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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03 

投资者关

系活动类

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电话会议）  

参与单位

名称及人

员姓名 

具体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姓名见附件。 

时间 2022年 3 月 1日、2022年 3月 4日 

地点 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

姓名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陈俊，证券事务代表杜君 

 

 

 

 

 

 

 

 

 

 

 

 

 

 

主要内容： 

一、公司葵花籽、坚果的采购情况如何？ 

回答：春节前公司葵花籽采购了全年用量的 60%左右，采购成本有所上涨；剩下

的部分会陆续采购，预计年后采购价格和年前相比保持平稳。公司坚果原料的采

购主要来源于海外，包括美国、澳洲、欧洲等。由于海运费的增长以及部分坚果

品种价格增长，未来价格仍有不确定性，对公司坚果成本会有一些影响。由于公

司原料品种较多，个别品种成本增加可能会对公司有一些影响，总体成本还是会

保持平稳。 

二、春节期间坚果礼盒的销售情况？ 

回答：春节期间公司坚果礼盒销售较同期较快增长，坚果礼盒在逐步向三四线城

市、县城渗透，目前渗透率仍不高，未来还有较大空间，公司会加大布局。 

三、每日坚果行业的竞争情况如何？ 

回答：目前来看，由于价格竞争激烈以及消费者对产品品质要求提升，每日坚果

的行业集中度会有所提升，未来竞争格局会有利于头部企业。公司会持续坚持品

质和品牌，不断创新，公司希望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坚果，并且把这样的理念



 

投资者关

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

绍 

 

传递给消费者。 

四、公司坚果原料自产未来的占比大概有多少？ 

回答：公司的参股公司坚果派农业公司在国内进行了部分品类的坚果种植：在广

西种植夏威夷果，目前逐步进入丰产状态，未来会逐步替代进口，原料的成本会

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公司在安徽长丰等地种植了碧根果，碧根果的种植周期稍长，

希望通过学习碧根果的特性，引入国外的一些技术，带动周边农户种植。未来丰

产后预计会替代公司 10-20%坚果的供应量。 

五、坚果乳未来如何发展？ 

回答：目前坚果乳在线下几个城市试销，线上也有销售，同时通过在礼盒中进行

组合赠饮的方式推广，未来公司会对植物蛋白饮料品类的品牌运作和推广做进一

步研究和规划。 

六、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争端会影响公司的成本吗? 

回答：俄罗斯和乌克兰种植的主要是油葵，公司采购的是食葵，目前公司葵花籽

原料基本都来自于国内，包括新疆、内蒙古、甘肃、东北等地区，上述事件对公

司葵花籽的原料采购影响不大。 

七、公司渠道精耕进展情况如何？ 

回答：公司从 2020 年 11月份开始建立营销数字化平台，招募渠道合伙人，拓展

终端，希望将整个终端网点的订单情况都纳入系统。通过该系统可以反映出业务

员线下拜访的轨迹，包括商品动销、促销情况以及门店的维护沟通等情况。目前

有约 12 万个终端已纳入渠道精耕系统，渠道精耕对弱势市场的覆盖，提升渗透

率效果较好。目前该系统在持续优化中，以期提升单店的产出。另外，公司会在

便利店、校园店、社区店等渠道加大布局。公司通过实施渠道精耕、百万终端项

目以及数字化平台搭建，积极推进母婴店、鲜花店、水果店、写字楼、酒店等适

合公司产品的布局，希望未来可以做到公司产品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八、公司线上渠道的发展情况如何？ 

回答：公司线上渠道的毛利率相对较低。从 2020年 11月份开始，公司对线上渠

道的定位进行了调整,将电商定位为公司品牌的传播和品牌战略实现的阵地、主

航道产品的销售渠道、新品的重要孵化平台、全域营销的重要窗口。去年下半年

公司线上业务增速较快，在新渠道方面积极拓展，同时也与外部进行合作。公司

坚持在进一步提升电商产品质量的同时做好销售规模的提升，在线上线下融合的

大方向下，希望有质量的提高线上销售占比及毛利率水平。 

九、公司组织架构变革的效果如何？ 

回答：公司组织架构中将前期的事业部调整为品类中心，将事业部权力下放至每



 

