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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化浪潮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的历史进程下，疫情进

一步刺激了零售企业数字转型

的需求。零售行业正在发生一

场静悄悄的革命，智慧正在进入

到零售行业，产生了格局性、根

本性的变化。未来，智慧零售将

对我国的经济复苏和生产生活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零售企业加速数字化变革

的两个重要背景。疫情爆发以

后，中国的发展进入一个关键

期。未来，从 2020 年到 2030 年

可能是中国经济乃至整个民族

复兴最关键的十年。今后，我们

想要办好自己的事情，国家在四

个方面要有突破：第一，经济要

可持续发展，不只要发展，还要

追求高质量发展。第二，科技必

须占领先机，未来十年希望通过

年轻人的努力，中国的科技能够

在很多方面领跑。第三，军事能

力要有实质性的提高，一个国家

只有当军事的硬实力能够巨幅

提高的时候，别人才不敢挑战

你，国家才能够真正有和平。第

四，不仅讲好中国的故事，而且

要讲好中国的理论。

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必须找

到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展望

未来十年，总体上不能指望国外

的市场了。因为未来十年国外

的经济，尤其是欧洲、美国的经

济会进入一个缓慢的增长期。

那我们靠什么？中国经济增长

的“量”，主要还是靠国内市场，

现在行话说得比较多的叫“内循

环”。

当全球的零售和消费场景

正在发生格局化、根本性的变

化。如今的零售行业正在发生

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智慧正在进

入到零售行业，并产生了格局

性、根本性的变化。

为什么这么说呢？传统经

济运行的方式叫BCC。第一个

B 是 Business，指制造业的生产

商 、生 产 者 ；第 二 个 C 是 指

Commerce，指的是商业，包括零

售业、仓储、批发；最后一个C是

Consumer，指的是消费者。过

去的模式是说，企业估摸着消费

者需要什么产品，生产产品以后

交给消费环节，经过仓储、批发

再到零售，然后送到消费者手

中。至于这个产品是好是坏就

看运气，也要看生产者的智慧和

本事。现在这种现象正在发生

变化，即把中间的C给干掉了，

Commerce逐步融化掉了。新的

模式是B2C，简称BC模式，就是

直接从生产方转向消费者，把中

间的过程给消化掉了。

怎样消化？讲个小例子：我

们用微信或者电脑在网上浏览

新闻的过程中，突然看到某一个

朋友圈或者电视剧上某位明星

手里的包挺好看。这个包从哪

儿来的，你马上通过语音也好、

文字也好告诉电脑或者手机：

“你帮我查一下张三、李四手里

拿的包是什么牌子的，在哪里可

以买到，多少钱，跟我的身高、体

型是不是相匹配。”

这个小程序、人工智能的程

序很快就会告诉你，这个包大概

多少钱，适合你的是什么型号，

在哪里买。这个例子里面把你

的娱乐和休闲时间变成了一个

购物的场景。在这个例子里面，

你作为消费者感觉不到商业企

业的存在。相信这就是未来消

费的一个新模式，就是把消费、

购物这件事情融入到生活的方

方面面。

换句话说，以后不用去商场

消费了，带孩子们出去玩一玩，

去商场看个电影，在看电影、娱

乐、吃饭的过程中经过一些路

段，开车经过一些广告牌，顺便

就把消费的事搞定了。我相信

这就是革命，这就是未来的一个

模式，这就是智慧进入到零售的

一个重要表现。

就如《道德经》讲的“大音希

声、大象无形”，零售逐步和其他

活动融合在一起了，这就是我所

理解的革命。

这个革命有什么后果呢？

这个革命让生产者的定位变

了。以前生产者要预估消费者

需要什么产品，它跟赌博一样，

赌消费者需要什么车型，这个季

节流行什么颜色，男士的服装有

什么变化等等。现在变成了生

产者等着消费者，消费者下发指

令，在他生活的过程中产生需

求。产生需求之后，生产者很快

将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再经过快

运、快递送到消费者手中，就可

以做到零库存，基本上及时地生

产。

智慧零售将让我们的消费方式巨变
如今的零售行业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智慧正在进入零售行业，并产生
了格局性、根本性的变化。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 李稻葵

