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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国酒业十大“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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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茅台业绩坚挺
中国酒水行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变革

2019年6月27日上午，贵州茅
台股价突破千元大关，市值达1.25
万亿元。随后贵州茅台股价一路
高歌，短时间内突破1100元、1200
元两大关卡。直到2019年末，依然
保持在1200元左右波动。贵州茅
台股价的变迁也引发了业界对于
茅台风险、市场价格以及未来走
向的讨论。在业内人士看来，茅台
的不可复制性，产能的稀缺性，作
为高端礼品、投资品、生活供需用
品等多重属性都导致茅台具有极
强的资本投资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行业标
志性企业的茅台，股价破千也向
白酒板块尤其是酱香酒板块释放
出积极的信号。茅台效应正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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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伴随着消费者消费习惯的变化，中国各
大酒水品类均在各自的市场布局中显现出
不一样的机遇与困局。对白酒行业而言，巨
头企业在经营架构调整上着力颇多， 它们
希望通过变化维持自身优势， 在市场大变
革的背景之下谋求更长远的市场。 区域性
企业则通过上市、品牌打造等多种方式，在
白酒市场谋求更多话语权； 而葡萄酒行业
的整体性下滑， 让业内人士开始思索既有
的经营模式该如何改变； 啤酒巨头进入资
本市场；黄酒企业携手入局高端领域，一系
列新变化似乎都在说明整个行业的大洗牌
势头已初步显现。 北京商报记者通过对白
酒、葡萄酒、啤酒、洋酒、黄酒以及渠道商等

五粮液系列酒公司发力主产品

2019年6月，五粮液宣布将原
宜宾五粮液系列酒品牌营销有限
公司、原宜宾五粮醇品牌营销有
限公司、原宜宾五粮特头曲品牌
营销有限公司整合为一家公司，
统筹管理五粮液系列酒品牌。据
了解，新公司将由五粮液集团公
司副董事长、股份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邹涛出任董事长，原宜宾五
粮液系列酒品牌营销有限公司董
事长徐强任董事，原五粮液股份
公司大区市场总监黄华任董事、
总经理。
在公司整合后，2019年7月，
五粮浓香系列酒公司召开了首次
全员工作大会，明确了五粮浓香
系列酒公司的组织机构与重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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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酱香型白酒板块的发展，拉
高整体的酱香型白酒价格。业界
观点指出，酱香型白酒通过发展
增强了品牌竞争力，能够有助于
竞争壁垒的提升。可以说，两者能
够得到相互促进的作用。
另外，贵州茅台股价突破千
元，不仅意味着茅台作为行业领
军者地位的稳固，同时也能够助
推中国白酒千元价格带的形成。
自此，中国高端白酒市场竞争将进
入白热化阶段。值得一提的是，股
价的高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飞天
茅台依然受到追捧，不过飞天茅台
接下来的价格因受到茅台控价政
策等因素影响，在短期内不会大
幅波动，但依然会保持在高位。

作方向。北京商报记者获悉，五粮
浓香系列酒公司组织机构按照
“总部职能专业化、区域组织扁平
化、市场反应敏捷化、产品定位清
晰化”的原则，共设置13个总部职
能管理部门、15个营销大区、36个
营销办事处。值得注意的是，按照
五粮液集团“十三五”千亿元营收
的目标规划，酒业贡献将从目前
的1/3提高到2/3，达到600亿元。
其中，五粮液达到400亿元，系列
酒达到200亿元。
随着五粮浓香系列酒公司的
整合，未来在产品端能够更为集
中发力主产品，并有利于改善以
往各品牌各自为政，过度消费主
产品等问题。

酱酒“第二股”争夺战现端倪

一直以来，贵州茅台不仅是
中国白酒行业的领先企业，更是
酱酒板块唯一的上市公司。关于
酱酒“第二股”将花落谁家的讨论
与“争夺”，在2019年底随着习酒
的退出显现出白热化的态势。
2019年10月末，在“全国百家媒体
走进世界酱香白酒产业基地核心
区”大型采访活动中，习酒董事长
钟方达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表示，
由于证监会相关规定，同一集团
不能上市两个品牌，因此习酒将
终止上市计划。随着证监会相关
规定再次被提及，习酒曲折上市
路终画上句号。
茅台成员企业习酒退出后，业
界目光再次汇聚在原有几家酱酒
企业中。2019年10月30日，金沙酒
业公布了上市计划时间表，提出

