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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价格震荡 酱酒泡沫再现?

疫情除了对酒业渠道产生影响外，对
飞天茅台终端价格变迁一览
酒水终端价格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近日，
北京商报记者再次走访部分线下终端市场
1499
发现，目前在北京地区茅台市场流通价已
1399
经跌至2100元，而春节前这个价格则在
2400
2700元左右。据北京商报记者调查获知，
2400
造成价格降低的主要原因在于受疫情影响
1800-2000
部分经销商由于压货而导致现金流承压，
2700
以及消费习惯所致。除市场价格下跌外，贵
下跌
州茅台在二级资本市场中出现今年首个最
1600
低收盘价，并一度跌破千元大关。在市场流
2700
通价格及资本市场上受到不同程度震荡，
2150-2300
不得不引发“酱酒热”背后的冷思考。有业
内人士指出，作为酱香型白酒唯一上市公
司，贵州茅台在引发“酱酒热”的同时，也由
于渠道利润逐渐高于厂家利润，导致渠道 各酒类垂直电商平台进行查询。在华致酒 2040-2150元/ 瓶左右。近期经销商已打
泡沫早已出现，并有向资本端发展的趋势。 行电商平台上，53度飞天茅台375ml售价 4-5月配额货款，且陆续到货，由于春节的
为2150元/ 瓶，另外还有其他不同规格的飞 货到目前尚未消化完全，因此短期供给压
天茅台产品。
力将导致批价略微承压。
茅台价格波动
此外，记者还针对目前茅台市场渠道
近日，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北京市场发 价格向烟酒店及经销商方面进行了了解。
渠道库存高企
现，茅台产品市场流通价约在2100-2300 记者致电华远街附近的烟酒店获知，该店
元/ 瓶之间。
然而，纵观2019年底及2020年春节
目前茅台产品货量充足，价格约为2350元/
在北京西城、东城以及朝阳等区线下 瓶。春节后期会出现价格下降情况，但陆续 前期，飞天茅台市场流通价格与目前价
终端商超中，记者均未发现53度飞天茅台 价格也会出现回涨。而在经销商方面，记者 格大相径庭，此前茅台价格一度升至
的身影。
获知，目前市场流通价格约为2100元/ 瓶， 2900元/ 瓶。
在得知商超端目前无法以原价购买 处于价格“低估期”，以目前的形势看并不
缘何飞天茅台的价格在春节后期出现
后，记者便拨通了位于马甸桥东北角茅台 会跌破2000元大关。
断崖式下降?事实上，经销商及部分终端资
大厦内的贵州茅台酒厂驻京办事处北京茅
另外，除正规渠道外，记者以有意购买 金链承压以及面临压货窘境成为导致价格
台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电话询问是否可以预 飞天茅台为由联系了黄牛获知，目前价格 大幅下降的“罪魁祸首”。
据某经销商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由
定，但并未有人接听。
约为2300元/ 瓶。
除在商超渠道以及官方渠道无法通过
对于茅台价格出现下降，川财证券在 于春节后期，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导
原价购买飞天茅台外，北京商报记者登录 研报中表示，茅台在主要城市批价回落至 致部分经销商以及终端现金流受困。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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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大背景之下，飞天茅台价格便呈现“低
谷”。但随着疫情结束，价格或将恢复。
对此，白酒营销专家蔡学飞向北京商
报记者表示，由于一季度库存较高，基本上
没有动销。加之，随着疫情影响，库存过高
导致大量的渠道商压力过大，从而使得很
多经销商以及渠道商退出市场。
事实上，经销商、终端受到压货困扰导
致现金流受阻仅仅是导致目前飞天茅台价
格下降的原因之一。而另外一只控制市场
流通价格的“隐形之手”在于消费者习惯对
产品供求关系的影响。
在询问飞天茅台价格时，有烟酒店店
员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出现价格下降并
不罕见，事实上与往年情况相同，在春节后
将会出现价格低谷情况，主要是因为市场
需求减少。
除烟酒店店员表示产品价格浮动与市
场需求有关外，酒仙网市场部总经理范晋
宇曾向记者表示，由于春节前期是酒类消
费高峰期，随着春节的来临，酒类市场需求
随之会有小幅度下降，这种趋势较为符合
历年来消费习惯规律，因此从一定程度上
而言，受这种消费习惯的影响，导致市场出
现波动情况。
此外，太平洋证券在近日发布的研报
中指出，因处在春节后淡季，同时受到疫情
影响，实际交易减少。
酱酒热背后

