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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诉不正当竞争 两大外卖巨头双双被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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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上市价格突破1300元 谁在炒茅台1935 前8月邮政业务总量同比增三成

北京商报2021.9.14

尚未上市就被炒作

瓶型颀长，瓶身以红色为主，下半截配以金

色底纹，连瓶盖都是金光闪闪，夺目异常，这就

是在酱酒江湖传说已久的茅台1935。这位新入

场的茅台家族新成员迅速引起业内外人士热

议，口感如何、何时发售、售价多少，当然，大部

分人更在乎最后一点。

虽然产品尚未上市，但在百度百科已然可

以搜到相关名词解释，甚至都有人在百度知道

提问：“茅台1935多少钱一瓶？这酒多吗？”值得

注意的是，尚未有官方定价，其售价就已经炒至

1300元/瓶。

定价众说纷纭，从事酱酒生意相关人士称

茅台1935官方定价780元/ 瓶；有股民在股吧

称其出厂价899元/ 瓶，不过已经卖到了1399

元/ 瓶；还有人说出厂价800元/ 瓶左右，零售价

1500元/ 瓶左右……业内外人士对其价格讨论

火热，但贵州茅台官方尚未出面给出定论。北京

商报记者就此致电贵州茅台官方，但截至发稿，

对方尚未予以回应。

9月13日，北京商报记者走访直营店、烟

酒店，想对茅台1935一探究竟。直营店酒商

老王向记者透露道，“虽然已经接到通知有这

款产品，但由于地域不同，且尚未到货，茅台

1935还没有相关定价。不要太过关注网上的传

说，其售价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一切还是要

以最终实际为准，不要急，再等等看”。烟酒店

小李却对记者表示，“能拿到货，不过要加钱，

1300多”。

无独有偶，上一个还没公布官方定价就

被炒得飞起的是新品“香溢五洲”，又被网友

称为“蒂芙尼蓝”茅台，尚未上市就被炒到了

5500元 / 瓶，后又有酒商称价格已被炒至

6500元/ 瓶，至今其官方售价都尚未公布。在

各大电商渠道中搜索“香溢五洲”，查到其售

价在7500-8500元/瓶。

千元价格带存空白

即使尚未公布官方价格，但只要一推出新

品售价便被炒得飞起已成茅台常态。纵观贵州

茅台旗下全部产品，300-900元/瓶价格带中有

茅台王子酒、茅台迎宾酒、汉酱等产品，飞天茅

台则牢牢掌握超高端白酒价格带稳扎稳打，然

而在这二者中间价格，即千元价格却存在着明

显空白。

有业内人士指出 ，贵州茅台此时推出茅台

1935新品，定价应在千元左右，上有飞天茅台，

下有茅台酱酒系列酒，成为二者之间的桥梁。同

时，茅台1935上市一方面丰富茅台子品牌，扩大

市场优质产品销售量；另一方面，也是在下半年

销售旺季来临前，增加一个新品类供给，来缓解

高端市场紧缺的状态。

随着“酱酒热”持续升温，酱酒需求热、消费

者群体进一步扩大成为各大企业考虑应对的问

题之一。数据显示，2020年酱酒市场规模达1550

亿元，同比增长14%，占行业营收26%，超越清香

型成为我国第二大白酒香型。2017-2020年酱

酒行业整体增速为17.3%，明显高于白酒行业整

体平均增速(1.3%)。

在此背景下，各大企业纷纷发力布局高

端化白酒产品建设，2019年今世缘发布新品

国缘V9，布局2000元价格带高端酱香白酒；

舍得酒业2018年发布吞之乎超高端酱香白酒

产品……贵州茅台完善其价格带行为则显得

理所应当。待茅台1935上市后，无论是百元价

格带还是千元价格带甚至更高价格，茅台均

有产品以布局。

终端价格难抑

对于贵州茅台来说，从来不缺追捧者，而对

于茅台新品来说，也从不缺炒作者。

截至今日，距茅台1935产品于8月23日首次

正式亮相仅有20余天，终端市场关于茅台1935的

官方消息少得可怜。据茅台1935首次亮相“茅台

时空”中介绍，茅台1935刚完成小批量试产，正进

入量产阶段，不久将会出现在终端市场。

新品尚未上市，连定价都未透露，这场炒作

