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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A股一泄千里，喜

气洋洋的白酒板块大跌。作为蓝

筹重镇的茅台，盘中大跌9%。由

此引出股市最热门的三大问题：

茅台下跌、马云套现、中芯国际回

归。

有人说，茅台股价大跌，A股

剧烈震荡，罪魁是巨无霸中芯国

际回归科创板。中芯国际首日收

盘上涨202%，成交额480亿元，总

市值高达 6100 亿元。就在同一

天，中芯国际港股大跌22%，带累

A股半导体板块整体走低。这让

人联想到中石油 A 股上市盛况。

13年前，中石油A股上市第一天，

股价攀升到每股48.62元，市值突

破万亿美元，成为全球首家登顶

万亿美元市值的公司，可惜，上市

即巅峰，昔日王者如今落寞不

堪。那么，中芯国际不会成为下

一个中石油？从本质上说，中芯

国际更像京东方，而不是中石油。

2007 年全球市场热到发烫，

2008年年中爆发全球金融危机。

股市因为货币而癫狂，中石油不

是股市疯狂的源头，但中石油回

归 A 股，是当时疯狂市场的一个

象征。细想想，为什么中石油在

香港上市、在纽交所发行存托凭

证，当地市场波澜不惊？2000年

4月7日，中石油在香港联合交易

所上市，当月，恒生指数略有下

跌，一直到 2003 年，恒生指数上

涨，这主要是受科技股泡沫破裂

影响。此前一天，美国当地时间4

月 6 日，中国石油股票在纽约证

券交易所开始挂牌交易，对美国

股市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从月 K 线看，上证综指从

2019 年 2 月升高到一个新水位，

此后一直在狭窄的区间内震荡。

今年7月，有了一些疯狂的苗头，

被毫不犹豫地打压。7 月 17 日，

上证指数延续 14 日以来的萎靡

走势，反弹乏力，收于 3210 点附

近。经历连续近 10 个交易日的

快牛行情后，上证指数在3400点

上方多空撕扯。在此情形下，中

芯国际不可能成为市场怪兽，不

可能成为股民的噩梦。也有人

说，IPO 融资量大，导致茅台下

跌。其实，贵州茅台和白酒股股

价大跌的真正原因，是被敲打了。

7 月 15 日，《人民日报》发表

的《变味的茅台，谁在买单？》，直

接点上了茅台的鼻子。文章指

出，从大老虎到小苍蝇，茅台酒频

频现身，成为官场腐败的“硬通

货”，凭什么？凭的是茅台的面

子、价值、位子，把茅台跟腐败做

了一个间接勾连。文章最后说，

酒本无罪，人之过也。无论是贵

州茅台、西藏虫草、新疆和田玉还

是其他名贵的特产，都要让商品

价值回归市场，不再成为权力的

供品，这也是对党员干部最大的

保护。

市场瞬间恐慌，第二天开盘3

分钟，贵州茅台暴跌 6%，敲打的

作用立竿见影。这么多年过去，

能够跟房地产一样成为抵押品

的，只有一只白酒股，金融、能源、

高科技这些被扶持了多年的公

司，成长性和责任感在哪里？中

国经济的未来靠什么？今年，茅

台总市值超过了 2 万亿元，3 月，

突破 1100 元的堡垒之后一路向

上，最高涨到了 1787 元，已影响

高科技布局，怎么办？敲打。我

们市场经济发展了40年，难道就

没有别的更好、更市场化的敲打

办法了吗？在这方面，有关方面

和贵州省可以向马云学学。

7 月 16 日传出消息，阿里巴

巴创始人马云减持阿里健康，套

现35亿元，在阿里健康的持股从

33.49%降至32.30%。7月18日中

午 11 点，阿里健康辟谣，阿里巴

巴减持阿里健康1.54亿股股份是

谣言。有人细研港交所数据，马

云参与的云锋基金为该项减持的

实施人。对普通人来说，是阿里、

马云还是云锋减持，关系并不大，

反正是公司的重要股东在减持。

其实，关注马云套现多少、甚

至能放满几屋子，是井底之蛙的

思维。对于这些人来说，财富多

少是数字问题，拿到的资金怎么

用是格局问题，套现时机说明了

内部人对公司股价涨跌的看法。

与其关心这些富豪的钱怎么放，

不如踏踏实实地分析市场来得实

在。并且，即使马云减持了，投票

规则决定了他在阿里教父的地位

不可能动摇。通过云锋基金等投

资机构的收益，阿里可以收购新

兴企业，把握着行业话语权，行业

内部除了细分龙头，其他企业难

有生存空间。

贵州国资可以学学马云的做

法，通过茅台税，真正地解决贵州

财政难题。这是市场允许的。

茅台被点名，背后释放了什么信号？
贵州国资可以学学马云的做法，通过茅台税，真正地解决贵州财政难题。

