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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饮料 

看复合调味料的川渝之争 
目前我国复合调味料行业尚处导入期，其中火锅底料是发展最成熟的子行

业，而川渝地区作为火锅发源地，历史最为悠久，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优质

样本。我们试图透视川渝地区的火锅调味料行业发展现状，对全国复合调味

料未来发展趋势稍做探讨。 

1）复合调味料竞争格局将如何演变？ 

目前复合调味料行业尚处发展导入期，竞争格局较为分散，川渝地区仍充斥

较多小型规模的火锅底料厂。此类小型厂商依靠缩减品控及研发投入，实现

成本节约，从而填补自动化水平及原材料采购等方面的成本劣势，在监管较

为宽松的背景下，实现相对自由发展。经过调研，我们认为：1）市场低估

了连锁餐饮对复合调味料的需求空间，重庆地区部分连锁餐饮（门店数量个

位数）会自建火锅底料工厂，同时为其他小型餐饮企业提供代加工服务，验

证了小型连锁餐饮对于调味品外包生产的需求。2）行业集中度提升空间巨

大。随着行业发展进入整合调整期，监管趋严及餐饮连锁化率提升背景下，

小型厂商以丧失长期发展优势为代价而实现的短期发展将难以为继，从而为

行业集中度提升创造空间。 

2）透视复合调味料的川渝之争 

川渝地区作为复合调味料发展最为成熟的区域，卧虎藏龙。我们对川渝地区

主要复合调味料生产厂商的主要情况进行详细对比，得出以下结论：1）产

品定位：天味食品一方面利用大红袍收割中端市场份额，同时打造好人家品

牌实现高端市场抢位，双品牌优势凸显；2）产能扩建：目前川渝主要企业

均积极进行产能扩建，但产能扩建幅度多远小于上市公司天味食品。我们认

为天味食品在行业发展初期率先上市，利用资本驱动，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

3）餐饮渠道：以 B端布局为主的品牌重视产品研发及服务，产品 SKU远超

C 端布局为主的品牌。商超渠道：重庆地区各品牌竞争进入白热化状态。综

合而言，天味食品终端费用投放及宣传力度最大，上市公司背书为导购人员

的重要推荐理由之一。 

3）突围之道：B 端看产品+服务，C 端看营销+渠道 

由于复合调味料属性特殊以及 B、C 两端需求存在差异，我们认为复合调味

料公司在 B、C 两端的突围之道也不尽相同。我们选取食品饮料行业主要上

市公司的财务指标进行对比，针对该问题加以分析和探讨。从销售费用投放

的角度来看，千禾味业、天味食品、中炬高新及恒顺醋业等 C 端龙头的销售

费用率呈现稳步上升态势，而颐海国际、日辰股份及安井食品等 B端为主的

企业销售费用率近年来持续下行。从研发费用投入的角度来看，日辰股份作

为定制餐调的代表企业，其研发人员占比及研发费用率均在同行中处于高

位。从渠道布局角度来看，C端布局较多的企业将更为重视渠道网络的建设，

从而增强消费者触达。综上，我们认为对于复合调味料而言，以研发为基础

的产品多元化发展是基础，为餐饮提供新口味开发服务是切入 B 端的重要

手段，同时品牌营销及渠道建设是扩大 C端市占率的核心途径。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行风险；行业竞争加剧；原材料价格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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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复合调味料竞争格局将如何演变？ 

目前我国复合调味料行业尚处导入期，其中火锅底料是发展最成熟的子行业，而川渝地

区作为火锅发源地，历史最为悠久。我们试图透视川渝地区的火锅调味料行业发展现状，

对全国复合调味料未来发展趋势稍做探讨。 

 

川渝地区包括四川和重庆两地，别称“巴蜀”。该地区位于中国西南部，地处内陆盆地，

素有“天府之国”之称。2018 年，川渝两地总人口 1.14 亿，总面积 56.84 万平方公里。

作为火锅行业的发源地，《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蜀人具有“尚滋味”“好辛香”的

饮食习俗，也造就如今川菜“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清鲜醇浓，麻辣辛香”的特点。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统计，截至 2018 年底，全国火锅店数量近 40 万家，其中四川省