近年来，由于茅台市场需求逐渐变得
紧俏，一度引发了酱酒热潮。在“酱酒热”的

第四代品味舍得云上市 按下老酒布局“快进键”
通协会常务副会长刘员表示。
最后是品质价值。品质是老酒价值的核心。
一瓶高端浓香老酒，要历经老酒匠精心酿造、老
窖龄窖池发酵、陶坛陈酿才能成为老酒。以品味
舍得为例，依托独特的“六老”酿造技艺，支撑了
浓香型白酒的品质。

受疫情影响，众多企业纷纷摸索线
上经营模式，破局创新谋求新发展。3月
18日，舍得酒业联合新浪通过线上直播
举行了“品质之上，唯有老酒——
—第四
代品味舍得上市发布会”， 重磅发布全
—第四代品味舍得，打
新战略大单品——
响白酒行业新品云发布“第一枪”，为行

剑指1000亿市场

业发展注入一针强心剂。

第四代品味舍得问世

现场，舍得酒业营销公司总经理何进介
绍，第四代品味舍得不仅是舍得“老酒战略”
全面落地的重要支柱，更是回馈广大消费者
的品质老酒，主要体现在品质、包装、防伪三
大升级上。
品质方面，第四代品味舍得历经宜兴紫砂
陶坛原酒坛储6年以上基酒、15年以上陈酒调味
而成，与第三代相比年份更足，陈香更突出，入
口更顺畅。
包装方面，除打造第四代瓶身专属色外，还
首次在外包装上印制“原酒坛储年份+灌装年
份”双年份标识，让老酒价值更透明、易识别。
“以舍得酒为代表的白酒企业实行酿造和瓶装
时间双标注，是白酒企业严格自律的表现，值得
提倡和鼓励。”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副主
任程劲松评价道。

防伪方面，第四代品味舍得采用爆裂环防
伪瓶盖、隐藏式防伪标记、全破坏式包装盒开
启、专版光刻定位纸等四项国际领先的防伪技
术，为品质保驾护航。
投资催生老酒热

近几年，老酒话题持续火热，在白酒行业
的深度调整与消费升级的驱动下，逐渐扩大市
场规模，成为白酒产业极具竞争潜力的细分市
场。老酒热的出现，很大程度在于其蕴藏的独
特价值。
首先是稀缺价值。数据显示，浓香型白酒占
据约70%的市场，但高端浓香型白酒仅占其中
的0.7%，名酒的陈年老酒更加珍贵，老酒的稀缺
价值得以凸显。
其次是投资价值。“因为老酒需要时间的沉
淀，而且越存越好，越老越稀少。这些性质，使它
可以像古玩一样具有升值的空间。”中国酒类流

2019年，中国酒业协会在历经多年的考
察和研究后制定并发布了年份酒标准，可以
说2019年是中国老酒时代的元年，也是老酒
的破圈之年。因为这一年，舍得酒业开启了
“老酒战略”，提出“舍得酒，每一瓶都是老
酒”的品牌口号，积极推动老酒市场的常态化
发展，将老酒从小众的收藏圈带到更大众的
白酒消费市场。
有机构预测，未来三年老酒价格将不断上
升，预计到2021年，老酒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至1000亿元。舍得酒业营销公司总经理何进表
示，2020年是舍得酒业全面落实“老酒战略”，全
线发力的一年。
据介绍，舍得酒业以第四代品味舍得的上
市为开端，下一步将启动中国老酒爱好者培育
计划，开设舍得老酒学院，培育大量的老酒爱好
者，并培养更多真正懂得品鉴老酒的专业人才，
引领消费者对“老酒即好酒”的认知，进而认同
老酒价值，进一步加快老酒行业标准的建立和
行业共识的达成。