个品类 BU，品类 BU负责人是产品全渠道、全损益的负责人；销售铁军分为国葵

销售铁军和坚果销售铁军等。架构调整后，各销售部门的目标更清晰，品类 BU

与销售 BU 可以自由、充分合作，区域促销方案、品牌传播、定价的决策速度等

会大大提升，能更加灵活、快速地响应渠道变化，提升效率；从内部运营来看，

各品类中心、电商、销售之间协同更好，目前各个渠道的价格协同性也有提升。 

十、公司葵花子和坚果未来如何规划？ 

回答：葵花子方面主要巩固公司在该品类的领导地位，提升产品品质，打造“葵

珍”高端品牌，拓展风味瓜子品类，提升弱势市场以及三四线城市等的下沉，在

覆盖率较高的城市，进行新产品的推广，同时加强对葵花籽营养价值的传播以及

瓜子文化的传播，增加与消费者的互动营销等。坚果品类的目标是未来 2-3 年

把每日坚果细分品类做到市场绝对第一，希望不断提升公司坚果品类的规模以及

市场份额，长期还是希望通过产业链的布局形成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 

附件清单

（如有） 
现场调研和电话会议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姓名 

日期 2022年 3 月 4日 

 

 

 

 

 

 

 

 

 

 

 

 

 

 

 

 

 

 

 

 

 

 

 



 

附件： 

3 月 1 日现场调研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姓名： 

序号 公司名称 姓名 序号 公司名称 姓名 

1 中金公司 武雨欣、沈旸 6 信达澳银基金 何思璇 

2 中泰证券 晏诗雨 7 华西证券 卢周伟、王厚 

3 财通资管 赵雯 8 五地投资 姚梦晓 

4 民生证券 王玲瑶 9 汐泰投资 冯佳安 

5 中银国际证券资管 胡晓航    

3 月 1 日、3 月 4 日电话会议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姓名： 

序号 公司名称 姓名 
序

号 
公司名称 姓名 

1 华创证券 
欧阳予、彭俊霖、华强强、

丁天、范嘉林 
82 兴业证券 

苏铖、林佳雯、施萌予、

魏振禄 

2 农银汇理基金 徐文卉、陈富权 83 磐厚资管 朱维桢 

3 百年保险资管 杨静 84 平安基金 区少萍、周金菲 

4 宝盈基金 诸晓琳 85 平安养老保险 王毅成 

5 北大方正人寿 陆晓菁 86 浦银安盛基金 李俐璇 

6 财通证券 毕晓静 87 前海华信基金 郑澄镕 

7 承周资产 胡冰寒 88 前海珞珈方圆资产 赖欣 

8 大成基金 谢譞璇、李燕宁、敬思源 89 前海人寿保险 吴天歌 

9 安信证券 唐朝、戚友石、姜媌媌 90 融通基金 苏林洁 

10 淡水泉（北京）投资 曹阳、贾婷婷 91 睿泉毅信投资 陈海燕、叶露 

11 德邦证券 项周瑜、刘婧、熊泰来 92 睿亿投资 司丹、王鹭卿、王慧林 

12 东方证券 刘晶晶 93 睿远基金 尹世君、孙瑶月 

13 东方证券资管 孟博 94 三耕资管 杜成就、史江涛 

14 东海证券 杨玲 95 森锦投资 周杨 

15 敦和资产 丁宁 96 沙钢集团 熊展佳 

16 沣沛投资 李爽 97 上海利檀投资 毛志伟、焦明远 

17 复胜资产 周菁 98 上海证券 于杰 

18 富安达基金 李雨桐 99 上银基金 黄璜 

19 富国基金 彭陈晨、方竹静 100 深圳量度资本 罗涛 

20 
歌斐诺宝（上海） 

资管 
陈泽月、于青青 101 深圳市裕晋投资 石宁 

21 工银瑞信基金 朱晨杰 102 世诚投资 周捷、朱虹旭 

22 光大保德信基金 
马鹏飞、王凯、林晓枫、

陈卓钰、詹佳、唐钰蔚 
103 太平洋保险资管 白嘉怡 

23 光大证券资管 房俊 104 太平洋资产管理 李卓 

24 广发基金 廖晋、姜冬青 105 太平养老保险 邱培宇 

25 广发银行 郑少轩 106 太平资产管理 王紫艳 

26 广发证券 王艺豪 107 泰达宏利基金 史佳璐 

27 广州金控资管 黄勇 108 泰康资产 郭嘉熙、卢日欣 

28 国海证券 张燕 109 泰旸资产 刘鹏 

29 国海证券资管 吴正明、李泽明 110 泰陽证券 袁均诚 

30 国弘集团 高鑫龙 111 天治基金 王策源、田环 

31 国金证券 江皓云、李馨凝 112 同犇投资 龚小乐 



 