内火锅门店数约为 4 万家（占比 10.6%），重庆市内约为 3 万家（占比 7.8%），巴蜀地

区成为全国复合调味料发展最为成熟的区域。从全国来看，川渝火锅派系以高达64.2%，

占据半壁江山。 

 

图表 1：全国火锅派系占比情况（截至 2018 年底）  图表 2：TOP10省份火锅门店数量占比情况（截至 2018年底）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国盛证券研究所 

 

近日，我们走访了川渝地区部分火锅底料厂，以深入了解火锅底料厂的运作模式及生存

现状。 

 

我们从整个火锅底料产业链的供需角度来看：供给端，除天味食品、红九九等相对大型

火锅底料厂以外，川渝地区仍充斥较多小型规模的火锅底料厂，按营收规模由大到小排

序，火锅底料厂商数量呈金字塔型。需求端，B 端连锁餐饮为复合调味料的主要需求方，

其中大型连锁连锁餐饮主要为定制化需求，小型连锁餐饮主要为代加工需求。 

 

从经济角度来看：餐饮自己炒<小型火锅底料厂<规模优势明显的大型火锅底料厂。相

较于各餐饮自己进行火锅底料炒制，小型火锅厂生产有利于规模优势的释放，同时随着

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大型火锅底料厂在成本采购、自动化程度高等优势会进一步凸显。

根据调研，重庆地区部分连锁餐饮（连锁数量个位数）会自建火锅底料工厂，同时为其

他餐饮企业提供代加工服务，自发形成一种类似于“共享模式”的调味品厂，印证了小

型连锁对于复合调味品生产外包的需求以及生产外包的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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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火锅餐饮企业及火锅底料厂的供需关系图 

 

资料来源：国盛证券研究所整理 

 

自由发展的背景下，如何从行业变迁角度来看竞争格局演变？  

目前川渝地区行业监管仍较为宽松，小型火锅底料厂呈现自由发展状态。但从调研情况

来看，小型厂商对研发投入较少甚至无研发投入，多采取市场跟随策略，对市场热销产

品进行复制模仿。此外，小型厂商品控投入较低，无正式品控人员现象较为普遍。同时，

自动化水平低、产能利用率低、原材料采购缺乏规模优势等均为小型厂商的通病，其以

丧失未来发展优势（品控、研发）的代价，实现成本节约，从而填补基础设施方面的成

本劣势，为目前的盈利水平提供基础。我们认为随着行业发展进入整合调整期，小型厂

商的生存困境将日渐凸显，从而为行业集中度提升创造空间。对于中大型厂商如何实现

战略性突围，我们将在后文进行详述。 

 

我们认为监管趋严及餐饮连锁化率提升是驱动行业整合的重要因素： 

从需求角度来看：B 端餐饮行业监管趋严为发展趋势，同时我国餐饮连锁化率仍有较大

的提升空间。C 端消费升级带来的品牌意识觉醒，需求有望向头部企业集中。根据前瞻

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我国火锅行业品牌连锁化率较低，连锁门店超过 100 家的火锅餐饮

品牌数量占比仅约 0.32%，而 2-5 家连锁门店餐饮品牌数占比高达 84.5%。我们认为，

随着连锁化率的提升，定制化服务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同时调味品需求量增加，将共同

推动连锁餐饮企业选择更大规模的调味品供应商。在供给端，目前复合调味品的监管标

准出台速度尚不及新品推陈出新速度，随着监管日趋完善，行业供给也有望加速出清。 

 

图表 4：中国和美国 TOP50餐饮品牌门店规模分布情况（个）  图表 5：火锅行业品牌数量占比及市场规模竞争格局 

 

 

 

资料来源：餐数，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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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目前我国的餐饮连锁化率相较于外国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图表 7：火锅餐饮企业连锁化率趋势显现 

