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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华夏酒报微信公众号。

2021 年，“十四五”规划开始实

施。浓香、酱香、清香三大香型白酒的

主产区所在地方政府，不约而同开始

推动新一轮产区建设。在政府的宏大

规划之下，三大产区的产能急剧扩张，

产业模式向着综合化的方向发展，在

推动兼并整合以扩大规模的同时，产

业发展目标更高、更远。

动辄1000 亿元、2000 亿元以上的

发展目标，无疑将在日益分化的时代

圈定全行业大部分的营收和利润。这

种产区化建设的一个影响，即竞争主

体可能会以企业依托产区的形式来实

现。

不过，除政府意志、政策推动之

外，市场化的因素仍不可忽视。庞大

的产能与营收目标之下，需要有更为

庞大且不断上升的消费市场来支撑。

茅台效应影响？多个千亿级产区加速建设
业界认为，产区所在地方政府大力扩能，是站在“酒业消费持续向好”的角度出发，
实际上，酒业目前分化严重，即便一些老牌名优酒类也产生了分化，这些预期中的扩能，
能否为未来的市场所消化？这将是决定产区建设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

本报首席记者 杨孟涵 发自北京

一方面，地方政府在打造产区的

过程中，把扩大产区内企业的产能和

规模作为重要目标加以推进，另一方

面，却要面对着行业越来越分化，消费

向少数企业集中的趋势。

2020年开始，泸州谋划生成和加

快推进泸州老窖酿酒工程技改项目、

郎酒二郎酱酒基地系列技改及配套工

程项目等6个100亿级项目建设。

泸州产区，以泸州老窖为首的酒

企正在不断扩大产能规模。总投资

120亿元的泸州老窖酿酒工程技改项

目，已建成窖池2万口，建成年产优质

固态纯粮白酒10万吨、酒曲10万吨和

储酒38万吨项目；正在建设12万吨智

能化包装项目。项目全部建成投产

后，将实现在白酒行业中固态白酒酿

造规模、智能化酿造技术水平、车间自

动化程度领先发展。

郎酒方面，预计现在推进的技改

与扩能项目，未来将形成5万吨优质

酱酒年产能。

此外，泸州围绕白酒全产业链上

下游、左右端启动招商引擎。目前，一

个个百亿级项目正在落地生根发展；

一批50亿级、20亿级、10亿级的酒类

项目已成投资意向，正准备落户泸州。

贵州方面，茅台201厂3万吨酱香

系列酒技改工程及配套设施、习酒1.9

万吨技改、国台酒庄1万吨优质酱香

型白酒技改、鸭溪酒业年产5万吨白

酒技改、岩博酒业1万吨人民小酒扩

建及配套设施建设、联美集团安酒2

万吨酱香型白酒技改、董酒4万吨产

能扩建、珍酒扩建工程（二期）、金沙酒

业1万吨酱香型白酒扩建、步长集团

洞酿洞藏酒业5000吨酱香型白酒技

改、小糊涂仙酒业3000吨浓香型白酒

及配套、金沙古酒1万吨技改二期、劲

牌酒业新增1.5万吨酱香型白酒技改、

平坝酒厂6000吨基酒生产扩能、无忧

酒业年产2000吨技改、青酒二期技

改、都匀匀酒年产1万吨迁建等项目

建设都已列入了“十四五”相关规划。

业界认为，产区所在地方政府大

力扩能，是站在“酒业消费持续向好”

