 

从 B 端需求来看，一方面外卖和连锁餐饮行业景气带动调味品用料需求增加，另一方面餐饮业增宽利润空间

诉求推动上游调料产业复合化和标准化。二者使复合调味料 B 端受益。 

首先，从餐饮业景气度来看，年轻消费主力的便利化需求，表现在 C 端是家庭烹饪中追求快速成菜和解决烹

饪难题，表现在 B 端则是外出就餐比例增加。据艾瑞咨询调研显示，2018 年以 80 后、90 后为主力餐饮消费

群体每周外出就餐超 3 次达 64.6%，且其消费主要集中于大众餐饮品牌，奠定餐饮景气度基础。传统餐饮面

临人力成本高、租金成本高、原材料成本高、低毛利的困境，外卖餐饮因其人力成本的房租成本占比低，连

锁餐饮因具规模优势终端有需，上游成本压缩，外卖和连锁餐饮利润空间较之传统餐饮加宽，因而发展较快，

近 5 年大众品牌连锁餐饮复合增速 11%，外卖餐饮自 15 年盛行来，2015-2018 复合增速高达 121%。对比家

庭渠道，餐饮渠道因其口味丰富性，浪费程度较大，其调味品消耗量为家庭渠道的 1.6 倍。餐饮端需求旺盛，

利好产业上游调味料行业。 

图 9 ：2018 年我国消费者外出就餐频次分布 图 10：外食占比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美国统计局和劳工局，日本总务省统计局，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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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传统餐饮成本构成 图 12：外卖餐饮租金成本占比低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 13：餐饮行业各市场成本结构 图 14：2014-2024（预计）连锁餐饮收入规模（十亿）及增速 

  

资料来源：中国饭店协会，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海底捞招股说明书，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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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015-2023（预计）外卖餐饮收入规模（亿）及增速 图 16：餐饮渠道调味料消耗量显著高于家庭端 

  

资料来源： 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其次，从 B 端餐饮加宽利润空间诉求来看，复合调料标准化一扫 “味美、便利两难全”痛点，标准化诉求带

动中央工厂+半成品模式与定制餐调模式的兴起。企业想要加宽利润空间，常用的方法是控成本提价格。成

本控制诉求一方面促使餐饮业中连锁餐饮和外卖餐饮高增，另一方面顺应终端消费健康化和便利化趋势，二

者对产业链上游调味料提出更高的要求：高品质、高便利性需兼得，而餐饮高品质、高便利历来厚此薄彼两

难全。在优秀厨师出师时长滞后连锁餐饮扩张速度背景下，连锁餐饮为保证各门店规格质量和口味的一致性，

兼顾出餐快速，对调料的标准化诉求高涨，复合调味料易于标准化且品质较高，一扫上述痛点。复合调味料

标准化诉求的本质对时效和成本控制的追求。在中央工厂+半成品模式下，食材制作、物流配送、产成品形

成统一流程，在提高卫生安全保证的同时大幅提高了餐饮业供应链运行效率。相较于门店自制，中央工厂将

为餐饮企业节省人工成本，并通过规模化采购降低原材料成本。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 年我国连锁餐饮

企业统一配送商品购进额占其商品购进总额的 80%，未来这一趋势将更为明显。复合调味品作为海底捞、呷

哺呷哺、张亮麻辣烫等连锁餐饮店产品的核心组成部分，或将呈现出中央工厂制作+配送态势，B 端定制餐

调亦表现出较大潜力。 

图 17：连锁餐饮业统一配送比例 图 18：中央工厂模式图 

 
 

资料来源： 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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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供给端：各企业跑马圈地，看好火锅底料和川菜调料赛道 

需求端景气必然引起供给端新旧玩家群起而逐，火锅底料和川菜调料细分行业景气度最高，然目前行业竞争

激烈，格局尚分散，龙头企业还处在跑马圈地阶段。 

2.1 “辣味”餐饮助推火锅底料和川菜调料增长 

受益消费升级和“辣味”餐饮兴起，火锅底料和川菜调料增速快。复合调味料种类繁多，典型的复合调味品包

括火锅调味料（包括火锅底料和火锅蘸料）、中式复合调味料、西式复合调味料和鸡精等。随着消费升级，

健康化和便利化诉求高涨，又得益中式餐饮中以鲜明“辣味”特征的火锅和川菜快速全国化，火锅底料和川菜

调味料增速最快。根据弗利沙文的数据，2015-2020E 年复合增长率 15.02%，2015-2020E 年中式复合调味料

CAGR 为 16.9%，为复合调味料中增长最快的细分品类。 

图 19：复合调味品种类繁多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 20：近年川菜与火锅国内消费热度 图 21：我国中式餐饮行业结构 