背后，是谁在获益？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指出，茅台1935作

为茅台新品，受到茅台品牌价值热度外溢。包括

经销商在内，市场视茅台新品为可以投机的增

值品，于是纷涌而至炒价格。在这一过程中，谁

进行了炒作行为，谁便是获利者。

虽然贵州茅台持续扩大直营渠道，加大终

端市场放量，不断进行终端抑价措施，但显然，

茅台部分产品终端价格仍在飞起状态中无法按

下“暂停键”。以53度500ml飞天茅台为例，其终

端市场价格自今年1月2350元/瓶已经涨至中秋

节前3000元/瓶，并持续飞涨，2021年飞天茅台

原箱甚至已经增至3850元/瓶。

沈萌还指出，白酒流通环节出现明显价格

泡沫，助长了投机风气，加上有关部门对一些行

业企业的严格管控，导致二级市场风声鹤唳。

一时之间，买卖茅台产品行为如同股市间

的投机行为，一举一动都存在着“机遇”与危险。

而茅台1935真面目究竟如何，还是要听酒商建

议，按下好奇心等待官方公布，稍等一下。

北京商报记者赵述评实习记者王傲

9月13日，一则《贵州茅台专家交流纪要》引起业内外人士热议，纪要中涉及茅台或

将提价的消息。但贵州茅台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茅台未召开此类会议，该

新闻不实。茅台或许没有提价想法，但新品茅台1935尚未上市价格就被炒得飞起却是

真事。记者走访茅台直营店、烟酒店等购买渠道了解到，虽尚未上市，但其价格已炒至

1300元/瓶左右。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指出，茅台如今除了酒本身的属性之外，还增加了金融

属性。当品牌具有很强的金融属性时，任何一个新品上市都会被炒作。还有业内人士分析

指出，茅台1935定价应在千元左右，作为飞天茅台与酱香系列酒之间的“承上启下”产品。

美团败诉，判赔100万

据报道，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期作出

最新判决，要求美团立即停止涉案互联网不

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原告饿了么经济损失

及合理开支100万元。随着我国反垄断力度不

断升级，今年以来美团已三次因为不正当竞

争问题败诉。

据了解，饿了么方面表示，本案是在部分

商户证明美团向其提出“二选一”要求后，饿

了么直接对美团提起的不正当竞争诉讼。

在商户配合下，饿了么通过访谈等方式

自行完成取证工作，包括通过实地测试、比对

经营数据等多种方式形成证据链，证明美团

实施了改变配送范围、降低商户曝光率、回收

优惠活动三项行为。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美团对跨平

台商户采取的改变配送范围、降低商户曝光

率、回收优惠活动等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让美

团平台的商户只与其独家合作，这会影响商

户入驻饿了么平台以及饿了么平台商户的流

失，导致商户丧失了在饿了么平台的交易机

会，消费者丧失了从多平台获得产品和服务

的渠道及机会。

8月30日，美团曾在业绩公告中宣布，由

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反垄断调查，美

团现阶段尚无法预测相关调查情况与结果，

可能被要求改变商业管理或被处以高额罚

款。另外，市场监督总局同日发布公告，对美

团收购摩拜未依法申报开展调查工作。

饿了么被罚款8万元

在美团向饿了么赔偿100万元经济损失

的同时，饿了么也面临着同样的“不正当竞

争”指责。

近日，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饿

了么不正当竞争行为作出判决。法院认定，饿

了么强迫商户“二选一”，遭拒后饿了么登录

商户账号强制关闭其店铺，判定饿了么赔偿

美团经济损失80000元。

针对饿了么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天长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行政处罚认定书。认定

