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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受挫收购遇阻 ST岩石坎坷“饮酒路”
司、收购企业股权，想要分一杯羹的ST岩
石却并没有成功。据ST岩石2019年财报
日前发布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公
·2018年·
显示，ST岩石全年营收1.093亿元，同比下
告称，公司经营范围有所更改，在许可项目
降90.07%；净利润为1246万元，同比下降
内增加酒类经营。此次变更也显示出ST岩石
3
8.1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9.25%
528.68%
1239万元，同比下降35.56%；而新增的白
深耕白酒市场的决心。 据了解，ST岩石早在
酒业务，
销售额仅为517.84万元。在业绩
2018年就已布局白酒市场， 并于2019年成
下滑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深耕白酒市场，
立注册上海军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2019年·
据了解，
ST岩石在白酒销售业务上投入成
军酒”）。但今年6月，备受业内关注的章贡酒
本346.5万元。
业收购案却被宣告终止。一路收购之下却不
对此，ST岩石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
90.07%
38.14%
想“翻车”的ST岩石，也开始在业绩上出现疲
在2
0
19年内开始布局并试水白酒销售业
态。2019财年，ST岩石营收下滑超过九成，
务。为实现向白酒产业转型的战略规划，公
净利下滑近四成。显然，从数据来看，ST岩石
司主动调整、收缩了贸易、融资租赁及商业
的进军之路并不好走。对此，白酒营销专家
保理等业务，并新增了白酒销售业务。因战
蔡学飞指出，利用资本力量收购优质酒业资
略布局及业务结构的调整，导致营业收入
产是业外资本的常规做法，但单纯的资本投
尽调工作进展不及预期，贵酒发展与天音 在意料之中，却不妨碍其向白酒行业传递 方向进行探索，并且为了能更好地配合酒 有所下滑。
资白酒行业已经被证明十分困难，如何在利
业绩的下滑，也使得ST岩石深耕白酒
类业务的展开，ST岩石先是通过收购白酒
控股的交割审计亦没有完成，为充分保护 了上市公司进入行业的声音。
用资本快速做大体量的同时完善企业品牌
销售线上平台来试水白酒销售行业，随后 市场的路越发艰难，为进一步加大白酒行
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故终止本次重
与市场建设、增强市场竞争力、创新营销模
在2019年底，ST岩石注册成立上海军酒， 业布局，ST岩石决定稳妥收购章贡酒业和
大资产重组。待机会成熟时，公司将继续推
分食红利
式才是关键所在。
成为ST岩石专注于白酒销售的全资子公 长江实业，来加快自己进军白酒的步伐。
进该项目的重大资本重组。
近年，白酒行业在经历了深度调整后， 司。对于成立全资子公司，ST岩石公开表
欲通过收购的方式进入酒类市场，蔡
据亲近品牌人士透露，对于ST岩石来
说，因尽调工作进展不及预期而停止收购 向市场释放出了极大红利。资本市场和终 示，公司成立上海军酒，是为了能更加深入 学飞对此表示，目前，中国白酒正进入快速
章贡酒业并非坏事，ST岩石同时也在接触 端市场的持续利好，也使得外界资本纷纷 白酒市场而进行的战略行为，上海军酒主 整合期，整个白酒产业相对比较原始，资本
深耕白酒
更好的白酒标的公司，章贡酒业相较于酒 入局白酒行业。值得注意的是，ST岩石看 要是独立打造自有品牌的高品质简装白 介入程度不够，因此资本在此时进入投资
7月3日，ST岩石发布关于全资子公司 类市场而言，已经被边缘化。
中的酱酒行业，近年来也一路飘红。据相关 酒。在战略布局方面，上海军酒重点拓展河 的价值比较大。在资本的助力下，白酒市场
完成工商变更公告显示，ST岩石经营范围
整合升级速度会进一步提高，同时产区概
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向ST岩 数据显示，2019年酱酒行业营收1350亿 南、江苏和山东等区域。
有所更改，在许可项目内增加了酒类经营， 石董秘办发去采访提纲，截至发稿，对方并 元，净利润550亿元，双双实现20%以上增
蔡学飞表示，ST岩石布局酒类市场的 念也会得到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变更并非ST岩石为进 未给予回复。
长。而作为酒类行业的领头羊，贵州茅台近 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白酒是近年来资本热
欧阳千里则表示，资本市场上并不缺
军酒行业的首次动作。今年4月，ST岩石拟
蔡学飞则表示，ST岩石停止收购后， 日股价达到1688元/ 股，盘中最高达到 门板块，而且就目前情况来看，拥有产区与 乏ST岩石，缺乏的是成长性不错的酒企、
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贵酒发展所持有 对于本身就处在挤压态势下相对艰难的章 1744.82元/ 股，目前茅台总市值已突破2万 优质产能的企业长期价值不断凸显，ST岩 酒商，所以ST岩石很难成功并购合适的对
的章贡酒业95%股权和长江实业95%股 贡酒业来说，是错失了一次借助资本二次 亿元，高达2.12万亿元，也成功成为A股股 石进入酒类市场，也是进一步盘活企业自 象。换句话说，若是ST岩石复星，估计愿意
权，但在6月，ST岩石发布关于终止重大资 崛起的机会。而对于ST岩石自身来说，也 王。看准酒类市场红利，ST岩石欲通过收 身资产、拓展其业务板块的重要举措。
被其并购的酒企、酒商能排成长龙。ST岩
产重组事项的公告称，公司将终止购买章 不一定是坏事，就目前来看，章贡酒业并不 购等方式进军酒类市场，有意分享更多市
石想要成功进军白酒市场，关键还在于人
贡酒业及长江实业95%的股权。
才，尤其是有全国操盘经验的顶级职业经
是ST岩石一直在重点投入的酱酒板块。 场红利。
难言坦途
对此，ST岩石方面公开表示，受新冠
据北京商报记者了解，ST岩石从2018
理人。
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则进一步指
瞄准酒类市场红利，注册全资子公
肺炎疫情影响，对章贡酒业和长江实业的 出，此次终止收购对于ST岩石而言，或许 年下半年开始，就已在向酒类行业转型的
北京商报记者 刘一博 实习记者 翟枫瑞
2018-2019年ST岩石业绩表现