 

 

资料来源：天味食品招股说明书，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九毛九招股说明书，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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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我国火锅餐饮市场收入规模及增速 图 23：我国酸菜鱼餐饮市场收入规模及增速 

  

资料来源：海底捞招股说明书，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九毛九招股说明书，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 24：火锅调料和中式复合调味料增速最快 

  

资料来源：Frost & Sullivon，东兴证券研究所 

2.2 饮食文化壁垒外资难入，分散市场本土玩家跑马圈地 

高增赛道竞争激烈，本土玩家主导，市场分散。火锅和川菜此前存有较强地域性，餐饮连锁化和菜系全国化

带动火锅底料和中式复合调味料量增显著，全国性加强。但由于其起步较晚，且存有较高饮食文化壁垒，外

资难插足，行业内玩家基本为本土企业。且行业时处发展初期，尚在消费者培养阶段，产品亦趋同质化，进

入壁垒不强。因而业内大型生产企业数量较少而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市场分散。 

 火锅底料市场：CR3 不足 20%，自 2015 年有小幅提升。颐海国际、红九九和天味食品位居三甲，

且占比差距不大，龙头效应不明显。 

 中高端火锅底料市场：中高端火锅底料每包价格不低于 10 元，该市场较集中，颐海国际份额近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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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菜调料市场：市场高度分散，无龙头企业，天味市占率由 2015 年 2.57%小幅提升至 2018 年 2.82%。 

在需求端家庭端及餐饮端需求持续增长情况下，下游对调料产品品质、供应稳定性、供应规模均提出较高要

求，业内参与者众多，行业高增长龙头仍处跑马圈地阶段。市场选择在大逻辑上将指导行业洗牌，今年黑天

鹅事件新型肺炎的爆发无疑将加速市场资源向头部企业集中，预计市场集中度将不断提高。 

图 25：2015 年火锅底料市场份额 图 26：2018 年火锅底料市场集中度上升但仍旧分散 

  

资料来源：颐海国际招股说明书、公司公告，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颐海国际招股说明书、公司公告，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 27：2018 年中高端火锅底料市场较集中 

 

资料来源：颐海国际招股说明书、公司公告，东兴证券研究所 

对比其他调味品龙头渗透率，火锅底料和川菜调料龙头未来 5 年单品量级空间 4 倍。从调味料其他发展较成

熟的品类中龙头规模来看，龙头市占率均为 15%以上，高者能达 50%，而火锅底料与川菜调料目前龙头的市

占率目前分别为 10%及 3%，预期随着优势企业跑马圈地抢夺市场份额，龙头规模具有较大上行空间。以未

来 5 年火锅底料和川菜调味料龙头市占率达 17%/7%预估龙头规模,按火锅底料与川菜调料市场行业增速分别

12%与 13%增速测算，未来 5 年两个赛道龙头规模分别为 93 亿、35 亿，对比目前颐海火锅底料 20 亿，天味

川菜调料 7.7 亿，尚有 4 倍以上空间。 

表 1：各复合调味料企业概况 

品牌  

18 年复合

调味料销

售额  

覆盖地区  

主要渠道  

大单品  企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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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海

国际 
22 亿 

全国销售，2018 年

底经销商 1500 家，

销售 210 人 

关联方海底捞占比约

44%，第三方以家庭消

费为主，KA 渠道为主 

番茄、清油、菌汤、麻

辣火锅底料 

海底捞背书 

师徒制激励 

天味

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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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端、小 B+定制餐厅占

比约 20% 

酸菜鱼调料、手工牛油

火锅底料、大红袍 

立足西南，产品力强，多年经

销商渠道深耕，基础扎实 

红九

九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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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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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余家连锁

