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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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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一沟通

■电话会议

参与单位

及人员
264 家机构 336 名参与人员（详见附件《与会人员清单》）

时间 2020 年 4 月 28 日

接待人员

董事长：杨红春 总经理：杨银芬

董事会秘书：徐然 财务负责人：江慧

产品研发负责人：凌均建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

公司就2019年度及2020年第一季度业绩情况及年度报告的相关内容做了介

绍。

主要互动问答部分

1、一季报超预期体现了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为什么在疫情中有这么大的抗

风险能力？

疫情发生之后，公司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主要有：

第一、多方协调资源购买防护消毒用品，保障所有门店员工全部佩戴口罩上

班。开放社区店营业以保障春节食品供应，同时适当缩短门店营业时间；

第二、用春节前的提前备货保障湖北省内门店供给。针对省外门店供给，在

春节期间调整物流路线，规划由西南仓、华南仓覆盖配送；

第三、加强线下门店同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沟通合作，同时加紧探索与

部署无接触式配送；

第四、将各个分仓货物调往天猫、京东等平台仓库。保障消费者在各电商平



台购买商品可正常发货；

第五、在传统电商业务之外，利用往年积累的社群微信资源进行集中释放和

裂变；

第六、疫情可能会提高消费者对零食健康、安全的需求，公司的高端零食战

略正好满足消费者对产品更加营养、健康的需求；

第七、团队组织能力强，在物流员工无法及时到岗的情况下，积极组织调动

职能员工协助处理线上订单积压。

2、公司对高端定位的思考？

公司坚信用户价值是品牌存在的理由，认为只有高端零食才是良品铺子的未

来，这是符合消费者升级需求，同时也符合我们公司的基因的。创业以来公司始

终坚持品质第一、其他第二，高端零食战略会让我们不断提升公司的产品价值、

用户体验，在市场中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围绕高端零食战略，公司进行全面布

局，包含产品升级、体验升级、做社交内容传播等内容，以及根据不同品类、不

同产品、不同供给关系制定不同的产品及营销策略。

3、如何看待短视频、直播、内容营销趋势？

社交流量的崛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直播短视频的兴起，解决了消费者

很多的痛点，它更加直观、可以与观众实时互动，同时社交流量具备粉丝天然的

信任感。

良品铺子一直以来非常重视新兴社交营销活动，公司的星空棒棒糖等产品都

具备这方面的属性。公司正在对社交营销进行布局，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内容：对

内容进行布局、深化社交运营、全渠道流量经营。

4、产品研发的方向和进展？

公司搭建了完整的研发体系，实现了端到端的打通，根据产品研发思路，基

于消费者需求及市场洞察，围绕高端零食，对产品进行升级研发，形成差异化，

提升产品力。目前聚焦于技术驱动产品创新、新一代蛋白质零食、药食同源零食、

细分人群零食、增强免疫力的零食等方向的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

2019年，公司启动了以中温灭菌、酶切及湿法剪切、生物抗氧化等关键产

品技术的研究和升级工作，并计划在肉类、素食、海味、植物基饮料、坚果、炒

货等品类推广应用。肉类、素食和海味零食的灭菌温度通常在 121度左右，属于



高温灭菌，中温指的是 90-110度范围，中温灭菌让产品更加健康营养和新鲜，