ST岩石算是和白酒杠上了。ST岩石于

白酒盲盒“太上头”
舍得酒业×《新神魔大陆》点燃年轻BUFF
7月2日，舍得酒业旗下沱牌酒
与《新神魔大陆》手游打造的联名
款——
—“沱牌×神魔大陆” 盲盒系
列新品在京东平台正式上市！这标
志着让年轻人“上瘾”的盲盒也首
现酒业江湖。
据了解， 这是继6月24日舍得
酒业与《神雕侠侣2》发布联名款国
潮小酒后，与完美世界游戏开启的
第二弹跨界合作。从《神雕侠侣2》
到《新神魔大陆》，舍得酒业在游戏
跨界上，找到了一条高效收割年轻
代好感的新路径。

首创白酒盲盒，收割年轻代“
芳心”

据悉，《新神魔大陆》手游是完美世界2020年旗舰
级魔幻大作，还请了知名艺人任达华、陈小春、杨幂作
为代言人。其独创的“编年体大事件”叙事结构、精致
魔幻的美术风以及差异化玩法深受年轻玩家的追捧。
本次跨界，舍得酒业创新性打造“沱牌×神魔大
陆”盲盒系列。盲盒系列共有8款产品，包括血魔款、战
士款、刺客款、法师款、火枪款、牧师款、女神款和终极
BOSS隐藏限量款，消费者只有在开箱后才能知道自
己购买的是哪款产品。此外，每一款产品还内藏专属
的“绝版游戏道具礼包”，这对游戏玩家来说，十分具
有诱惑性。
有行业观察人士表示：
“继与《神雕侠侣2》小试牛刀
后，舍得酒业这次与人气手游《新神魔大陆》首创的盲盒
玩法，不仅是一个品牌在圈粉年轻人上的营销创新，更
是让白酒圈和游戏圈找到了可以实现双向交流的共同
话题，为行业年轻消费群培育提供了更多的思考。”
加速年轻化进程，引领白酒行业发展

据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游戏用户数量在2018年已

超过6亿人，年产值超2100亿元，规模也占全球市场的
1/4，且规模仍在继续扩大。而游戏玩家中，七成年龄
在35岁以下。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酒业营销还尚未在这
个年轻人聚集的2000亿级市场上有所建树。但从《神
雕侠侣2》到《新神魔大陆》，舍得酒业在一周时间内接
连通过高人气手游打破次元壁，可以看出舍得酒业找
到了与年轻代沟通的正确路径。更是通过产品设计和
营销模式上的创新，不断在年轻圈层制造新鲜感和猎
奇感，不仅打造出了品牌年轻化战略的标杆案例，也
为行业开辟了一条圈粉年轻人的“新赛道”。
事实上，游戏跨界只是舍得酒业“年轻化战略”的
冰山一角。仅在上半年，舍得酒业就射出了一连串圈
粉年轻人的“连环箭”。从舍得酿酒生态园上演“近百
名KOL直播秀”，到大笑沱牌在B站、小红书“种草”年
轻人等，舍得酒业不断了解年轻人喜欢的梗，积极拥
抱年轻人热爱的文化，用实力跑出了品牌年轻化的
“加速度”，引领了行业年轻化发展。
综合来看，在品牌年轻化战略的落地执行上，舍
得酒业可以说是一个敢于大胆创新的企业，更是在
不断的尝试中，逐渐摸索出了一套适合自己的年轻
化玩法。未来，舍得酒业还会带来哪些惊喜，值得拭
目以待。