书指出，饿了么要求商家只能选择饿了么一

个外卖平台进行网络销售，已经在饿了么上

线的商家不能同时选择其他平台。

据天长市拾诚餐饮店负责人称，在上线

美团后，饿了么业务员找过来威胁下线，如果

不从美团下线，就要缩小配送范围，最终该商

家在饿了么的配送范围被多次缩小，配送费

也从最初的每单4元提高到每单9元。

事实上，早在今年4月7日，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也曾对饿了么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作出

判决。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上海拉扎斯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以下简称“温

州饿了么”)强迫商户“二选一”，遭拒后关闭

其店铺，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令其赔偿北京

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美团外卖)经济损失

80000元。

判决书显示，2019年5月15日，温州饿了

么工作人员李斌斌前往宇宸小吃店要求关闭

美团外卖平台的业务，并承诺给予一定补贴和

曝光度。店主朱某某表示不同意后，当晚22时

48分，饿了么关闭了宇宸小吃店的线上店铺。

对此，温州市中院认为，温州饿了么员工

要求涉案商户关闭其在美团外卖平台上的网

络店铺，强迫其与饿了么平台签订独家合作协

议，遭拒后登录商户账号关闭其在饿了么平台

上的店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观恶意明显，

损害了商户的商业利益，使消费者的选择权严

重受限，严重妨碍、破坏美团外卖等其他外卖

平台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服务的正常运行。

反垄断执法收紧

美团和饿了么同为餐饮平台和外卖行业

的巨头企业，近年来，为了争夺更多商家入

驻，两家公司都出现过不正当竞争操作。最常

见的就是强迫商家“二选一”的操作，早在

2016年，美团为了推广线上业务，以及保证自

己能够获得全部利益，规定入驻美团平台的

商家如果与其他相同性质的外卖平台合作，

就强制关闭该商家在美团平台上的店铺。

报道显示，今年以来，美团已经三次因为

不正当竞争问题败诉。此前，今年2月份和今

年3月份，美团分别于金华和淮安因“二选一”

被判赔偿饿了么100万元及35.2万元。

事实上，今年以来，我国在加强反垄断和

反不正当竞争方面，监管和执法越来越严格。

今年4月13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

办、税务总局召开了互联网平台企业行政指

导会，要求平台对强迫商家进行“二选一”等

问题进行全面自查、彻底整改。包括百度、京

东、美团、新浪微博在内的20多家企业公布了

《依法合规经营承诺》。

在9月6日国新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工介绍，国家

和相关部门两次修订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推动出台《电子商务法》，加快修订《反垄断

法》，制定《经营者集中审查暂行规定》《网络

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9部规章，发布《关于平

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经营者反垄断合

规指南》等6部指南，加快制定《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实施条例》，基本建立起了由多部法律、

法规、规章和指南构成，覆盖线上线下、日趋

系统完备的竞争法律规则体系。

地方相应政策体系、执法工作也在不断

完善。9月8日，北京市发布《北京市“十四五”

时期优化营商环境规划》，就明确要求健全以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和反垄断执法为核心的市

场运行维护机制，深化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

改革，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饿了么和美团双方之间关于不正当竞争

的互诉持续已久，并多次被罚。更明确的行业

规则和自律措施正亟待出台和完善。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美团和饿了么作为互联网外卖行业两大巨头，多年来通过“二选一”暗暗较劲的“狭

路之争”，最终落得个两败俱伤。9月13日，同样因为涉嫌不正当竞争，美团被判赔100万

元和饿了么被罚款8万元的消息相继传出，在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律体系日益完善、