 

 

 

资料来源：欧睿，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辰智餐饮数据库，中国餐饮产业研究院，国盛证券研究所 

综上，我们认为：1）市场低估了连锁餐饮对复合调味料的需求空间，目前小型连锁餐

饮间形成的“共享模式”验证其对于调味品外包生产的需求。2）行业集中度提升空间

巨大，小型火锅底料厂有利于连锁餐饮调味品使用习惯培育，实现行业的快速扩容，但

随着行业发展成熟，低研发及品控投入的方式必将不可持续，为行业集中度提升创造空

间。 

2、透视复合调味料的川渝之争 

川渝地区作为复合调味料发展最为成熟的区域，卧虎藏龙。整体而言，从火锅的“麻、

辣、鲜、香”口味角度来看，四川地区的主要品牌产品突出“鲜、香”、重庆地区的主要

品牌产品以“麻、辣”为主，因此四川地区品牌相较于重庆品牌口感偏“柔”，相对易于

全国化拓张。 

 

我们对川渝地区的主要火锅底料调味品厂商进行对比，重庆红九九及聚慧食品是 B 端的

主要代表企业，营收规模均超 10 亿元，天味、桥头、名扬等是主要的 C 端代表品牌。

从产品的定位来看，好人家及名扬定位相对高端，大红袍、好人家、德庄及磁器口定位

偏中高端，其他品牌如小天鹅、乡媳妇、周君记等定价相对偏低。通过对比，从产品定

位来看，我们认为天味一方面利用大红袍收割中端市场份额，同时打造好人家品牌实现

高端市场抢位，双品牌优势凸显。 

图表 8：川渝地区主要品牌对比 

品牌 成立时间 成立地点 销售规模 注册规模（万元） 员工数量（人） 主要渠道 

红九九 1992 年 重庆市 十几个亿 300 100-199 B 端 

聚慧 2008 年 重庆市 十几个亿 5000 2999 B 端 

天味 2007 年 成都市 17 亿 59907 1868 C 端 

小天鹅 2004 年 重庆市 大几个亿 2000 100 B/C 端 

名扬 2002 年 成都市 不到 5亿 2000  300 C 端 

桥头 1997 年 重庆市 3 亿 372  ——  C 端 

周君记 1997 年 重庆市 3 个亿 1100  301 - 500  C 端 

磁器口 2014 年 重庆市 ——  1000    C 端 

乡媳妇 2017 年 重庆市 1000 万+ 100  100 C 端 
资料来源：企查查，各公司官网，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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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各品牌产品线上销售价格带对比 

 
资料来源：天猫商城，国盛证券研究所 

 

从产能扩建角度来看，目前川渝地区企业均积极进行产能扩建、“跑马圈地”。据我们跟

踪的主要公司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产能扩建幅度远小于上市公司天味食品。根据天味

食品公司公告，2022 年其产能预计均将达到 31.8 万吨，相较于上市前的 9 万吨产能，

明显扩充。我们认为天味食品在行业发展初期率先上市，受益资本驱动，加快跑马圈地

进程，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 

图表 10：川渝地区部分公司产能情况对比 

 
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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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天味食品仍以C端经销商渠道为主，但开始以定制餐调业务作为切入点进军 B端。

我们试图分析 B、C 两端的竞争对手，从而透视复合调味料的川渝之争。 

 

分渠道来看，产品（研发）+服务为抢占餐饮渠道的核心。我们选取了川渝地区的主要

B 端火锅调料供应商做对比，发现各品牌均强化研发投入，其中聚慧品牌 SKU 多达 4000

余种，我们认为以研发为基础的多元产品供应为关键。根据调研，聚慧食品拥有研发人

员约 300 余人，其中 100 人主要负责产品研发、100 人主要负责对接餐饮渠道的服务、

100 人主要负责原料采购。用强有力的研发能力支撑新品开拓，并为餐饮客户提供菜品

开发服务，从而在餐饮渠道中抢占先机。相较于 B 端代表企业，C 端复合调味品企业（天

味食品、乡媳妇等）SKU 显著较少，但天味食品 SKU 仍高于 C 端竞品。 

 