3-5年内完成上市计划；国台酒则
在之前便提出有望在2020年申报
IPO；至于酱酒板块的另一巨头郎
酒，其上市之路在经历了多年的波
折后，也在2019年对外释放出已进
入上市辅导期的消息。
业界在就接下来酱酒“第二
股”争夺战的走向进行展望时指
出，在酱酒领域中，郎酒的规模以
及体量更大，加之又是老名酒，品
牌力较强，是第二个酱酒上市企
业中最为有力的竞争者；除郎酒
外，背靠贵州这棵“大树”作为产
地支撑的国台，也算是酱酒领域
中最为接近IPO上市的企业，然而
国台的上市难度却也随着习酒的
终止上市提升了难度。缺少了习
酒的竞争，国台或将会在2020年
迎来更严苛的审查。

4 兑现军令状 汾酒混改再下一城
2019年12月12日，山西汾酒
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选举李秋喜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
一致；选举谭忠豹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副董事长；经李秋喜董事
长提名，聘任谭忠豹为公司总经
理等人事任命。另外，此次会议还
通过了7项关于收购汾酒集团旗
下部分酒业公司股权、资产及土
地使用权的方案。此前，山西汾酒
曾集中发布了19份公告，对集团
酒类板块相关业务收购，将有利
于理顺产权关系，加强酒业上下
游供应链的掌控力，优化酒类生
产、流通资源，同时减少同业竞争
和关联交易。
另外，据北京商报记者了解，

此次通过的7项关于收购汾酒集
团旗下部分酒业公司股权、资产
及土地使用权的方案，系2019年
11月25日晚间，山西汾酒集中发
布的19份公告中的部分内容。其
中，包括《关于收购山西杏花村汾
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汾青酒厂
100%股权的议案》《关于收购山
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部分资产的议案》等。有相关人士
表示，综合目前山西汾酒的业绩，
以及集中发布19份公告的相关内
容来看，山西汾酒整体上市也越
发明显。若山西汾酒整体上市，对
其整体形象将有所提升，也更有
利于内部的股权分配。加之山西
汾酒收购部分公司后，也将对整
体的协同效应有更好改善。

各板块的标志性事件分别进行梳理， 在勾
勒出酒水行业既有画像的同时， 也显示出
酒水行业在2020年乃至未来数年内的发
展走向：企业品牌打造向高端、次高
端方向持续迈进； 行业进一步向龙
头酒企以及区域性知名酒企集中；
以搭建消费者场景消费为核心
的体验式酒水营销模式成为接
下来酒水行业的发力方向，而
这些内容都正逐步加快酒水行
业的洗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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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醇易主难自救

2019年8月6日，江苏南通综
艺集团（以下简称“综艺集团”）正
式收购贵州醇酒业（以下简称“贵
州醇”），这距离综艺集团董事长
昝圣达率考察团实地参观贵州醇
酒厂仅仅过去了一个月。综艺集
团顺利入主贵州醇，意味着维维
股份终于将贵州醇这一“烫手山
芋”出让了。要知道，七年亏损超
过3亿元的贵州醇，早已让维维
股份不堪重负。
业绩连连亏损，也使得贵州
醇无法得到发展。在业内人士看
来，贵州醇业绩长期低迷的主要
原因在于维维股份对白酒板块
的思路不清晰。其次，作为贵州
醇团队而言，也没有找到一条适
合贵州醇自身的发展路径。但根
源仍在于维维股份对旗下白酒
企业打造运营型还是投资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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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始终动摇没有界定。并且，维
维股份内部对于酒厂的运营模
式和管理模式，始终存在争执和
分歧。
对于贵州醇未来的走向，业
内人士持谨慎看待的态度。一方
面由于业外资本入局白酒产业，
往往因目标不明朗而使得被收购
的白酒企业很难专注于生产，综
艺集团是否与维维股份有所不同
还有待观察。但不排除综艺集团
只是在贵州醇相对价格较低时接
手，依托贵州醇特有资源包装、
整合后，再进行议价并出售，不
会将贵州醇真正做大做强；不
过，由于昝圣达作为洋河股份的
十大股东之一，也是洋河改制
上市成功的关键人物。因此，贵
州醇是否会与洋河有所联系，
是否能扭转劣势也值得期待。