监督执法愈发严格的当下，像是巧合又像是必然。

9月13日，国家邮政局公布2021年8

月邮政行业运行情况。1-8月，邮政行业

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

业收入)累计完成8165.4亿元，同比增长

20.1%；业务总量累计完成8624.9亿元，

同比增长31.1%。8月份，全行业业务收入

完成1020.1亿元，同比增长15%；业务总

量完成1111.1亿元，同比增长21.9%。

1-8月，邮政服务业务总量累计完

成1380.7亿元，同比增长6.5%；邮政寄

递服务业务量累计完成172.7亿件，同

比增长2.3%；邮政寄递服务业务收入累

计完成251.1亿元，同比下降7.9%。

8月份，邮政服务业务总量完成

151.5亿元，同比增长15.1%；邮政寄递

服务业务量完成22.6亿件，同比增长

9.3%；邮政寄递服务业务收入完成30亿

元，同比增长8.8%。

在邮政行业业务量不断增长的同

时，其服务质量和寄递水平也在相应提

高。近日，“邮政是不是哪都能送”的话题

登上微博热搜，引起广泛讨论。而在此之

前的9月1日，中国邮政在微博宣布，正式

推出快递包裹“村邮达”服务，并面向乡

村收件人承诺拒绝二次收费；收件人地

址在建制村的，确保投递到村。只要邮政

快递包裹电子面单上含有“快递包裹-

村邮达”标识的，均享受此项服务。目前，

“村邮达”服务已经在中国旗下邮乐网平

台上线，并将逐步扩大合作范围。

快递方面，数据显示，1-8月，全国

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673.2亿

件，同比增长40.1%；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6509.4亿元，同比增长23.4%。其中，同

城业务量累计完成88.6亿件，同比增长

14.5%；异地业务量累计完成570.4亿

件，同比增长45.4%；国际/ 港澳台业务

量累计完成14.1亿件，同比增长29.4%。

8月份，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

完成89.9亿件，同比增长24.3%；业务收

入完成840.1亿元，同比增长15.5%。

1-8月，同城、异地、国际/港澳台快

递业务量分别占全部快递业务量的

13.2%、84.7%和2.1%；业务收入分别占

全部快递收入的8.1%、50.6%和12.4%。

与去年同期相比，同城快递业务量的比

重下降2.9个百分点，异地快递业务量

的比重上升3.1个百分点，国际/港澳台

业务量的比重下降0.2个百分点。

1-8月，东、中、西部地区快递业务

量比重分别为78.5%、14.2%和7.3%，业

务收入比重分别为78.4%、12.7%和

8.9%。与去年同期相比，东部地区快递

业务量比重下降1.4个百分点，快递业

务收入比重下降1.5个百分点；中部地

区快递业务量比重上升1.4个百分点，

快递业务收入比重上升1.1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比重基本持平，快

递业务收入比重上升0.4个百分点。

国家邮政局近日发布的2021年8月

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显示，2021年

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357.4，同比

提高9.2%。其中，发展规模指数为

346.4，增幅达22.1%，持续保持中高速

发展态势。

针对邮政快递行业快速增长态势，

在国家邮政局于7月13日召开的2021

年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邮

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业务研究三部副主

任王岳含介绍，快递行业能够实现快速

增长，得益于若干因素推动。例如，寄递

网络由下乡向进村迈进。今年以来，国

家邮政局在乡镇网点覆盖率达98%的

基础上，深入开展“快递进村”工程，加

速城乡流通；同时，寄递服务由传统电

商向全领域拓展，快递企业为直播电商

多频小高峰提供有力支撑，为疫苗寄递

提供综合解决方案，为社区团购提供更

多服务选择。此外，生鲜服务方案优化

升级，上半年农村快递业务量增速比城

市高10个百分点以上。

王岳含指出，下半年，消费需求仍

趋旺盛，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行业环境

日趋向好，行业完全有能力完成年初设

定的快递业务量955亿件的目标。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美团、饿了么

互诉“不正当竞争”情况一览

2021年2月、3月

美团分别于金华

和淮安因“二选

一”被判赔偿饿

了么100万元及

35.2万元

4月7日 9月13日9月13日

有消息称，安徽省滁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定，

饿了么赔偿美团经济损

失80000元

有消息称，青岛市中级人

民法院判决，要求美团赔

偿原告饿了么经济损失

及合理开支100万元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认定，温州饿了么

强迫商户“二选一”，

令其赔偿美团外卖

经济损失80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