图表 11：川渝地区各公司的研发能力及研发投入对比 

 

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国盛证券研究所 

 

线下商超渠道：营销+渠道推广为关键。我们近日对重庆地区商超进行草根调研。各品

牌间的竞争进入白热化状态。从铺货角度来看，火锅底料密集，品牌众多，在铺货面积

上，各品牌并无明显优势，其中天味食品的好人家品牌为主推品牌，好人家全型牛油火

锅底料为主推产品，大红袍品牌产品至于货架偏底层。川菜调料区域以好人家品牌为主，

且品类最为齐全。从导购数量及布局上来看，主要品牌如名扬、桥头、秋霞、德庄、好

人家均配备导购人员，其中好人家两位导购（一个主要负责川调，一个主要负责火锅底

料，两人相互配合），其他品牌每家一位导购人员。磁器口等其余小品牌未配备导购人员。

川调区域未见除好人家外的其他导购人员。从促销力度上看，天味食品采取买赠的销售

措施，赠送力度较大，桥头及名扬的促销方式为折扣优惠，其他品牌未见促销。 

 

综合而言，天味食品终端费用投放及宣传力度最大，上市公司背书为导购人员的重要推

荐理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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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重庆地区某永辉超市火锅底料销售情况 

 

资料来源：草根调研，国盛证券研究所 

 

3、突围之道：B 端看产品+服务，C 端看营销+渠道 

由于复合调味料属性特殊以及 B、C 两端需求存在差异，我们认为复合调味料公司在 B、

C 两端的突围之道也不尽相同。我们选取主要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情况进行对比，针对

该问题加以探讨和验证。 

 

从销售费用投放的角度来看，我们选取 B 端、C 端渠道布局的代表公司进行分析，可以

发现千禾味业、天味食品、中炬高新及恒顺醋业等 C 端龙头的销售费用率呈现稳步上升

态势，而颐海国际、日辰股份及安井食品的销售费用率近年来持续下行。另外我们选取

广告宣传及促销费用在销售费用中的占比作在衡量标准之一，可见天味食品销售费用中

广宣及促销费用占比最高，在行业扩容期加速对 C 端市场“跑马圈地”。同时，同样作

为复合调味品代表公司的日辰股份，由于主要以 B 端布局为主，因此广宣及促销费用在

销售费用中的占比远低于同行水平。 

 

图表 13：C 端布局为主的企业销售费用率情况  图表 14：B 端布局为主的企业销售费用率情况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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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5：广宣及促销费用在整体销售费用中的占比  图表 16：中炬高新广告费用在销售费用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注：安井食品统计口径中包含进场
费）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注：中炬高新促销费用披露口径有变
更，在此仅计算广告费用在销售费用中的占比） 

 

从研发费用投入的角度来看，日辰股份作为定制餐调的代表企业，其研发人员占比及研

发费用率均在同行中处于高位。日辰股份通过不断进行新品研发，为餐饮客户开发新口

味，从而创造餐饮渠道客户开拓的可能性。（注：在日辰股份的定制餐调运作模式中，研

发团队中一部分成员充当销售的角色，与餐饮企业对接，提供服务） 

 

图表 17：各公司研发人员占比对比  图表 18：各公司研发费用率情况对比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从渠道角度来看，C 端布局较多的企业将更为重视渠道网络的建设，从而增强消费者触

达。同时，B 端布局为主的企业在往 C 端转移过程中，通常也会伴随着经销商数量的快

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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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9：食品饮料行业各公司经销商数量变动对比（个）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盛证券研究所 

 

综上，我们认为对于复合调味料企业而言，以研发为基础的产品多元化发展是基础，为

餐饮提供新口味开发服务是切入 B 端的重要手段，同时品牌营销及渠道建设是扩大 C 端

市占率的核心途径。 

 

4、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下行风险；行业竞争加剧；原材料价格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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