浓香、酱香、清香，作为中国

酒的杰出代表香型，造就众多品

牌群芳璀璨。当前的酱酒热潮，

也是消费需求时代的一种现象，

各种香型美酒的存在，给予我们

美好生活的更多享受体验。浓

香酒的芳香浓郁，酱香酒的回味

悠长，清香酒的余味爽净……通

过观、闻、品、评，给予我们美好

的享受。

无论业内还是业外，因品类

创新而获得成功的案例并不鲜

见，但是任何营销创新、营销策

划都必须以品牌为基础，而品牌

的背后是品质，必须建立在品质

的基础之上，有品质作为支撑。

当然，只有品质没有营销的创新

也不行，毕竟“酒香也怕巷子

深”。

对于品质与营销，我有两个

观点：一是传承创新，二是内外

发力。其中，内外发力是指白酒

生产链内生动力和营销发展的

外力要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品

质源于工艺，成于勾调。因此，

所有搞市场、搞营销的人都应该

了解自身品牌的工艺特点，并把

这个纳入到营销体系当中。

对于一个品牌来说，品质有

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其中狭义

就是质量。而广义的理解则是

特点、势点、卖点，这三点能够达

到一定的水平，企业就具备了成

为区域性一线品牌的基础。

我曾经说过白酒业当前和

今后的发展，应该重视“五化”和

“两策”的观点。“五化”就是香型

多元化、品牌个性化、品种差异

化、表述多样化和弘扬白酒文

化；“两策”就是内生性动力价值

爆发点策略和对立面策略。

我们在肯定酱香酒独特性

和优越性的同时，也不应贬低其

他香型，因为香型多元化始终是

白酒的消费现实和发展方向，这

是基于三方面的事实。

一是近代我国三大香型经

历了三次大流转，新中国成立初

期及此前的百年，除了川贵两省

外，南北东西大多是清香酒的世

界，到了20世纪60年代，浓香酒

从四川向全国扩展，历经 30 多

年。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浓香

酒渐渐占据全国白酒总量的

70%，当时甚至有些清香及酱香

大酒企也出品浓香或有浓香成

分的品牌，及至最近20年，酱香

又从贵州向全国流行，迄今盛况

未有穷期。上述历史证明，香型

的流行和流转具有周期性，20世

纪 90 年代浓香型即使势如破

竹，亦不可能压抑其他香型的存

在和发展。

二是白酒终归是一个嗜好

品，而嗜好品有两大特性，即各

有所好和趋众流行，前者具有普

遍性，后者则有周期性。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追求就包

含有对生活的选择性，流行是阶

段性和周期性的，各有所好的选

择是普遍存在不会消失的，尤其

在饮食上，地域人文的各有所好

会长期存在。

三是不同香型有不同的酿

造工艺、生产周期和成本，这决

定了它们不同的价格水平和档

次以及不同梯度的产品结构。

白酒业同仁不论从事哪种香型，

都应当有职业自信，尤其要把本

香型的特点、优点、卖点和文化

点梳理出来传播、弘扬。未来，

香型大品类之间存在着竞争，但

也有其共生共存的基础。

要创新性地去认知白酒文

化。长期以来，我们认识的白酒

文化包括历史文化、酿造文化、

酒道文化和营销文化，其实应该

再加上一个特性文化，特性文化

是指其水态火性的兼容、精神物

质的双属性、厚积薄发日久弥香

的“长寿基因”以及截然相反的

应用功效这四大特性。

白酒香味多元化是消费现实与发展方向
我们在肯定酱香酒的独特性和优越性的同时，也不应贬低其他香型，因为香型
多元化始终是白酒的消费现实和发展方向。

著名白酒专家 梁邦昌

现在很多酒企打出“厂家直销”的宣传语，意思是没有中

间商赚差价，所以性价比高，而很多消费者也觉得，我们买东

