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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二季

度 GDP 等经济数据。令人振奋

的 是 ，二 季 度 GDP 同 比 增 长

3.2%，虽然遭受了新冠疫情的严

重冲击，但是我们用较短时间实

现了由负转正、由降转升的成绩。

从经济技术的角度分析，我

们二季度经济之所以取得这个成

绩，与供给端上工业生产的迅速

恢复和需求端的投资力度加大有

很大的关系。从规模以上工业增

长速度来看，一季度是-8.4%，二

季度实现 4.4%的增速，在 6 月更

是达到4.8%，已经接近去年同期

的增长状况。从行业上看，钢铁、

有色金属、化工、装备制造等行业

都已经大体接近去年的水平。

当然，除了在工业生产恢复

和投资上的优异表现，二季度经

济由负转正也是我们扎扎实实把

六保六稳作为根本任务，以人民

为中心发展经济的结果。6月份

的调查失业率是5.7，比5月份回

落0.2个百分点，到6月份实现新

增就业 564 万人，达到全年新增

就业任务的 62%；虽然上半年全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与去年同期相

比下降3.9%，但是二季度比一季

度降幅缩窄了15.1个百分点。

如果把一二季度的数据平均

一下，上半年经济增速-1.6%，笔

者判断，三季度总体上会由负转

正，四季度经济会进一步回升，全

年经济增速保持在 3%应该没有

问题。因此，下半年经济工作中

要做的仍然是按照已经确定的战

略性思维，扎扎实实把六稳六保

作为根本任务去落实。这样我们

在保持稳定增长的同时，能进一

步改善经济增长结构和增长方

式，更重要的是民生能够得到保

障和改善，这也是当前环境下我

们最应该坚持的“底线思维”。

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中继续把

保民生作为第一要务，尤其需要

在以下三个方面着重发力：

第一，千方百计保就业。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我们今年新增就

业任务是 900 万，虽然客观上今

年就业压力确实很大，但按照去

年的经验，我们应当力求在就业

上超额完成今年的指标。下半年

在就业上要关注两个群体，一是

大学生群体，要让他们有业可就，

还要尽可能有让他们满意的就业

岗位；二是农民工群体，要进一步

研究具体措施，想办法通过企业

等多个端口刺激就业需求。

第二，多措并举促消费。我

们要看到，下半年中国经济发展

最重要的潜力在消费上，上半年

消费受疫情的抑制和居民收入减

少影响较大，随着上半年经济好

转，投资和就业继续增加、物价总

体保持稳定和疫情防控带来的整

体消费环境改善，下半年消费会

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消费券、

现金补贴等刺激消费的举措还应

该进一步实施。此外，要把稳定

物价作为一个重要任务，由于疫

情影响一季度CPI上涨5%以上，

上半年总体 CPI 上涨 3.8%，虽然

5～6月份有所回落，但可以预料

南方大水会对物价有一定的影

响，猪肉价格、蔬菜价格都有所上

涨，要提前想好应对措施。同时，

要稳住秋粮生产，粮价稳百价稳。

第三，帮扶中小企业要落到

实处。目前市场群体的困难还主

要集中在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一

些重点政策在传导到中小企业时

存在明显的效果减弱。因此，下

半年更要注重精准施策，对中小

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要采取特

殊政策，加大财政支持中小微企

业力度。当然，在手段上，除了行

政手段以外，要更多考虑和尝试

采取市场化的支持手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的预

测认为，全世界2020年在主要经

济体中只有中国能保持正增长，

二季度 GDP 的数据进一步鼓舞

了我们的信心。去年中国经济对

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 30%，GDP

比重占到 16%，笔者预计今年这

两个数字都会有所提升。但另一

方面也要看到世界经济的严峻状

况，对下半年的风险要有充分的

警惕和准备，经济工作中要把保

民生工作继续作为重中之重。

中国经济将继续在这三点发力
今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和GDP比重都会有所提升。但也要看到
世界经济的严峻状况，经济工作中要把保民生工作继续作为重中之重。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姚景源

