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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

2020 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十九大报告中

则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进程分

为两个阶段完成，其中一个就是2035年

远景目标，因此将“十四五”规划置于

2035年远景目标中进行统筹探讨，是将

中、长期发展目标衔接起来，统筹布局。

从内容上看，“十四五”规划的指标

体系将服务于2035年远景目标。例如，

2035 年的核心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因此，“十四五”规划对收入、科技

创新等指标都有具体体现，为实现2035

年远景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布局经济转型是“十四五”时期的重

要任务和机遇之一。40 年前的中国缺

乏资本、技术和市场，国家的比较优势集

中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上，因此，当时的

时代背景促进了“两头在外”的外贸产业

迅速发展，国际大循环战略也为当时的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

这样的经济结构也带来创新不足、对外

依存度过高等问题。当下，我国已经吸

收了一定的国际先进技术，也积累了一

定的财富，从外部因素看，个别国家在高

新技术上对我国进行打压，技术创新环

境变差。因此，“十四五”时期，要坚持中

国经济的产业转型，推动高科技企业发

展，推动以资源、劳动力密集为主的企业

转型到以科技推动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模

式中。

中国的机遇在于抓住内需市场。

2020年后，中国即将拥有14亿实现全面

小康的人，其中还有4亿人是中等收入

群体，基本是美国和日本的人口总和。

此外，中国的城镇化率也已经突破了

60%，内需市场的潜力不言而喻。在国

际逆全球化、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各

国疫情的控制程度不同、外部市场充满

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扩大内需市场是“十

四五”时期的工作重点。

上一个五年目标是要“中高速增

长”，而本次公报未给接下来的五年设立

具体目标，这是为什么？“十三五”规划开

宗明义：“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要保持

中高速增长，强调的是速度。五中全会

公报的表述则是：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

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这说明中央已经意识到

中国现在走到了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

发展的新阶段，从“十四五”时期乃至到

2035 年，中国经济要高质量发展，因此

淡化GDP 指标是一个重要体现。但淡

化指标并非是完全没有指标，重要的是

不要唯GDP论，应当将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放在发展的首位，将关系民

生福祉的指标进行重点制定和考量。

全会提到，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以经济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

战略，并非是应对国际上逆全球化潮流

而被动采取的临时性举措，而是通过更

深层次的改革，形成更适合中国经济发

展的、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布局。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可以理解为，

充分挖掘国内的市场和内需潜力，促进

生产、流通和消费各环节在国内市场健

康流通，以此为基础，充分运用国际分工

和协作，继续推动全球化的发展，让国内

外经济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全会上还提到扩大内需，这并非是

个新词。早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的

时候，我国就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

政策措施，近些年，我国供给侧改革在去

产能、去杠杆领域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

而外部需求增速明显放缓，扩大内需的

必要性日趋显现。

内需可以理解为投资加消费。从投

资角度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重

要抓手，既有利于眼下创造国内需求，又

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奠定基

础。另一个重要抓手是新型城镇化建

设，目前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

了60%，如果从现在开始，每年再增加一

个百分点的话，到2035年中国基本可以

达到75%～80%的城镇化率。而在这个

过程中，要加大力气解决户籍人口城镇

化率问题，为扩大内需提供重要的支撑

点。

从国内消费角度看，发展是第一要

务，要让国民有钱花，敢花钱，内需市场

才能发展起来。其次是分配制度改革，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

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增强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

力。

2019 年，我国人均 GDP 是 1 万美

元，今年我国的人均GDP将会突破1万

美元，但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大致

在3万美元水平，而部分发达国家的人

均GDP可以达到五六万美元甚至更高。

差距就是增长潜力，中国拥有14亿

人口，每增加1万美元的人均GDP都是

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十四五”时期应当

下大力气做工作，减少低收入人群，显著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不仅有利于扩大

内需市场，同时保障了人民的福祉，有利

于经济社会的稳定。

“十四五”扩内需抓新基建和城镇化
在当前外部不确定性因素陡增的背景下，布局经济转型、扩大内需市场
是一项现实选择和长期战略部署。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姚景源