口感更好，公司研发出自有的配方及工艺实现了中温灭菌技术的落地；此外，公

司在儿童零食研发上，根据儿童成长过程中的营养需求设计科学的产品开发技术

路线，例如 0反式脂肪酸、0 蔗糖、0 防腐剂、0合成色素等，同时也注重儿童

阶段的功能性需求，例如益智、增高、护眼等。

利用技术、新型加工工具设施和设备是生产高端产品的能力资源支撑，公司

产品升级路线包括：①产品使用更高的原料、辅料标准；②产品具备健康营养属

性，如低糖、低热量、低盐，高膳食纤维等；③更满足细分人群特定营养健康需

求及特定场景的产品组合。

5、线上线下渠道在诸多方面有经营差异，怎么去协调解决？

线上线下都是以用户为中心，重点关注四个方面：产品、价格和价值问题、

和消费者的信息传达及沟通、交付体验。线上与线下经营差异的协调方法是：

线上核心突破三个方面：（1）进行全域营销；（2）进行精准营销，提升投

入产出比；（3）进行价值内容的营销；

线下的核心突破要点是提升单店运营能力。



附件 1《与会人员清单》

机构名称 姓名 机构名称 姓名

爱建证券自营 葛广晟 上海泾溪投资 韩宇

安信国际证券 曹莹 上海景熙资产 孟畅

安信基金 陈振宇 上海名禹资管 刘宝军

安信证券 徐哲琪 上海帕米尔信息 沈嘉雯

安域资管 刘风华 上海融湖投资 黄艳秋

安中投资 王燕 上海尚雅投资 方美玲

百川投资 张嘉玫 上海深积资管 张志杰

榜样投资 赵梦远 上海彤源投资 杨霞

宝盈基金 葛俊杰 上海汐泰投资 程浩然

北京彼立弗投资 白南 上海希瓦资产 胡周

北京高信百诺投资 闫树仁 上海兴聚投资 白铂、金明进

北京神农投资 赵晚嘉 上海雪石资管 李希

北京市真鑫资管 于鑫 上海至璞投资 毛卫文

北京颐和久富投资 罗云涛 上海至璞资管 于逸凡

博道基金 陈磊 申港证券 陈曦、陈曦

博鸿投资
叶秉喜、张其羽、李勇喜、

罗丽
申万宏源 吕昌、王铄

博远基金 李慧杰 申万研究所 周缘

渤海证券 刘瑀、杨旭 申万宏源 赵玥

财通基金 童若凡 深圳和聚投资 吴文峰

财通证券 毕晓静 深圳金豆投资 陈先明

呈瑞投资 毛琳 深圳鹏万投资 唐琴

川财证券 欧阳宇剑 深圳榕树投资 许群英

淳富投资 刘雪芹 深圳瑞泰资产 侯丽科

大藏资产 王珺杰 深圳三略资产管理 苏璇

大成基金 魏庆国、谢譞璇、齐炜中深圳市红筹投资 崔新宇

丹羿投资 张昭丞 深圳市金广资管 李芳如

德邦基金 王立晟 深圳市九霄投资 陈帅

东方阿尔法基金 叶枭 深圳市领骥资本 尤加颖

东莞证券 黄秀瑜
深圳市前海禾丰正则

资管
汪亚

东海证券 周元 深圳市新高投资 张建根

东吴证券 宗旭豪 深圳市裕晋投资 陈鑫

东亚前海证券 严靓 深圳市中道投资 吴沂卿

敦和资管 汤晨晨 深圳翼虎投资 熊丝纬

方圆基金 Lucy lu 世诚投资 朱虹旭

方正证券 刘洁铭、杨济舟、黄鹏 首誉光控 郑毅

枫瑞资产 吴蕊 顺沣资管 邓永明

复星保德信人寿 朱怡琳 太平基金 肖婵



机构名称 姓名 机构名称 姓名

富国基金 张冰灵、王园园 太平洋证券 李鑫鑫

高盛 温淑涵 太平洋资管 李卓

高毅资产 张珈玮 太平资产 孙宛、Jessie Guo

格林基金 刘思敏 泰达宏利基金 鲍强

观富资管 王达、唐天 泰康资产 郭晓燕、王成

光大永明资产 王申璐 泰旸资产 王佳琦

光大证券 叶倩瑜、陈彦彤 天风证券
于嘉馨、刘章明、

王泽华

广东汇谷投资 杨扬 天弘基金 张婧

广东钜洲投资 李伟驰 通用技术集团 李惟佳

广发基金 李巍 同犇投资 刘慧萍

广发信德 李冰 万和证券 赵维卿

广发证券 洪涛、王文丹、童若琰 万家基金 王佳卉

广发资管 王先伟、高峰 武汉圣时鑫科技 赵伟

广州金控 马莉安 西安瀑布资管 孙炜明

广州瑞民投资 黄晓坤 西部证券 王慧林、谢知霖

国海证券资管 谢东 西南证券 周可为

国君资管 刘颜 西证国际证券 郑彬彬

国盛证券 沈旸 新华养老保险 卢珊

国寿安保基金 李丹 新时代证券 孙山山、张向伟

国泰君安
訾猛、张睿、秦瑶函、陈

彦辛
新同方投资 刘璐

国泰君安创新投 贾雅楠 鑫然投资 洪晓婷

国泰元鑫资管 秦宇斌 信达证券 杨兆鑫

国投瑞银基金 孙文龙 星石投资 杨英

国信证券 陈梦瑶、郭尉 兴全基金 王志强、童兰

国信证券资管 闵晓平、章耀 兴业基金 张诗悦

国元证券 彭俊霖 兴业证券 林佳雯、赵国防

海通国际 王勇、胡佳璐 兴业资管 刘璐丹

