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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C 超预期，ANC 提价暂抑销量后续有望爆发    
 
事项：公司发布 2018 年第一季度营运数据报告简报，2018Q1 公司实现收入 21.2 亿元，同增 35.9%，BNC

业务收入 14.3 亿元、同增 48.9%，ANC 业务收入 6.9 亿元、同增 14.9%，经货币调整后同增 20%。 

 

BNC 业务：高端奶粉加速增长，益生菌增长超预期。2018Q1 公司 BNC 业务实现收入 14.3 亿元，同比高增

48.9%。具体来看：1) 奶粉业务，2018 年注册制正式实施后，公司已完成三个系列产品的包装升级、提价以

及发货口径的新老产品替换，而受益于新包装产品上市经销商一次性补货，产品进货略高于终端销售，Q1 合

生元奶粉收入增速达 43.1%，超预期。2) 益生菌方面，得益于益生菌消费者教育的逐步成熟以及公司渠道措

施得力，2018Q1 益生菌业务同比高增 93.8%，去除 2017Q4 益生菌订单延期发货因素，仍维持高速增长。 

 

ANC 业务：提价带来经销商观望情绪，Q1 短期对销量形成一定压制，经货币调整后收入增长稳健，Swisse
中国销售增速亮眼。2018Q1 公司 ANC 业务实现收入 6.9 亿元，同增 14.9%，Swisse 中国近 95%收入在香港

以澳币结算，因此以澳币计价更有意义，经货币调整后 ANC 收入同增 20%。另外，自公司回购中国市场分销

选择权以来，公司持续加大中国区的费用投放，Q1 公司针对天猫、网易考拉、京东等各个电商平台举行大型

Swisse 超级品牌日的营销活动，线上主动销售业务呈现高速增长，根据淘宝网数据，公司 2018Q1 阿里系线

上收入同增 48.9%。综合来看，Swisse 中国销售表现亮眼，收入同增约 93%，占 ANC 业务比从 2017 年底的

不到 30%提升至 32.7%。 

 

未来展望：提价效应支撑双主力持续发力，利息费用下降提升利润弹性。目前公司奶粉及保健品业务提价均已

完成，从 新的出货情况来看，双主业提价均较为成功，预期价效应将于 2018 年 Q2 后逐步释放，支撑公司

双主业收入快速增长。另外，公司目前有 3.25 亿美元银团贷款以及 6 亿美元债券，将分别于 2019 年及 2021

年到期，公司计划对其进行债务置换，以降低公司负债水平，预期 2018 年公司净负债率将降至 1.5 倍，2019

年降至 1-1.5 倍，财务成本将稳步下降，利润弹性逐步显现。 

 

风险因素。食品安全风险，政策风险，行业景气度下降风险。 

 

建议关注。大股东增持彰显信心，2018Q1 双主业发展趋势向好，提价后预期全年收入将维持高速增长，上调

公司 2018-2020 年 eps 预测为 2.28/2.78/3.27 元  (原预测 2.01/2.53/3.12 元，单位人民币 )，同增

56%/22%/18%，由于 2017 年公司“交叉货币掉期”协议因美元贬值产生 1.44 亿非经常损益，调整后 2017 年

eps 为 1.92 元，2018-2020 年同增 21%/22%/18%。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 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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