32 国寿安保基金 季天华 113 彤源投资 张伟欣、谷玺 

33 国泰基金 陆经纬 114 五地投资 俞天甲 

34 国泰君安证券 谢知霖 115 西部利得基金 靳晓婷、温震宇 

35 国投瑞银基金 冯新月 116 西部证券 周密 

36 海富通基金 彭卓、陈晓翔 117 西南证券 刘胤 

37 好奇资产 万雪飞 118 希瓦私募 江美娴 

38 和聚资本 吴文峰 119 新华基金 赵强 

39 红土创新管理 张洋 120 新华资产管理 卢珊 

40 泓澄投资 项洪波 121 信达澳银基金 吴清宇 

41 华宝基金 黄炜 122 信泰人寿保险 云昀、余汉松 

42 华宝基金 胡一江、黄超杰 123 星石投资 蒋京杰 

43 安信证券资管 朱文杰、顾文博 124 兴业基金 钱睿南、姜涵予 

44 华菁证券 柳骁 125 诺德基金 王海亮、姜禄彦 

45 华商基金 常宁 126 兴证全球基金 周文波 

46 华泰柏瑞基金 凌若冰、王欣然 127 兴证证券 邱思佳、吴轩 

47 华泰保兴 赵健 128 雪石资产 周稳 

48 华泰证券 冯潇 129 阳光资产 杨恒宜 

49 华泰资产管理 万静茹、张燕 130 永赢基金 
陆凯琳、胡翔宇、包恺、

晏青 

50 华夏基金 常亚桥、席博慧、王世佳 131 优益增投资管理 高幸盈 

51 华夏久盈资产 孙婉宁 132 友邦人寿保险 姬雨楠 

52 华夏未来资本 张潇筱 133 域秀资管 张志遂 

53 华兴证券 叶思彤 134 圆信永丰基金 陈彦辛 

54 汇丰晋信基金 吴培文、费馨涵 135 源乐晟资产 钱雨欣、戴佳娴 

55 汇添富基金 田立、徐逸舟 136 长城基金 艾抒皓、张捷 

56 惠通基金 刘利钊 137 长江养老保险 何了乙、邓琳 

57 建信保险资产管理 张旭菁 138 长江证券 邓莹 

58 金百镕投资 孟博、刘新 139 长信基金 胡梦承 

59 金广资产 李芳如 140 招商基金 虞秀兰 

60 金友创智资管 陈贞妮、张宇麟 141 招商证券 孙妤 

61 金元证券 陈泓君 142 招银理财 杨鈜毅 

62 进化论资管 吴齐 143 浙商证券 姜守全 

63 景泰利丰投资 刘虓虓 144 浙商证券资管 张晓冬 

64 巨杉（上海）资产 李晓真 145 中国人保资管 汤祺 

65 开源证券 刘坤 146 中国人民养老保险 钱旖昕、高媛媛 

66 凯读资本 肖蒙蒙 147 中宏人寿保险 刘子溢 

67 考铂投资 郝棚哲 148 中略投资 蔡艺玲 

68 宽远资产 刘佳奇 149 中欧瑞博投资管理 宋伟 

69 领久私募基金 张帅 150 中泰证券 郭祎姮 

70 六禾投资 石嘉婧 151 中信保诚基金 宋海娟 

71 龙航资管 颜孝坤 152 中信保诚资产 万力、金炜 

72 弥远投资 简佳 153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 张喆、付竹云 

73 民森投资 刘倩 154 中信建投证券 牛广宇、傅翼宽、朱福建 

74 明河投资 葛天惟 155 中信证券 王亚男 

75 明亚基金 洪学宇 156 中银国际证券 刘航 

76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 苏香 157 中银基金 池文丽、张响东 



 

77 摩根资产 胡芸芸 158 中银三星人寿保险 刘柏彤 

78 奶酪投资基金 潘俊、胡坤超 159 中邮创业基金 孙通通、綦征 

79 南方基金 章晖 160 中原证券 王文利 

80 诺安基金 李新帜、曾广坤、刘鑫 161 逐熹投资 施浩 

81 准锦投资 程乙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