西之所以这么贵，就是因为中间商赚了很多钱，如果直接与

供应商打交道就会很便宜。其实这是两个问题，前面一个是

营销问题，后面一个是成本问题。这让我想到，很多人说茅

台中间商炒作赚差价，所以大家买不到平价飞天茅台的事

情，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你为买茅台支付的高价是别人决定的。

假设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找茅台酒厂买酒，那么大家觉

得会出现什么情况？茅台的产能一年只有 5 万吨～6 万吨

（按照茅台最大产能计算），按照茅台的算法，现在这个产能

只够6000万家庭每年喝一瓶，而中国有4亿个家庭，茅台有

高端酒品、礼品、收藏、金融投资等多个用途，很多场景茅台

酒是刚需，但是茅台只有那么多，所以你愿意多支付一部分

高价来买，因为你是在与全中国买茅台酒的人竞争。

极端情况下，没有任何中间商，茅台如果真的把酒卖给

个人，估计会直接瘫痪，处理这么多零散并且庞杂的购买数

据，处理这么多市场营销信息，而且还要协调生产、物流以及

售后，茅台的生产成本会趋向于无限大。有人说，茅台加点

物流费再卖不就行了？如果真的这样操作，茅台的市场差价

会转移到物流层面，最终还是趋同于目前的市场实际价格。

也就是说，因为价格是供需关系决定的，所以你买茅台

是什么价格不取决于茅台酒厂，而是取决于整个社会为消费

茅台所支出的成本，你只是在为你的需求竞价罢了。

中间商赚差价其实让茅台更便宜。

上面说到市场供需关系自动调节的结果，我们再假设一

下，如果人人都可以买到茅台，那么茅台酒就必然不具备高

价属性，也就自然失去了高端酒品、礼品与金融投资品等属

性，那么你还会买茅台吗？所以中间商不仅只是赚了自己该

赚的钱，他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交易环节拉高了茅台的消费成

本，设置了很高的交易门槛，也自动屏蔽了许多非目标消费

者，这才为那些真正需要购买茅台的人提供了购买的通路，

也才能保证茅台正常的流通与销售。

其次，茅台的中间商转移了茅台经营的大量风险，包括

库存、资金与政策风险，这些中间商是茅台酒能够经营下去

的关键所在，没有这些中间商的货物流转与价值转移，茅台

就不具备目前的产品价值。

最后，由于中间商帮消费者解决了保真、便捷、售后等问

题，绝大多数消费者没有鉴别能力，愿意多支付价格来换取

中间商提供的这些隐形服务。正是由于中间商对于企业与

消费者两头都有着这样的通路作用，并且由于中间商之间也

存在竞争，最终会趋向市场平衡，因此，你其实多花的成本一

定是在合理的范畴内。

茅台打击中间商只会适得其反。

只盯着中间商，生硬地打击因为市场交易行为而衍生出

来的中间环节，效果只会适得其反，因为市场供需权并不掌

握在企业手里，企业的天职是获取利润最大化，所以从这个

角度来说，茅台无论出于何种理由，限定自身产量都与其高

端白酒品牌的市场定位相匹配的。

但是，茅台的价格能不能降下来？可以降下来，但关键

是改革制度，改变茅台消费在高端酒品、礼品与投资品等场

景中的制度环境，并且增加茅台的供给量与渠道，多元化茅

台的市场经营主体，让茅台交易行为充分竞争，而不是脱离

利益谈情怀。最后我们要说，大多数消费者只盯着自己买茅

台所支付的现金成本，缺乏社会成本的意识，这本身并没有

错，但作为中国酒业的从业者，如果依然盲目附和声讨茅台

的高价，那么就存在着一些非常微妙的原因，知者自明吧。

你只是在为你的需求
竞价罢了
你买茅台是什么价格不取决于茅
台酒厂，而是取决于整个社会为
消费茅台所支出的成本，你只是
在为你的需求竞价罢了。

知趣文创总经理 蔡学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