大背景之下，众多酱酒企业纷纷瞄准酱酒
第二股的位置。随着去年习酒宣布退出上
市计划，郎酒、国台、金沙便成为了“种子选
手”，并且也相继给出了计划上市时间。
然而，尽管酱酒企业对二级资本市场
虎视眈眈，但是由于2020年初受到新冠肺
炎影响，白酒股市受到一定程度的震荡。近
日，北京商报记者发现，3月19日，贵州茅台
全天跌1.19%，最后报收996元/ 股，最低跌
至960.1元/ 股。通过翻阅资料发现，去年8
月9日贵州茅台收盘价跌破1000元。
对此，有业内人士指出，与其说“酱酒
热”引发茅台价格上升，不如说是“茅台热”
引发了“酱酒热”。事实上，由于渠道利润逐
渐高于厂家利润，渠道泡沫已经出现。另
外，“酱酒热”进一步带动了更多资本投入
酱酒市场，但部分资本可能并不具备长周
期投资耐力和产业运作经验，因此未来可
能引发资本泡沫。
虽然茅台集团推出诸多措施以缓解市
场供需带来的价格飙升现象，但是中原基
金董事、执行合伙人晋育锋向北京商报记
者表示，目前茅台价格居高不下主要是由
于供需关系失衡所致，但供求关系紧张若
想得到好转，可能将在2022年以后，届时
茅台酒的供应量将达到6万吨以上。
尽管如此，仍有部分业内人士、经销商
以及证券公司看好未来茅台的发展，其中，
中泰证券在研报中指出，茅台当前价格并
未泡沫化，社会库存因老酒市场的“化库存
为消费”而无需过度担心，未来几年保持稳
健增长仍具备确定性。
北京商报记者 刘一博 冯若男

华润中高档啤酒销量增长8.8%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一博 冯若男）3月20日，华润啤酒发布了
《2019年全年业绩》。根据报告显示，华润啤酒2019年全年实现综合
营业额331.9亿元，同比增长4.2%；公司股东应占综合溢利按年大幅
增长34.3%至13.12亿元；未计利息及税项前盈利21.63亿元，同比增
长47.6%。
对于净利增长，华润啤酒方面表示，有关增幅主要是来源于实
施产能优化所产生的固定资产减值亏损比2018年减少；效率提升令
成本节省；自2019年4月29日完成收购喜力中国以来，喜力中国所
作出的贡献；此外还得益于集团自2017年1月1日起生效的新企业
年金计划。
另外，在销量方面，华润啤酒在业绩报告中透露，啤酒销量同比
增长1.3%至约1143.4万千升。受益于品牌重塑战略，产品结构进一
步提升，以及收购喜力中国所带来的贡献，中高档啤酒销量同比增
长8.8%，使整体平均销售价格同比增长2.8%。
事实上，纵观2019年发展，收购喜力啤酒中国区业务后，华润啤
酒在中高端啤酒市场进一步分享红利。根据此次业绩报告显示，受
益于品牌重塑战略，“雪花 Snow”产品结构进一步提升，加上收购
喜力中国的影响，中高档啤酒销量较2018年增长8.8%，使整体平均
销售价格较2018年上升 2.8%。另外，华润啤酒于2019年受收购喜力
中国的影响，使整体销售及分销费用较2018年上升6.4%。
北京商报记者翻阅资料发现，华润啤酒收购喜力中国股份于
2019年4月正式完成交割，此长期战略合作将为华润啤酒在中国高
端啤酒市场发展提供一个重要和战略性的机遇。
根据喜力啤酒2019年年报显示，喜力集团在亚太地区销量增至
311万千升，同比增长7.24%，有机增幅高达11.8%。
对此，有业内人士指出，随着华润啤酒完成对喜力中国股份的
收购，也进一步使得华润啤酒打开了较为广阔的中高端啤酒市场，
为自身业绩的提升增添了助力。啤酒营销专家方刚表示，未来啤酒
市场将进一步倾向于各大巨头，呈现集中化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