的角度出发，实际上，酒业目前分化严

重，即便一些老牌名优酒类也产生了

分化，这些预期中的扩能，能否为未来

的市场所消化？这将是决定产区建设

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

愈加分化，总产能扩张+优质酒集中

三大产区政府的建设规划之中，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川、黔两地，这两个

地域接壤的产区，其十四五发展目标

均超过千亿，而一水同源的赤水河，又

把遵义、泸州两个子产品紧密相连。

四川产区的“十四五”规划目标，

加上贵州产区的十四五目标，两者相

加将达到7000亿元以上，意味着将占

据中国酒业的绝大多数。

其中，四川制定了“浓酱并举”的

发展策略，其整体营收规模目标更

高。白酒分析师蔡学飞指出，四川一

向是浓香大省，又有一部分属于赤水

河产区，而且其实酱香是浓香调味酒

的一种，本身四川的酱香酿造工艺就

很发达，从此次发布的举措来看，未来

会对以郎酒为代表的赤水河产区内酱

酒企业做政策倾斜，利好酱香酒发展。

例如，在香型建设上，四川提出除

了巩固浓香型白酒优势地位以外，要

做大酱香型白酒产能。在培育壮大川

酒品牌上，除了“六朵金花”以及“十朵

小金花”，意见稿中还提出打造原酒龙

头企业和优质品牌，提升原酒市场话

语权和资源控制力。

在原料基地建设方面，提出推广

“企业+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扩大

本地有机红粮、小麦生产规模，提高基

地产业化经营水平。推动名优酒企、

高校、科研院所等开放合作，加强酿酒

高粱、水稻、小麦、玉米等酿酒专用粮

新品种的选育、引种和示范推广。

此外，四川的规划中还提出促进

跨界融合发展。谋划深入挖掘川酒文

化内涵外延，推动川酒+川菜、川茶、川

景等跨产业、跨领域深度融合。

贵州提出“发挥贵州茅台领航优

势，打造贵州酱酒品牌梯队”将成为今

年贵州酒类产业的重要工作方向。

值得关注的是，为打造优质产业

竞争新优势，贵州的发展规划不仅关

注了酱酒板块，还优化提出了要发展

啤酒、葡萄酒等饮料酒产业，并且对提

升环境治理、构建和谐营商关系等都

有所涉及。

四川产区重点在于宜宾和泸州，

贵州产区重点则在于遵义（下辖仁

怀），其中四川的泸州产区与贵州的遵

义产区接壤。在酿酒环境上，四川所

主张的“白酒金三角”涵盖了川、黔大

部分产区，也是目前中国酒业最为集

中、产值最高的一个部分。这意味着，

这两大产区的建设规划将对中国酒业

的未来产生巨大影响力。

川黔并行，浓、酱两大产区将成焦点

在新一轮的建设之中，酒业的作

用被放大，产区的目标被放大——动

辄千亿元以上的蓝图，体现了地方政

府对于白酒产业的美好期许。其中，

四川、贵州，各自定下超千亿的发展目

标。

四川方面，宜宾和泸州两大产区

在十四五末的目标，加起来超过4000

亿元。

泸州方面，计划到2025年，全市

白酒营业收入突破1500亿元、酒业园

区实现营业收入1500亿元，甚至已描

绘出更远的目标：到2035年，全市白

酒行业营业收入达到2500亿元，利润

实现500亿元。

具体项目打造上，泸州将以郎酒

二郎酱酒基地系列技改及配套工程项

目等“6个100亿”项目为抓手，实现

“六个打造”（打造世界一流的白酒产

区、打造世界一流的白酒产业园区、打

造世界级白酒企业集群、打造世界级

优质白酒原产地、打造世界级优质白

酒品牌集聚区、打造世界级白酒绿色

发展示范区），抢占未来白酒产业发展

制高点。

宜宾方面，该市工业和军民融合

局副局长李强表示，在“十四五”末，宜

宾的白酒产业规模要突破2500亿元，

五粮液集团要进入世界500强，宜宾

将建成“中国白酒第一城”。加固浓香

产区的绝对优势，扛起传承坚守浓香

工艺，引领带动消费的大旗。

李强强调，作为我国跨千亿的白

酒产区，宜宾市委、市政府历来高度重

视白酒产业发展，坚持把白酒产业列

为经济支柱产业打造。“十四五”期间，

根据规划以宜宾酒的产能优势，将由

2019年的67,67万千升产量，提升到

120万千升。尤其从品牌和质量上高

度重视，未来更加关注研究白酒的产

业链发展。

贵州方面，据《贵州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纲要》透露，到2025年，

贵州白酒产量计划达到60万千升，白

酒产业产值计划达到2500亿元。

“纲要”提及，要以“百亿产值、千

亿市值”为目标，培植、提升习酒、国

台、金沙、珍酒、董酒等一批在全国具

有较强影响力骨干企业，加快推动企

业上市，培育一批国家级、区域级知名

企业。

山西吕梁方面，2021年政府工作

报告中制定了“争取五年内实现白酒

产能50万吨、产量50万千升、销售收

入500亿元”的目标。

目标放大，浓、清、酱主产区疾奔千亿

这些产区所在地方政府对于酒业

的力推，与对地方经济的长远规划有

关，也与部分优质酒企所体现出来的

“输血”能力有关。