海通证券
唐宇、李宏科、汪立亭、

闻宏伟、高瑜
野村证券 廖欣宇

瀚亚投资 韩依瑾 颐和久富 刘清影

杭州信得宝投资 童军华 易方达 周光远

和泰人寿保险 王志广 银河基金 施文琪

恒安标准人保 汪涵 银华基金 王翔

横琴人寿保险 庞兆涵 永安国富资管 王超

弘毅远方基金 王兴伟 永安期货 童诚婧

泓铭资本 王灿 涌金投资 张原铭

华宸未来基金 独孤南薰、宋宸聿 由榕资产 朱淑仪

华创证券 方振、杨传忻 裕晋投资 石宁

华融证券 易浩宇 誉辉资本 唐宋媛



机构名称 姓名 机构名称 姓名

华泰柏瑞基金 王欣然 源乐晟 戴佳娴

华泰证券 张墨 长城基金 余欢

华泰证券资管 逯海燕 长城证券 黄瑞云

华夏财富 张婷 长江证券

万牧原、张伟欣、

李锦、董思远、陈

亮

华夏基金 王世杰 长江资管 邓莹

华银天夏基金 符旭 长金投资 沈俊驰、陈嘉琪

汇添富 陈潇扬 长盛基金 何思璇、郝征

惠升基金 游懿轩 长信基金 王祺

基石资本 金越 招商证券

丁浙川、于佳琦、

周洁、宁浮洁、杨

勇胜

嘉实基金 华莎、姚爽、谭丽、王力招银理财 张旭欣

建信基金 邱宇航 昭图投资 赵小小

交银施罗德 张程、张龙 浙商基金 赵舜

金建投资 龚嘉斌 浙商证券 刘爽、邓晖

金信基金 许炯东 正心谷资本 龙飞

金鹰基金 李海 至璞资产 王云

进化论资产 李艳杰 中国民生信托 陈远望

景林 钱炳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 徐昊

景林资产 高翔 中国守正基金 Yan Wu

九泰基金 邓茂 中国银河证券 朱艺泓

久富投资 刘顺琦 中加基金 李宁宁

巨杉资管 张朝宁 中金财富证券 胡晶晶

巨杉资产 齐东超 中金公司
刘天雨、吕若晨、

林婧婷、王亦沁

君和资本 王申彦 中科沃土基金 李晓宇、游彤煦

开源证券 丁旺、任浪 中联基金 孟珺峰

宽潭资本 雯妮 中欧基金 金媛媛

坤易投资 郑婷 中欧瑞博 党叶珍

览众资本 邹静圆 中融基金 甘传琦

六禾投资 石嘉婧 中泰证券
房昭强、范劲松、

赵雯

民生加银 李德宝 中天国富证券 冯昕宜

民生加银基金 王亮 中新融创资本 王菊影

民生证券 赵梦秋 中信保诚基金 管嘉琪

摩根资管 胡昀昀 中信保诚人寿资管 万力

南方基金 李想 中信建投证券 史琨、纪宗亚

南京证券 宋芳 中信证券
刘琦、史册、顾训

丁



机构名称 姓名 机构名称 姓名

诺安基金 王晴、耿诺 中银基金 池文丽、蔡国栋

诺德基金 罗世锋、王海亮 中最投资 刚卫文

鹏华基金 孟博 重阳投资 钱新华

鹏扬基金 曹敏、王曦明、赵世宏 紫荆资本 高境蔓

平安基金 李化松
3W FUND MANAGEMENT

LIMITED
丁丹丹、王一诺

平安证券 何沛滨、刘彪、文献 AIA 黄文婧

浦发银行 朱梦颉 aspex management 颜琰

普信资本 冯大为 AZ Investment 刘伟亭

前海人寿 冯新月
Blackrock 貝萊德资

管
Ada Zhang

青岛胤盛资管 郭虹汝
BNP Paribas Asset

Management
Maxwell Yang

融通基金 王璐清、苏林洁 GIC Xiaochun Ni

睿璞投资 王羽晨 Kadensa Capital 王圣予

山西证券 和芳芳、谷茜
Library Group 文渊

资本
Daisy Xu 徐胜佳

山楂树资产 岳路路 Parantoux Capital Gloria lu

善道投资 张磊 Point72 Christina He

善润投资 韩飞
Redgate asset

management
David

上海乘安资管 富元立 RPOWER CAPITAL 劳逸华

上海砥俊资管 王俊元

Springs Capital

(HK) 淡水泉（香港）

投资管理

贾婷婷

上海鼎锋资管 田江

Top Ace Asset

Management 千合资

本

魏维楠

上海东方证券资管 蔡毓伟 Trivest 雨晨

上海丰仓基金 路永光 Ubs Wang zizheng

上海翙鹏投资 夏志平 Willing Capital 马跃

Yulan Capital 陈作佳 WT Asset ManagementRay F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