陷经营困局 威龙遭“戴帽”

2019年末，上市不到四年
的威龙葡萄酒正迎来一场大危
机。11月22日威龙葡萄酒发出
停牌公告之后，威龙葡萄酒股
票随即戴上了“ST”的大帽。在
同期发布的风险警示中，威龙
葡萄酒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
珍海也因违反相关章程制度，
擅自以上市公司名义对外提供
担保等事项遭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问询。
据了解，王珍海存在利用职
务便利、违规以企业名义对外担
保并隐瞒相关担保及债务的情
况，违规担保事项累计涉及借款
本金金额25068万元。威龙葡萄
酒方面坦承，违规担保问题出
现，说明企业内部控制在执行方
面是存在重大缺陷的。

不过，当前摆在危机重重的
威龙葡萄酒面前最大的问题，是
因市场萎缩带来的“后继乏力”。
近几年国产葡萄酒整体发展势
头不佳，并且面对着来自进口葡
萄酒的猛烈冲击，而消费者消费
结构的改变，也让国产葡萄酒的
传统渠道严重萎缩。业内人士指
出，尽管问题重重，但进入2020
年，消费者日趋多元化的消费需
求，仍为具备品质的新生产品提
供了很大空间。尤其是随着消费
者逐步摆脱对进口葡萄酒的盲
目“迷恋”，转向理性看待葡萄酒
产品本身，威龙葡萄酒或有凭借
新产品或新营销方式迎来转机
的可能，但接下来需要加速进
行，毕竟留给威龙葡萄酒的时
间，或许真的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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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威亚太赴港IPO仍缺钱

随着2019年9月30日百威亚太
在港交所敲钟，其曲折的上市路也
终告一段落。9月12日，百威英博在
其官网发布公告称，百威亚太（不包
括澳大利亚业务）恢复将少数股权
在香港联交所的上市申请。值得注
意的是，此次招股说明书显示，百威
亚太已剥离澳大利亚地区业务。9
月27日，百威亚太公布招股结果，
每股定价27港元，为招股价范围下
限（介于27-30港元之间），净集资
381.54亿港元。公开发售录超购
2.64倍，国际发售获轻微超购。每手
100股，中签率为100%。摩根大通
和摩根士丹利为联席保荐人。其中，
香港公开发售获轻微超额认购，超
购约3.64倍，最终数目为7258.6万
股发售股份，占全球发售最终可供

认购的发售股份总数约5%。
然而，百威亚太在上市后发布
的首次业绩单却不甚理想。2019年
前三季度，百威亚太实现啤酒总销
量为777.54万升，同比下降2.5%；营
收为53.44亿美元，同比下降1.5%
（内生增长3.1%）。对此，百威亚太称
主要由于中国销量减少，中国夜生
活渠道于2019年三季度表现疲软，
因此导致啤酒总销量下降。
因此，随着百威亚太在港上
市，如今整个国内啤酒高端市场格
局呈现出“多足鼎立”的格局。业内
人士指出，百威亚太的上市，对于
整个啤酒行业而言，意味着高端格
局的变化，并且使得国内高端格局
已逐步形成。在此格局之下，产品
也将逐渐向高端化、集中化发展。