2020年将是白酒产业治虚消

泡的最佳时机，也将是白酒产业

的沉淀厚积之年。对于未来中国

白酒产业的发展，需要从五大体

系方面进行构建和完善。

产业社会责任体系。以《食

品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要

求为准绳，对产业肩负的社会责

任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围绕产业

自律、负责任宣传、不向未成年人

售酒、适量饮酒等，建立、健全相

关标准。

产业标准化体系。构建中国

酒业标准研究、制定、实施和评估

工作平台。从分类标准、术语标

准、产品标准、工艺标准、品质表

达标准、职业标准、标签标注标

准、社会责任标准等方面全面构

建产业标准化体系。目前，作为

标准体系顶层设计的《饮料酒分

类标准》（GB/T17204）修订工作

已经完成并即将发布，新的标准

对白酒、黄酒、露酒，固态、液态、

固液，食用酒精等产品分类更加

明确、清晰。

产业教育体系。构建高水平

教师培训队伍，建立教育、考核双

线管理，建立标准化培训设施，实

施运用中国酒业协会计算机培训

考试系统。进一步强化白酒产业

中青年专家人才梯队建设，全力

打造侍酒师、调酒师等酒业新兴

职业，开启向消费教育转型等教

育体系创新方向发展。创新构建

白酒产业教育新模式，促进“酿酒

产业+教育产业”的融合发展。

产业文化体系。产业文化体

系建设方面，提出中国白酒文化

“三大支撑”：白酒产区文化、健康

文化、创新文化。以此构建统一

的中国酒文化表达体系，传承和

创新中国白酒新的文化表达。

产业科研体系。围绕全面提

升中国白酒产业酿造水平及价值

内涵，以“自然生态与酿造微生态

双导向、风味与健康双导向、企业

需求与产业需求双导向、项目研

究与人才培养双导向、院校研究

与行业技术中心双平台”的 4 个

双导向、1个双平台的科研创新思

想为指导，深化中国白酒产业科

研平台建设。

后疫情时代，中国白酒如何

适应持续消费升级趋势，全面实

施市场化机制的变量因素，如何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白酒产业

文化体系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

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创新产业教育。集中精力打

造中国酒业教育平台。在创新教

育方面，利用网络科普、线上直播

的实践经验带来的启示，对产业

创新发展提出新的规划。在职业

教育方面，在传统酿酒师、品酒

师、酿造工职业基础上，拓展到酒

类营销教育和消费教育领域；在

教育平台体系构建方面，着力在

中国酒业教育专家体系、教师团

队体系、教育培训基地、专业院校

等方面加强建设；在职业教育方

面，重点打造侍酒师、调酒师、直

播销售员、酒体设计师等新兴职

业标准体系；在产业融合发展方

面，协会重点推动酿酒产业和教

育产业融合发展，打造新的文化

教育和专业教育体验中心，实现

专业教育标准化，文化科普网络

化，跨界整合打造中国酒文化权

威传播平台。

创新消费文化。疫情突发以

来，深刻影响了白酒的消费场景

和需求，促使我们必须结合实际，

积极应对。新服务、新场景、新体

验三个新的方向，理性、健康、快

乐的饮酒新文化必将成为美好生

活的新标志。云约酒、居家消费

等新的消费场景、仪式打造已成

趋势。新消费场景要满足消费者

品酒论道、美妙感官体验、品味酒

之艺术的更高的精神需求。

打造立体化传播矩阵。后疫

情时代，中国酒业协会在传统的

“三官、四刊”以及外部合作媒体

的共同努力下，创新发展“抖音、

头条”以及其他网络传播渠道，实

现专家网红和网红专家的双向打

造任务。大力推进资源端整合，

以中国酒业教育平台打造的中国

酒文化科普权威传播平台深刻影

响消费端。深化产业跨界融合发

展，打造线上线下立体化传播矩

阵，以科学的酒文化、酒品牌、酒

科普影响消费购买行为，推动健

康理性饮酒行为的社会广泛认

知。新的传播计划初期预计做到

影响1000万酒类消费者，五至十

年影响到3亿以上的消费者。

后疫情时代，中国白酒产业再出发
后疫情时代，中国白酒如何适应持续消费升级趋势，全面实施市场化机制的变量
因素，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白酒产业文化体系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