店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表 2：复合调味品行业细分单品规模 

单品品类  行业规模  龙头企业  龙头规模  市占率  

鸡精 180 亿 太太乐 93.6 亿 52% 

辣酱 267 亿（2014） 老干妈 40 亿（2014） 15%（2014） 

榨菜 120 亿 涪陵榨菜 35.6 亿 29.7% 

蚝油 61 亿 海天味业 28.56 亿 46.8% 

复合香辛料 35 亿 王守义 28 亿 80% 

火锅底料 546 亿(2025E) 颐海国际 93 亿 17%(2025E) 

川菜调味料 494 亿(2025E) 天味食品 35 亿 7%(2025E)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Euromonitor、招股说明书、中国产业信息网、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3. 量增市场，谁主沉浮：产品有基础粘性、具资金实力拓渠扩产、管理团队优秀

的企业将胜出  

3.1 产品为王，口味粘性塑造品牌粘性 

味蕾具有粘性，发展初期品牌影响力弱，但依靠产品口味建立起粘性后品牌粘性增强。经过调味的食物进入

口腔与分布在舌上的味蕾接触后，味神经将味道信息传给大脑形成味觉。尽管随着年龄增长，味蕾的数量会

逐渐减少，婴儿有 10000 个味蕾，成人则只有 5000 多个，70 岁时只有婴儿时期的三分之一，80 岁则为五分

之一。但味觉的减退，无法抵消人类对调味的热情与执念，味觉记忆形成的味觉粘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人类对饮食的消费习惯，而从调味品的粘性来看，越复合的调味品口味粘性越强。这种粘性对于企业建立品

牌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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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味蕾 图 29：味神经形成味觉 

   

资料来源：《味觉传导机理及味觉芯片技术研究进展》，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味觉传导机理及味觉芯片技术研究进展》，东兴证券研究所  

颐海背靠海底捞强品牌做大细分品类大单品，天味历史悠久产品基础夯实。2007 年颐海是以为海底捞门店服

务起家，依靠海底捞餐饮强品牌效应，以及基于“海底捞”品牌经营的经验积极孵化新品牌，形成以火锅底料

为核心，家庭川调、即食酱和休闲食品的联动发展的产品矩阵，其中火锅底料品类为其营收主力。对比颐海

依赖火锅餐饮而做大火锅底料单品，天味火锅底料和川调势发展则相对平衡，二者共同献力营收。天味成立

于 1993 年，深耕西南市场 20 余年，作为西南地区老牌火锅底料和川调品牌，天味旗下产品已初具口味粘性。

从淘宝搜索销量排名中可见，“好人家”酸菜鱼调料人气较高。 

图 30：天味颐海产品升级  

 

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公司官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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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天猫搜索火锅底料销量排名 图 32：天猫搜索酸菜鱼调料销量排名  

   

资料来源：天猫，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天猫，东兴证券研究所 

3.2 现金牛企业，具资金实力拓渠扩产 

对比同行公司，颐海与天味作为为数两家复合调味料上市企业，具备拓渠扩产的资金实力。 

从企业内部结构来看，二者资产负债状况良好，负债率低，没有长短期负债，资产多为现金和银行理财，上

下游回款能力和议价能力强。依据二者资产负债表的结构，颐海和天味的资产负债率较低，分别为

17.14%/17.95%，其中负债以流动负债为主，且主要是占用上游款项。资产端货币资金占总资产比例较高，分

别为 47.93%/25.60%，现金储备充足。 

图 33：颐海国际资产负债表 图 34：天味食品资产负债表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从企业募资情况来看，颐海和天味是复合调味料企业为数两家上市企业，从其募资计划来看，均主要用于扩

产拓渠。颐海国际重组业务后于 2016 年登陆港交所上市，募集资金 8.5 亿港币，主要投入河北霸州生产基地

天味 

颐海 

天味 颐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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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扩充产能和产品推广。天味食品于 2019 年 4 月上市，其中募集资金约 5 亿也用于投资公司生产基地改扩