8 保乐力加在华建厂搅动威士忌市场
2019年8月29日，保乐力加集
团宣布中国首家标志性的麦芽威
士忌酒厂正式在四川峨眉山破土
动工，这也是国际烈酒与葡萄酒
集团首次在中国投资兴建威士忌
酒厂。该厂预计将投资10亿元人
民币，占地面积13公顷，计划于
2021年正式投产，并有可能在
2023年正式推出第一批中国麦芽
威士忌。据了解，在产品定位上，
保乐力加亚洲市务部副总裁关容
宜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品牌方面，保乐力加将启用新
品牌，产品定位方面仍有待确认。
但保乐力加在中国经营策略而
言，将很有可能瞄准高端市场。
对于保乐力加而言，中国作为
烈酒消费大国，国内威士忌市场也
较为广阔。根据2020财年一季度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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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显示，保乐力加实现销售额达
到24.83亿欧元，实现有机增长
1.3%，中国市场增长6%；印度市场
增长3%。从数据上不难发现，新一
财年一季度的销售业绩如预期实
现了适度增长，尽管仍面临非常不
确定的外部环境，但可以确认
2020财年的目标，即持续经营业
务利润实现有机增长5%-7%。
未来，保乐力加进入中国市
场后将进一步带动中国市场。保
乐力加以其在全球以及中国的影
响力，将进一步带动其他企业关
注威士忌行业。与此同时，在保乐
力加的带领之下，国内威士忌行
业也将有更多有实力的企业参
与，这不仅对威士忌行业而言，甚
至对整个酒类行业的发展都会有
一定贡献。

古越龙山布局高端谋利待考

众所周知，黄酒近年来面对消
费场景单一、消费市场逐渐缩小等
挑战。因此，今年以来，为打破行业
“天花板”，黄酒各企业纷纷推出中高
端产品，以适应消费市场的升级。
2019年5月，古越龙山推出了对标53
度飞天茅台的新品“国酿1959”（白
玉版），售价高达1959元/瓶，并称要
以“控量+控价”模式进行操作。针
对该产品的销售情况，今年10月古
越龙山相关部门曾表示，“ 国酿
1959”（白玉版）在推出5个月之后，
已经完成了全年任务的70%，即
5600瓶销售量。此外，
“国酿1959”

（青玉版）销售良好，截至目前，已实
现含税销售收入逾380万元。
除黄酒首股外，金枫酒业与
会稽山也纷纷采取行动抢占中高
端消费市场。其中，金枫酒业于今
年主推石库门“锦绣12”和“经典
20”两款高端产品，售价均超百
元，侧重高端商务宴会渠道。会稽
山则推出“大师兰亭”珍藏版、“会
稽山1743”等高端产品。
随着黄酒入局高端市场，在进
一步改善各黄酒品牌产品结构的同
时，也能够进一步扩大黄酒的消费
场景，促进黄酒业绩进一步增长。

10 华致酒行上市引酒业渠道资本思考
2019年1月29日，华致酒行连
锁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致酒行”）在深交所敲钟上市。
与以往的酒企上市有所不同的
是，华致酒行被誉为A股第一家酒
类流通上市公司。
据了解，华致酒行并不是首
次冲刺IPO。2011年，华致酒行曾
提交上市申请，经证监会审核之
后未获通过。随后，华致酒行就管
理和组织架构进行了新的调整，
并依托上游知名酒企以及多个下
游零售渠道的长期合作关系，降
低“关联采购”比重，在终端市场
实现了较快发展。业内人士也认
为，华致酒行此次能够突出重围
成功上市，得益于华致酒行建立

的覆盖全国、扁平化、高效率的直
供网络。更重要的是，酒类流通渠
道价值正得到资本市场认可，对
于企业自身和行业发展都具有积
极意义。
华致酒行上市在业界看来是
一件颇具指标性的事件，它意味
着中国名酒市场的兴盛接下来将
进一步推动知名酒企强势复苏，而
作为酒业整体供应链的重要环节，
酒业流通市场也将在2020年迎来
新一轮加速成长期，优势流通企业
的市场集中度也在逐步提高。事实
上，不仅是华致酒行，其他的一些
10亿元规模以上的经销商都在增
长，市场未来的前景整体向好。
北京商报记者 薛晨 冯若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