营收11.01亿元
同比增长528.68%

净利2014万元
同比增长9.25%

营收1.093亿元
同比下降90.07%

净利1246万元
同比下降38.14%

获嘉士伯专宠 重庆啤酒能否东山再起
历时七年，重庆啤酒被嘉士伯收购的高光时刻
或将得以兑现。7月9日，重庆啤酒发布公告称，公司
收到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问询函，涉及与嘉士伯、
重庆嘉酿之间的股权转让一事。据悉，重庆啤酒于日
前收获嘉士伯注入的11家优质啤酒厂，其中不乏凯
旋1664等高端品牌和网红品牌乌苏啤酒。但值得关
注的是，重庆啤酒虽然近年业绩瞩目，但是其市场仍
受限。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嘉士伯此时对重庆啤酒
的大笔注资，而且注入的都是较为成熟的品牌和
公司主体，这将有利于重庆啤酒进一步扩大经营
区域。
这一场注资落定重庆啤酒足足等了七年。近日，
重庆啤酒发布重组预案公告称，重庆啤酒拟向嘉士
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以现金购买无任何权利负担
的重庆嘉酿48.58%的股权。同时，重庆啤酒和广州嘉
士伯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将对重庆嘉酿进行增资。增
资完成后，重庆啤酒持有不少于重庆嘉酿51.42%的
股权。此外，重庆嘉酿以现金向嘉士伯啤酒厂购买新
疆啤酒100%的股权、宁夏西夏嘉酿70%的股权，共
涉及11家啤酒厂。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嘉士伯向重庆啤酒注入的
资产分布于新疆、宁夏、云南、广东、华东等地。而细
观这11家啤酒厂，嘉士伯、乐堡、凯旋1664均为高端
啤酒品牌，乌苏、西夏、大理、风花雪月、天目湖等则
均为地方强势品牌。
同时，这几家啤酒品牌的盈利能力也十分可
观。预案显示，2018-2020年前4个月，注入资产营
业收入分别为58.33亿元、72.75亿元及23.79亿元；
未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为4.92亿元、8.06亿元和
5.03亿元。
针对此次交易及后续扩展等问题，重庆啤酒方
面告诉北京商报记者，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中披露的
要素，不但避免了重庆啤酒与嘉士伯双方潜在的同
业竞争问题，保护了中小股东的利益，还将增强重庆
啤酒在中国啤酒市场的竞争实力。
在啤酒营销专家方刚看来，此次增资对于双方
均有利好，资本市场也顺势给予重庆啤酒支持，股价
上涨是肯定的。但此次注资还仅限于并表，而后续是
否会整合渠道、品牌以及产品，还需要看嘉士伯的后
续布局。但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此次嘉士伯的注资对
重庆啤酒品牌影响力提升十分有益。

此次注资的背后也透露出嘉士伯深耕中国市
场并占领高端市场的野心。据悉，嘉士伯于2018年
便斥资5.2亿元在中国市场推广嘉士伯、凯旋1664
以及乐堡等高端品牌。对此，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
朱丹蓬表示，此次注资说明嘉士伯看好中国整体
宏观经济，同时也暴露了嘉士伯在中国高端啤酒
市场的野心。
除了深耕中国市场，素有“西南王”之称的嘉
士伯也不愿甘心“行业第五”的排位。公开资料显
示，2018年，嘉士伯在中国高端及超高端啤酒市场
的份额是4.6%，明显落后于百威亚太、青岛啤酒、
华润啤酒，后三者的市场份额分别达到46.6%、
14.4%和11%。
近年来，国内啤酒巨头的高端布局也动作不
断，此情此景之下，嘉士伯也开始坐不住了。朱丹蓬
指出，嘉士伯后续或将以高端品牌冲击全国市场的
同时稳固高端布局，而重庆啤酒等区域品牌则将完
成“守藩”的任务，固守本土市场根据地。
“重庆啤酒的全国化与否并不是自己做主，而是
嘉士伯说了算。”方刚直言重庆啤酒当下的局面。但
重庆啤酒欲借注资进行区域扩张，该公司在重组预
案中指出，通过此次交易，公司品牌矩阵将会进一步
扩大，强化品牌组合，国际高端品牌与核心区域市场
中独特的本地强势品牌互补。
重庆啤酒扩张的信心还来自于业绩的增长。根
据重庆啤酒2019年财报显示，2018-2019年，公司实
现营收34.7亿元和35.82亿元，归母净利润4.04亿元
和6.57亿元。
对此，朱丹蓬指出，重庆啤酒的全国化布局除了
需要嘉士伯战略，还需渠道等资源支撑。该公司一直
未能全国化，还需要从品牌影响力、产品品质、渠道
运营以及客户资源等方面入手。究其根本，还是重庆
啤酒的实力未能达到全国化目标，没有完整的体系
以及资金链。
北京商报记者 刘一博 魏茹

注销公告
中智通达（北京）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6MA005CU242）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清算组：王中昌、王朋，王中昌为清算组负
责人， 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中智通达（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