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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三季

度中国经济数据，第三季度中国经

济增长 4.9%，前三季度同比增长

0.7%，增速正式转正。

第三季度，中国经济的最大亮

点就是“转正”二字，除了消费，几

乎主要的宏观指标都基本转正，向

疫情前的常态回归。对于前三个

季度的中国经济数据，我从八个视

角进行点评：

第一，4.9%的增速应该是三季

度全球最好的数据之一。

第三季度经济增速4.9%，虽然

低于外界预期，但仍然是不错的数

据。一季度-6.8%，二季度迅速反

弹至 3.2%，到三季度反弹至 4.9%，

并且实现增速转正，中国经济逐步

回归常态的趋势明显。

第二，主要经济指标基本“转

正”，说明中国经济的主要指标虽

然没有恢复到疫情之前，但也基本

走出了疫情的影响。

表现在：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转正，前

三季度同比增长1.2%，而上半年这

个数字为下降1.3%。9月，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更是反弹至6.9%，连

续 6 个月增长。9 月，中国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为 51.5%，连续 7 个

月位于临界点之上。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虽然同

比下降了7.2%，但降幅比上半年收

窄4.2个百分点。特别是三季度增

长 0.9%，实现了季度增速正式转

正。

进出口也正式转正。前三季

度，货物进出口总额231151 亿元，

同比增长0.7%，增速年内首次由负

转正。其中，三季度进出口数据亮

眼，同比增长 7.5%，而二季度为下

降 0.2%。特别是 9 月的进出口增

速双双超出市场预期。

居 民 收 入 实 际 增 速 由 负 转

正。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23781 元，同比名义增长

3.9% ，扣 除 价 格 因 素 实 际 增 长

0.6%，年内首次转正，上半年为下

降1.3%。

第三，以上指标证明，我们在

今年一季度之后提出的，下半年中

国经济正式转“正”的预测得到了

印证。但是，三季度经济增速为

4.9%，是低于预期的。那么，4.9%

的增速说明什么？说明形势依然

严峻，说明中国经济总体仍然比较

“虚弱”。在全球疫情依然蔓延的

情况下，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

响依然存在切不可掉以轻心，还不

到乐以忘忧的时候。

第四，我们绝不能把关注中国

经济的主要焦点放在数据上。数

据当然重要，但对中国而言，最大

的挑战是疫情后。疫情之后，全球

政治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场疫情对世界的改变也刚刚开

始。实事求是地说，疫情对中国经

济外部环境的改变大多是挑战，这

些挑战比数字本身对中国经济的

影响大太多。

第五，现在不是改变政策的时

候。三季度经济增速和主要指标

虽然都全部转正，但是，一定要坚

持四月份以来的应对政策，货币政

策和财政政策的力度仍然要跟

上。主要指标的转正，不代表中国

经济已经走出了危险区域。特别

是在财政政策上，今年的减税政策

还应该加码，一些地方对减税政策

的落实仍然不到位，对低收入人群

和生活困难群体的补贴在很多地

方都没有明确的举措。

第六，数据当然重要，但更要

看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究竟如

何。从疫情爆发到现在，影响最大

的仍然是中国的中小企业。

三个季度后，中国的中小企业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况？

究竟倒闭了多少，还需要采取什么

救助措施？我到一些地方调研，大

家仍然反应非常困难。

就中小企业的命运和就业而

言，中国经济还真没有到最困难的

时候。

第七，这次疫情对于中国而

言，机遇与挑战并存。高层在今年

提出的“双循环”战略的重点之一，

就是在创新领域，用 10 到 15 年的

时间，相信我们在一些关键领域会

有重大突破。

第八，做好中国经济外部环境

巨变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这

是 4 月 8 日高层发出的警示。但

是，这三个季度，我的观察是，很多

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的困难和挑

战完全是疫情带来的。疫情结束，

一切都将回归常态，这种观点存在

危险。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今年在

《冠状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

秩序》的文章中的观点值得关注。

在文章中，基辛格指出：在这场冠

状病毒危机之后，世界将永久性改

变。“虽然对人类健康的攻击是暂

时的（希望如此），但它引发的政治

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几代人的

时间。”中国的企业家要做好巨变

的心理准备，下一个周期，我们面

对的将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无人

区”。

八个视角解读三季度中国经济数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为4.9%，带动前三季度总体增速由负
转正。这表明，中国经济的修复在稳步推进，内生韧性进一步凸显。