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 宋书玉

公告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水井坊实现营业收入接

近7.29亿元，与去年同期的9.3亿元相比，降幅在22%左

右；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接近1.91亿元，相较于

2019年第一季度的2.19亿元，降幅在13%左右。

此前，水井坊总经理危永标在2019年股东大会上表

示：“白酒销量环比在逐步恢复，4月比3月好，5月比4月

好。”然而从二季度销售数据中并没有显示出疫情恢复对

销售端的提振，面对水井坊二季度仅0.75亿元的销售额，

与投资者的一致预期未免背离太大。

对于2020年第一季度收入、净利双双下滑，危永标

表示，白酒是一个高度依赖聚集型社交消费的品类，这次

疫情导致的保持社交距离、聚会和宴席的管控，使得白酒

最为依赖的社交场景和聚集式消费在年后几乎消失。然

而《华夏酒报》记者了解到，从5月份以来，高端白酒复苏

势头加快，贵州茅台的一批价格和终端成交价格已经达

到了疫情之前的水平，五粮液旗下的普五、泸州老窖旗下

的国窖1573和郎酒股份旗下的青花郎，终端成交价格也

基本得到了恢复。

同时，近期，青花郎、国窖1573纷纷开始选择提价，

国窖1573更是宣布在全国停货，可见高端白酒仍处于稳

健发展的阶段。

业内专家指出，在疫情淡化后，酒企是否能快速振

作，与其渠道在新形势下的“改弦更张”密不可分。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疫情持续状态，茅台、五粮液在

产品布局及重点区域市场全线作业，通过削减同层价格

带的子品牌、提高子品牌条码的竞争门槛、指导子品牌经

销商打造品牌力等手段执行品牌战略发展目标，形成主

次分明、价格带分明、销售区域各有侧重且互相补充、多

品牌共生共荣的生态格局。而已完成产品结构提升的区

域性酒企在资金充足的前提下，通过合并根据地周围的

空白市场，打造以根据地为中心的特色发展思路，形成区

域性竞争强企的地方性名酒，步入“高速发展时代”。

可以看出，随着龙头企业的强势扩张与地方性部分

酒企的高速发展，白酒行业在数字化商业模式下将寻求

新的渠道手段，这些手段主要分为流通渠道的淡化、酒店

渠道不可获取、商超转平台、团购圈层逐渐强化四方面。

危永标认为，水井坊在今年下半年的主要目标是有

序降低库存，恢复至正常水平，“第二季度的动销还存在

一定压力，今年是挑战较大的一年”。

目前，中档酒市场除了贵州茅台、五粮液、洋河、泸州

老窖等品牌的中端产品外，还包括山西汾酒、古井贡酒、

剑南春、水井坊等品牌产品。在高端白酒价格快速上涨

以及消费升级的驱动下，传统中高端酒企深耕市场，加之

二线名酒产品升级向上突破，再是疫情之后，各家酒企都

在积极去库存，导致中高端白酒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同时，在白酒行业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挤压式增长的

格局更加明显，市场份额将向具有名优品牌、渠道分销网

络稳固的酒企集中，水井坊能否实现挤压式增长，取决于

品牌拉升能力和渠道分销实力。

此外，白酒消费碎片化、消费圈层化，原有的渠道动

力模式虽在削弱，但新的增长动力模型依然尚未成型。

从首份半年报看白酒
渠道的“改弦更张”
在白酒行业增速放缓的背景下，
挤压式增长的格局更加明显，市
场份额将向具有名优品牌、渠道
分销网络稳固的酒企集中。

本报评论员 徐雅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