建建设项目和营销服务体系建设。 

表 3：颐海天味募资用途  

颐海国际  天味食品  

募集资金投资方向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亿元）  
募集资金投资方向  

投资总额

（亿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亿元）  

河北霸州生产基地

一期  
2.01 

家园生产基地改扩建建设

项目  
3.30 3.09 

潜在策略性收购  1.68 
双流生产基地改扩建建设

项目  
0.72 0.62 

推广产品和品牌  1.68 
营销服务体系和信息化综

合配套建设项目  
1.28 1.18 

提高研发实力  0.67    

一般企业用途  0.67    

合计  6.71 合计  5.30 4.89 

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兴证券研究所 

3.3 管理团队优秀，奠定企业发展基因 

川调和火锅底料属于成长性行业，发展较快且市场竞争激烈，因而市场对企业管理团队要求更高。 

颐海海底捞一致行动，长期股权激励计划提供发展动力。颐海国际高管团队多为海底捞创始人，张勇与施永

宏从业 20 余年餐厅管理经验丰富，并将海底捞强管理经验“师徒制”销售激励政策带入颐海，利于精细化高效

率团队培养。从股权结构来看，颐海股权主要集中于张勇夫妇与施永宏夫妇，四人持股达 44.06%，股权结构

稳定。企业 2016 与 2019 年先后实施股权激励，给予员工和高端充分激励。 

天味食品股权集中，董事长从业经验丰富，管理者持股体现一定激励。从公司股权结构看，公司董事长及副

董事长邓文夫妇，两人合计持股比例达 78.73%，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邓文出生草莽，具备食品工业专业技术

知识，从业经验丰富，是公司稳步发展的强有力后盾。公司上市前进行管理者与员工持股计划，2017 年 9 月，

公司 51 名员工以 1525.50 万元共计认购新增股份 508.50 万股，认购价格为 3 元/股，体现一定激励。 

表 4：颐海天味高管背景  

公司  姓名  职务  学历  出生年份  持股  简介  

颐

海

国

际  

施永宏 
董事长/CEO/执行董

事 
 1970 16.95% 

海底捞创始人之一，超 20年餐厅管理经验，

1994年 4月起先后担任四川海底捞副总经理、

监事、董事 

党春香 
执行董事/总经理/副

总裁 
硕士 1972 0.11% 

销售出身，深谙营销之道。1998-2002 担任科

宝博洛尼家居有限公司销售经理，2002-2008

于北京元洲装饰有限公司最后职位为家居管

理部门总监，其后加入海底捞，分别担任海

底捞营运管理部部长、颐海管理部门部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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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副总经理 

孙胜峰 执行董事/财务总监 硕士 1980 0.06% 

2007 年加入海底捞之前担任某公司财务主

管，加入后先后担任财务总监、总会计师、

财务管理部门副部长、资产管理部门副部长 

舒萍 执行董事 硕士 1970 35.61% 

海底捞创始人之一，张勇之妻，现任海底捞

董事，拥有长江商学院、伦敦商学院、哥伦

比亚商学院多个 MBA 学位 

张勇 非执行董事 硕士 1971 35.61% 

海底捞创始人之一，超 20年餐厅管理经验，

先后担任四川海底捞总经理、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董事兼董事长 

天

味

食

品  

邓文 董事长/董事/总经理 本科 1968 67.84% 

天味创始人，出身草莽，食品领域从业 25年

有余，专业技术过硬。历任成都市粮油食品

厂技术员、成都市天味食品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成都天味商贸监事、四川天味实业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 

唐璐 副董事长/董事 专科 1970 10.89% 
先后担任成都市天味食品监事、天味商贸执

行董事及总经理，四川天味实业监事 

唐鸣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

总监 
本科 1964 0.44% 多年财务从业经验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3.4 企业对比：颐海 VS 天味 