财经专栏作家 叶檀

在7月16日举行的中国酒业协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

会暨第六届理事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与会领导、嘉宾

纷纷聚焦酒业的“三品工程”，指导酒业在“增品种、提品

质、创品牌”再谱新篇章，开展我国酿酒行业高质量发展

的新征程。在会上，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会长张

崇和就指出，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是国家对制造业提

出的“三品行动”计划，协会要引领企业坚持品质优先，匠

心酿造，改善口感，丰富品种，增加品味，满足不同地区、

不同人群、不同喜好的消费需求。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高延敏则提

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酿酒人要着力从品种、品

质、品牌三方面开展工作，开展我国酿酒行业高质量发展

的新征程。特别是要在增品种方面，要作出各种积极的

尝试，加强创新升级产品标准化建设，形成必要的门槛和

制度性要求，确保产品符合消费者的认知和期待，充分保

证消费者权益；同时，要加快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等现代信息技术在产品研发设计等酒业全流程的应用

等，为产品品质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加强向产区文化建

设等方面的投入，支持现有知名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近日，2020茅台悠蜜节举办，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发布

了新品蓝莓酒。茅台生态农业公司以“树品牌、提品质、

优品种”为主线，不断提升产品的供给质量和效率，激活

新活力、拓宽新渠道。可以说，“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三者之间并不是孤立的关系，而是相互影响、互为依存、

相互成就的关系。优质品牌的创立及培育是基于高品质

的产品质量+适应当下消费的酒种。当前，中国酒业的集

中化程度正在进一步加深，规模以上酿酒企业的数量呈

逐年递减态势，规模以上酿酒企业的利润额却呈显著递

增态势，这说明拥有名牌背书的名品正广受市场青睐。

当然，我们也要以发展的眼光看未来，在“国潮热”涌动的

当下，酒业极力争取的年轻消费者正在对国货报以前所

未有的热情，同时，这些年轻消费者也在广泛关注健康、

养生等方面的讯息。另外，《2019单身人群报告》显示，我

们有 2.6 亿人的单身人群，其中 59%是男性，64%是上班

族。这些一线信息，都是酒业在“增品种、提品质、创品

牌”方面需要关注的重要要素。

在年初的疫情期间，不少白酒、威士忌企业推出了75

度的高度酒，基于健康饮酒理念的爆棚，不少区域酒企也

推出了人参酒、蓝莓酒等多品类的产品，满足消费的多元

化需求。当然，在深度挖掘消费需求的同时，也要把握好

健康化的分寸和尺度，要建立在充分满足消费者感官体

验的基础上，不能为了健康化而丢了产品的特色风味，毕

竟，酒作为入口的饮品，口感是左右消费者购买的首要因

素，当然，在颜值即正义的时代，博得眼球的包装形式也

是产品立足市场的必要因素。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1987年，“全国酿

酒工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确立“四个转变”，即“高度酒

向低度酒转变，蒸馏酒向酿造酒转变，粮食酒向果类酒转

变，普通酒向优质酒转变”及“优质、低度、多品种”的方

针，并开始全国推广。“四个转变”的中心是从维护人们身

体健康的出发点来满足消费需求。如今的“三品工程”，

与当年的“四个转变”一脉相承，是酒业高质量发展下的

新课题、新思路。

不忘来路
坚定发展之心
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三品
行动”计划，是酒业高质量发展
下的新课题、新思路。