黄酒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酒种，是

上天和大自然的恩赐，亦是人类不断造

化的优秀传承。中国是酿酒的起源地，

酿酒始祖在中国，黄酒酿造始于仪狄，

兴于绍兴，这是人类酿造的伟大发明，

也是人神共酿的伟大发明。

黄酒是人神共酿的开先河者，黄酒

是精神文明和文化追求的创领者。全

体黄酒行业同仁应该共同努力，把黄酒

的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把黄酒之美

展示给世界所有热爱生活、赞美生活的

人们。

黄酒之美，美在智慧。作为世界最

最古老的酒种之一，黄酒伴随华夏文明

渡过了极为漫长的岁月，遍及劳动人民

涉足的每个角落。在这一过程中，我们

发现它、掌握它、改良它，让它成为“国

之大事”的献礼，“流觞曲水”的雅物，也

成为烟火人间，百姓生活中最朴素的伴

侣。其中滋味，尽显中国智慧之美。这

种美，支撑黄酒一路走来，推动酿酒技

术的进步与嬗变，成就今天中国酒业百

花齐放之美。

黄酒之美，美在温润。自古以来，

人们懂得饮用黄酒驱寒活血、调养脾

胃。黄酒中的活性物质丰富，低酒度、

高品质和厚重的文化气息更具先天的

优秀品质。这些属性与人们在追求美

好生活中对漫生活、幽雅生活、品质生

活、文化品味需求完美契合。黄酒应在

保持自身的产品特色风味的同时，构建

以市场和消费者为导向的多元化产品，

使其成为追求美好生活的标配。

黄酒之美，美在时尚。今天，汉服

成为了时尚新宠，故宫成为了网红打卡

圣地，我们更有理由相信，黄酒并不缺

乏时尚之美，只是缺少了发现美的眼睛

和推广美的行动。大禹陵、兰亭更应该

成为新的网红打卡圣地。

振兴黄酒发展，推进黄酒产业转

型，是一条持久的变革之路。振兴中国

黄酒产业是黄酒业界的共同心愿，也是

关心和支持酒业发展的各界人士的期

许。中国酒业协会将会进一步扩大展

会影响，加深黄酒产业的国际间交流与

合作，打造世界黄酒的顶级展会，让这

里成为世界黄酒产业的交流中心和文

化圣地。

黄酒美在智慧，美在温润，美在时尚
黄酒业同仁应该共同努力，把黄酒的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把黄酒之
美展示给世界所有热爱生活、赞美生活的人们。

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 宋书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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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5 日，五粮液（000858）市

值首次突破1万亿大关，成为深市

首个万亿级公司。此前，贵州茅台

（600519）在 2018 年首度市值破万

亿，此后一直雄踞酒业股榜首位

置。如今，酒业两强在A股万亿榜

碰头，一个为沪市酒业股第一，一

个为深市酒业股第一，而在A股整

体排名上，一个为第七，一个为第

八，横亘在前面的，并非制造业魁

首，而是属于垄断性质的银行股。

千门万类的A股企业中，酒业

的两个代表性企业远超诸多制造

业企业、科技型企业，这足以让酒

业人骄傲，但是，这样的体量与头

衔，真的代表酒业整体的发展质量

吗？高居于上，酒业是否还有其他

隐忧？实际上，观察生产企业有两

个维度，一个为其在资本市场的表

现，另一是在消费市场的表现。就

茅台和五粮液而言，两者的高速发

展都来自于2016年。

2016年10月的数据显示，茅台

体量约在 3700 亿元左右，而到了

2018年1月15日，贵州茅台开盘涨

0.64%，盘中一度涨至 798 元，茅台

市值首次突破万亿元。五粮液则

是自从 2016 年以来上市白酒企业

中唯一连续 19 个季度营收实现两

位数增长的企业，一直到今年 11

月，市值突破万亿。

从消费市场层面来看，2016

年，名酒头部企业纷纷渡过调整

期，进入“价值回归”的高增长时

代。茅台不仅年均增收达两位数

以上，还逐渐附加了金融属性，其

主力产品的实际零售价渐渐超过

官方指导价，这在行业之中堪称唯

一。五粮液方面，目前其实际零售

价还在追赶官方指导价之中。这

就说明，目前茅台仍是金融属性、

投资属性较强的产品，其他名酒其

发展更多体现于消费升级带来的

红利。

两强汇聚万亿榜单，在值得庆

贺的同时，也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

题。其一，证明酒业在加速分化，

目前除了茅台、五粮液之外，其他

名酒距离万亿的市值依然较为遥

远。本轮白酒股大涨中，除停牌的

*ST 皇台外，有 15 只白酒股收涨，

其中酒鬼酒、老白干酒涨停，伊力

特大涨9%。泸州老窖、洋河股份、

酒鬼酒与金徽酒四只白酒股也在

11月5日盘中创下历史新高（前复

权）。但是，对比规模以上白酒企

业多达1000家以上的数量，整体营

收体量与市值见涨的企业数量依

然只是极少数。

也就是说，乘着本轮消费东

风，能够实现快速成长的企业数量

并不多，头部企业与大多数中小型

企业之间的距离更为遥远了。

其二，制造业、科技产业受核

心技术影响较大，而基于地域文

化、基于传统农业技术、传统消费

习惯的白酒产业，具备一定抗风险

能力，但是未来依然有受到较大冲

击的可能。中美贸易摩擦中，华为

因缺乏核心技术而导致芯片供应

受到制约，进而影响到手机业务、

其他业务的保有量，证明了“技术

因素”对科技产业、传统制造业的

影响，而植根于传统农业的白酒产

业显然并没有这番顾虑，茅台、五

粮液远超其他类别生产企业高居A

股前列的案例，深刻显示了这点。

然而，消费习惯的转变、洋酒

对国内市场的侵袭已经逐渐显

现。这就意味着，若褪去其他因素

（金融、投资属性等），单纯回归到

消费市场本身，头部名酒企业在未

来仍会面临同业挑战。从另一方

面来讲，因消费升级而驱动的头部

企业上升潮，也会受到消费基础本

身变化的决定性影响。

雄霸A股
酒业真的无忧了吗？
千门万类的A股企业中，酒业的两个代表
性企业远超诸多制造业企业、科技型企
业，高居于上，酒业是否还有其他隐忧？

本报评论员 杨孟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