经济学家 马光远

真实年份酒的顾客价值是什

么？在这里，我们从真实年份酒的

核心价值、重要价值、内在价值、外

在价值四方面阐述真实年份酒的

顾客价值。

其一，真实年份酒的核心价值

在于真实，其次才是年份的多少。

企业想提升产品的性价比，就要尽

可能降低信任成本。而真实年份

酒是保证真实的，这既是真实年份

酒的核心价值，也是降低信任成本

的有效手段。真实年份是对消费

者的尊重，是对常识的尊重，一个

诚信的企业，不要用年份酒收消费

者的智商税。

其二，真实年份酒的重要价值

在于比较，也就是建立了不同产

区、不同香型、不同品牌、不同系类

之间产品性价比的一个横向比较

维度。产品名称型的“虚”年份，只

是同系列、同品牌内部的纵向参考

维度。

其三，真实年份酒的内在价值

在于品质，真实年份酒是中国白酒

品质的表达方式之一，并且是可以

与国际烈酒标准接轨的。如白兰

地年份酒、威士忌年份酒，这些都

要求是真实年份。

其四，真实年份酒的外在价值

在于体验，也就是有明确的、可感

知的消费者利益——“陈香幽雅”。

真实年份酒的渠道价值是什

么？我们将从三方面对真实年份

酒的价值进行分析。

第一，真实年份酒是经销商、

终端商诚信经营的表现之一。在

市场经济环境下，消费者有权利明

明白白地买到真实年份酒，渠道商

有义务明明白白地让消费者买到

真实年份酒。

第二，真实年份酒是经销商、

终端商盈利产品的组合之一。从

年份酒标准颁布施行至今，中国酒

业协会认证的年份酒生产资质企

业是很少的，已经认证的真实年份

酒更是少上加少。俗话说，物以稀

为贵，所以真实年份酒对消费者而

言是高价值产品，对渠道商而言是

高利润商品。

第三，真实年份酒是经销商、

终端商圈层团购模式的差异化载

体。对于酒业乃至很多行业而言，

人脉是最重要的资源，口碑是最重

要的传播。凭借真实年份酒的真

实特性、品质特性，真实年份很适

合做圈层营销、团购模式。

真实年份酒如何做好品牌营

销？对于真实年份酒的品牌营销，

我们要从产品、品类、数字营销、体

验等方面着手。

第一，产品是根本。真实年份

酒需要公开、公平、公正的有公信

力的第三方背书，也就是中国酒业

协会的《白酒年份酒》标准。需要

企业通过真实年份酒生产企业认

证，需要产品通过真实年份酒产品

认证，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被称之

为真实年份酒。在市场上，不符合

年份酒标准的，那些自说自话的

“真实年份”很有可能是过眼烟云。

第二，品类是关键。酒是陈的

香，真实年份酒适合不同产区、不

同香型的中国白酒，但是年份对不

同产区、不同香型的白酒影响程度

可能有所不同，比如酱香型白酒与

年份的关联度很强正在成为常识。

第三，数字团购是主要营销方

法。数字团购是基于中高档酒社

交属性的社群营销，是对传统团

购、圈层营销的数字化升级，特别

是基于KOC的数字团购。

第四，体验和内容是主要传播

方式。在体验方面，一是品鉴会，

多场次的一桌式品鉴，建议做垂直

年份产品品鉴。二是封坛，有仪式

感的封坛文化酒庄游，建议做七轮

次酒品评大赛。在内容方面，要用

内容创造口碑，建议做内容营销。

真实就是年份酒的力量
真实年份是对消费者的尊重，是对常识的尊重，一个诚实的企业，不要用年份酒收消
费者的智商税。

北京海纳机构总经理 吕咸逊

9月11日，茅台酒技改工程项目的18栋茅台

酒制酒生产房试投产，预计每年实际新增茅台酒

产能5200吨。新产能释放后，茅台酒的设计产能

将达到5.6万吨，依据这个数据对比，实际产能可

能稍高于设计产能。

10月15日，五粮液公司发布相关公告显示，五

粮液将启动12万吨生态酿酒项目（二期）配套设施

工程以及517车间技改项目。建成后，其优质原酒

产能与储酒能力将大幅增加。

……

看似大家都跑上了同一赛道，但与其他顶流

名酒不同的是，茅台的增产扩能计划，其带动能力

远超群雄。

2019年报显示，茅台营收888亿元，其中酒类

业务853亿元，仅茅台酒一项就占据了758亿元，作

为单一产品对公司贡献之多，整个白酒业乃至整

个产业界，少有人能出其右。

同样是在2019年，五粮液股份公司方面营业

收入 501 亿元，其中酒类业务 463 亿元，高价位酒

396亿元。两者比较，茅台酒在整个业务占比之中

更高。

这样看来，茅台新增产能虽然仅有数千吨，但

是其在整个酒业之中的营收与利润占比更大。

放大到整个行业来看，2019年，贵州酱香型白

酒以约40万千升（吨）的产能，攫取了1007亿元的

营收、400亿元的利润，换算下来，以不足整个行业

4%的产能，实现了40%的利润。这其中，茅台占据

了绝大部分。

也就是说，茅台虽然每年增加了几千吨的产

能，但其影响力依然足以左右行业。落实到今年

乃至于未来的增产扩能大战中，几大名酒貌似在

同一跑道开赛，实则是其他名酒紧望茅台，茅台则

跳升在独立空间，无人能及。

这一状况早就从头部名酒的实际零售价上反

映出来。

茅台官宣的 1499 元/瓶的标准价早已可望而

不可即，其他定价超过1000元的名酒，则继续与砸

价行为做斗争，力图将零售价稳定在1000元。

在2500元～3000元零售价位段，实际上茅台

并无竞争对手，独守一处空间。第二名、第三名、

第四名……与其相差甚远，依然在1000元的价位

段打转。

这就决定了，茅台增产以后，因为价差的缘

故，市场带来的增量并不会被其他名酒所瓜分，依

然是由茅台来独享。而目前年均不足1万吨的增

量，对高端消费市场、收藏市场来说，仍有消化能

力。

实际上，早在2016年后，当茅台逐渐由高端消

费品化身为收藏品、投资品，增加了金融属性之

后，它就已经开始独享一个跑道，一个专属于它且

有别于其他高端名酒的跑道。

茅台仍将在
独立赛道狂奔？
看似大家都跑上了同一赛
道，但与其他名酒不同的是，
茅台的增产扩能计划，其带
动能力远超群雄。

本报评论员 杨孟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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