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茅台，通过无

偿划转股权形式，地方政府借此套现

可达千亿。

2020年12月23日晚间，贵州茅

台（600519）发布公告，根据贵州省国

资委的相关通知要求，茅台集团拟通

过无偿划转方式将持有的公司5024

万股（占贵州茅台总股本的4.00%），

划转至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

公司（贵州国有资本公司）。

此前，通过茅台方面的无偿划转，

贵州国有资本公司已套现约700亿

元，按照这一次划转的规模和当前的

股价，预计若贵州国有资本公司继续

套现的话，还将有几百亿到千亿的收

益。

茅台的案例无疑大大刺激到一些

产区所在地政府，而另一方面，部分地

方经济对酒业的倚重，也让政府对扶

持酒业、整合酒企产生了极大动力。

仁怀、宜宾、泸州等中国白酒重要

产区，酒业经济在地方经济中占比极

大，往往让地方政府倚为支柱产业。

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酒业自然在地

方经济发展规划中占据重要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在发展

产业的过程中，多注入政策力量来进

行推动，而整合资源、扩大规模又成为

主要形式。

例如，四川省的规划中，提到支持

泸州、宜宾加快建成世界级优质白酒

产业集群，支持符合条件的园区创建

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对应的政策以及

资源会向上述白酒产业集群区域进行

倾斜。

除了在政策上支持和引导外，一

些专项资金也注入支持。例如，围绕

建设全国最大的清香型白酒产业核心

区，吕梁启动一期储酒基金2亿元。

业界认为，优质白酒企业的盈利

能力、对地方经济的带动能力，为地方

政府所看重，因此，依托地域禀赋发展

产区，就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决策，而

推动产区内企业的做大做强，又成为

地方政府眼中快速提升经济乃至于变

现的重要手段。

倚重酒业，茅台效应影响地方政府决策？

进入2021年，各省逐次推动“十

四五”规划，一些酒业发达的省份和地

方政府，更是将酒业作为“十四五”规

划的重点而单列出来。这其中，四川、

贵州、山西三省尤为突出。

今年1月29日，贵州省十三届人

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贵州省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其中，关于

酒业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打造优质产业

竞争新优势。

这份“纲要”提出：一要做强做优

白酒产业，二要稳步扩大酱香型白酒

产能。

“纲要”明确表示，要做大做强茅

台集团，力争把茅台集团打造成为贵

州省内首家“世界500强”企业、万亿

级世界一流企业。“纲要”还进一步表

示，要以“百亿产值、千亿市值”为目

标，培植提升习酒、国台、金沙、珍酒、

董酒等一批在全国具有较强影响力骨

干企业，加快推动企业上市，培育一批

国家级、区域级知名企业。

今年2月24日，四川省经济与信

息化厅发布关于征求《推动四川白酒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

见稿）》。

从十二个方面提出加快四川省白

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全国白酒全

产业链示范区的建议举措。

这份意见，提出了加快技术改造

升级、产业创新、市场拓展、质量安全、

人才队伍建设等多方面的规划，在推

动产业聚集发展上，提到支持泸州、宜

宾加快建成世界级优质白酒产业集

群，支持符合条件的园区创建国家级

经济开发区，对应的政策以及资源会

向上述白酒产业集群区域进行倾斜。

在具体的举措上，这份“意见稿”

除了继续强化培育优势品牌以外，还

涵盖了推动酿酒专用粮基地建设、融

合发展等多个层面的计划，可谓是一

份综合发展的“计划书”。

作为清香型白酒的主产地，山西

吕梁市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

提出要打造“清香型白酒生产基地和

酒文化旅游胜地”，并制定了“争取五

年内实现白酒产能50万吨、产量50万

千升、销售收入500亿元”的目标。

从贵州、四川、山西吕梁三地政府

相关规划可以看出，除了着重扶持名

优企业外，打造产区整体势能也成为

重点，这无疑是“产区概念”不断深入

影响的结果。

政府力推，酒业十四五规划着重产区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