整体来看，颐海国际基因狼性，依托海底捞不断拓品扩渠。天味发展稳健，以川调和火锅底料为主不断升级

迭代。 

 从公司治理来看，颐海国际前身为海底捞成都分公司，实际控制人又多为海底捞创始人，其管理能力自

然承袭海底捞强管理的精髓，组织结构扁平，灵活高效。在销售体系激励上，2019 年颐海借鉴海底捞“师

徒制”，将“合伙人制”升级为“合伙人裂变制”，合伙人可从徒弟合伙人业绩中分成，激励加强。天

味管理层多出身于技术层，伴随天味从小到大，经过多年稳扎稳打，营销组织框架稳定，营销中心和电

商事业部各司其职。销售方面，其经销商管理体系制度完备，分大区开发经销商，保证金制度确保质量。

销售体系以销售目标管理为主，即天味拟定年销售目标分摊至经销商每年具体销售指标，风格稳健。 

 从产品来看，颐海产品偏重火锅底料，价格偏中高端，产品研发实施“产品项目制”以保证企业活力和

每年新品推出。天味食品则火锅底料和川调并重，价格覆盖范围更广，其在中低端产品中具有较高性价

比，是切入餐饮渠道的优势所在。 

 从渠道来看，2017 年颐海第三方收入增速超过关联方收入增速，至 2018 年关联方海底捞收入占比 44%，

第三方收入占比 55%。其中第三方主要以家庭消费为主，KA 渠道铺货量较大。天味主要市场集中在西

南和华中，依托强大的经销商网络，公司流通渠道占比 85%，2015-2018 年定制餐调和电商渠道 CAGR

分别为 202%/176%，且定制餐调业务客户集中度高，CR5 超 70%，电商直播背景下头部 KOL 薇娅带货

力强，二者未来有望高增。 

 从品牌力度来看，颐海关联海底捞强品牌，品牌打造成本外溢。天味作为老四川火锅品牌市场流通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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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带有西南人味觉记忆，初具味觉粘性，之后培养“好人家”强势品牌。 

 从财务表现来看，颐海和天味 2013-2018 年营收 CAGR 分别为 55.36%/10.41%，颐海增势迅猛，天味则

较稳健。二者增长均主要靠销量带动。 

表 5：颐海天味特征对比  

 颐海国际  天味食品  

公司治

理   

组织结构扁平化，“合伙人裂变制”强激励 

管理层出身海底捞 

组织架构稳健，管理层与公司利益绑定 

管理层出身技术层 

产品  
产品偏重火锅底料，价格偏中高端 

产品研发：“产品项目制” 
火锅底料和川菜调味料并重，价格低中高端覆盖 

渠道  

高度扁平化，销售“合伙人制”。  

关联方海底捞占比约 44%，第三方以家庭消费为主，KA

渠道为主 

销售目标管理，经销商为主力。  

主要在西南和华中，经销商 1054 家，销售 400 多人 

品牌  海底捞强品牌 老四川火锅品牌，大红袍、好人家 

财务表

现  
营收增势迅猛 营收增速稳健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表 6：颐海天味主要产品价格对比 

  天味产品名称 
价格

(元) 

重量

(g） 

单位均价

(元/g) 
颐海产品名称 

价格

(元) 

重量

(g） 

单位均价

(元/g) 

火锅底料 

中国红系列牛油 12.8 400 0.032 海底捞牛油 11.9 150 0.079 

中国红系列清油 15.8 300 0.053 海底捞清油麻辣 15.9 220 0.072 

中国红系列麻辣烫 9.8 450 0.022 
    

四川印象系列牛油 19.8 220 0.090 
    

四川印象系列清油 25.8 260 0.099 
    

四川印象系列菌汤 16.8 110 0.153 海底捞菌汤 15.6 110 0.142 

手工系列牛油 29.8 500 0.060 海底捞手工牛油 31.9 500 0.064 

川菜调料 

青花椒鱼调料 10.8 210 0.051 泡椒酸汤鱼调料 16.9 210 0.080 

老坛酸菜鱼调料 10.8 350 0.031 海底捞酸菜鱼调料 15.9 360 0.044 

水煮鱼调料 7.8 100 0.078 海底捞水煮鱼调料 16.9 210 0.080 

麻辣香锅底料 10.8 220 0.049 海底捞麻辣香锅调料 15.9 220 0.072 

麻婆豆腐调料 7.8 80 0.098 
    

鱼香肉丝调料 7.8 100 0.078 
    

小龙虾调料 8.8 150 0.059 海底捞小龙虾调料 15.9 220 0.072 

资料来源：天猫，东兴证券研究所 

4 风险提示 

宏观观经济走弱：若宏观经济走弱或不达预期，将影响消费者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造成需求疲软，进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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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得不加大费用政策，影响企业盈利。 

原材料价格上涨：原材料价格短期上涨幅度较大，企业难以向消费终端传导，压制利润 

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将显著影响消费者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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