本报评论员 苗倩

一瓶美酒，名扬天下。要全

心全意精心精意酿好一瓶酒，酿

好中国白酒。真正解决从“少酒

喝”到“有酒喝”再到“喝好酒”、

“喝美酒”、“喝老酒”的问题，实际

就是解决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党

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我们向

全国轻工业提出要以科技创新、

质量品牌、三品战略、产业集群、

生态绿色、人才支撑六大手段推

动轻工业高质量发展。去年，轻

工行业主营业务收入 19.8 万亿

元，增长 2.83%，低于全国工业

0.97 个百分点；利润 1.3 万亿元，

增长7.14%，高于全国工业10.4个

百分点，说明轻工业实现了高质

量发展。2019年，全国酿酒业销

售 收 入 835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8%；利润 1511 亿元，同比增长

12.8%，也实现了高质量发展。

双向促进，繁荣发展。消费

需求促进消费品生产，消费品生

产引导大众消费，两者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这些年，我们向全国

轻工业提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就

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中国酿酒业

和白酒行业也应该为满足人民美

好生活需要而发展，为满足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而繁荣。

三大基础，丰富三品。2017

年，工信部提出，国务院决策，在

全国推行“三品”战略，实施三品

行动计划，要求增品种、提品质、

创品牌。白酒行业丰富繁荣“三

品”，要靠基酒、基香、基艺三大基

础。要靠匠心匠艺，把基酒做好；

要靠浓香、清香、酱香三大基础香

型把口味调好，调得大家喜爱；要

靠技术进步把酿酒工艺搞好，让

一些不良成分，特别是影响健康

的物质在先进制作工艺中消失，

让消费者“一喝就觉得是好酒”，

想喝就能喝到自己喜欢的酒。

四种文化，提升内涵。文化

是白酒的灵魂。中国酒业特别是

白酒行业，与文化相随相伴相互

融合，几千年的酿酒史本身就是

灿烂的历史文化。中国白酒业需

要做好酿酒文化、售酒文化、饮酒

文化、讲酒文化四篇大文章。“一

代宗师，四代传承”，“采天地之精

华，酿人间之美酒”，“品质优先，

品牌温暖”，“千年古窖万年槽，酒

好须得窖池老”，是酿酒文化；“明

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烹羊宰

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适

量饮酒、快乐生活”，“关怀成长，

非成勿饮”，是饮酒文化；茅台集

团要求销售店“三声五到六心”，

是售酒文化；“开坛十里香，隔壁

三家醉”，“红军用茅台活血疗伤，

四渡赤水打胜仗”，是讲酒文化。

中国白酒业要以丰富的文化提升

酿酒的内涵，促进白酒工业的繁

荣发展。

五大情怀，酒济天下。一是

民生情怀。酒是民生产品，据不

完全统计，我国有 4.7 亿饮酒人

群，其中粘性饮酒者1.1亿人。酿

酒业、酿酒人一定要有民生情怀，

让老百姓喝真酒，让有条件的人

喝好酒，让国际交流等重大活动

喝美酒。二是品质情怀。中国的

白酒一定要品质为重，质量为上，

以品质为根，以品质立企，要以高

标准引领高品质的发展，要始终

坚持品牌自信、品质自信，以品质

情怀广大消费者，情怀酿酒新天

地。三是创新情怀。消费创新必

然要求我们酿酒创新，酿酒人要

有创新的情怀，酿酒创新的核心

是技术进步、工艺创新和管理创

新，从而带动风味品种的创新。

四是社会情怀。社会责任是企业

的形象，是企业家精神的光辉。

据不完全统计，新冠疫情突发以

来，酿酒行业累计捐赠近 15 亿

元，捐赠企业和个人超过 1250

家，充分体现酿酒行业强烈的社

会责任和社会情怀。五是国际情

怀。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不可

阻挡，中国白酒应该成为世界白

酒，中国白酒企业要胸怀世界酿

国酒。近两年，中国酒业协会推

动白酒国际化有了好的开端，“十

大烈酒产区”越来越得到认可，中

国酒业博览会规模与年俱增；泸

州国际酒博会 2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组团参展；一些企业带着中国

酒走向世界，在国外开办营销点，

开办实验室。白酒行业要有国际

情怀，坚持以国际情怀走出一条

“举杯中国、品位世界”的成功路。

人民至上酿酒，情怀百姓提质
希望白酒行业能够保持高质量发展的好势头，坚持做好中国酒，让中国的好酒惠
及百姓，名扬海内外。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会长 张崇和

社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