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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粮液集团（股份）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2022 年，对于四川来说是极不寻

常的一年，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反复、高

温缺电、需求疲软等多重困难叠加。

越是在关键时期，越要扛起担当、

展现作为。五粮液集团全力以赴拼经

济、搞建设，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

好”的稳健发展势头，实现疫情防控和

生产经营双胜利，实现稳定增长和布

局长远双统筹，实现经济总量和发展

质量双提升。

白酒作为中国传统优势产业，已

连续多年保持稳健的增长态势，验证

了穿越经济波动周期的能力。面对当

前疫情防控转型，经济开始上行，五粮

液基于行业态势和自身动能研判：酒

业正在经历变革与调整，但稳中向好、

稳中有进的趋势没有改变，即将迎来

新一轮战略机遇期。

自2016年以来，中国白酒在企业

数量减少近 4 成、产业接近减半的同

时，2021年白酒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

分别为 2016 年的 0.98 倍和 2.14 倍，中

国白酒向头部企业集中，向优势产区、

优势企业、优势品牌集中的趋势十分

明显。为此，五粮液启动了“345”高质

量倍增工程，进一步擦亮“大国浓香、

和美五粮、中国酒王”的金字招牌。

川酒在全国白酒行业中产量、销

售收入、利润总额占比逐年上升，产量

占比从 2016 年的近 30%提升至 50%，

销售收入占比从36%提升至近60%，利

润总额占比从27%提升至近40%。以

五粮液为代表的川酒上市企业在全省

白酒中的占比显著上升，销售收入占

比从 2016 年的 17%提升至近 30%，利

润总额占比从2016年的58%提升至超

70%。白酒行业加速向优势品牌、优势

企业、优势产区集中，整体效益持续提

升，展现出强大的活力。

从自身维度看，作为中国浓香型

白酒典型代表和龙头企业，五粮液行

业地位稳固，发展势头稳健。数据显

示，2022年1～10月，五粮液集团销售

收入、利润总额继续保持两位数稳健

增长，销售收入在全省规上白酒企业

占比48%、利润总额占比近53%，利润

总额增速高于销售收入增速，发展质

效持续提升。更为重要的是，当前四

川及宜宾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大力实施

优势产业提质倍增计划，聚焦在优势

产业高端化上做文章，加快创建世界

级优质白酒产业集群，川酒振兴迎来

历史窗口期。今后，五粮液将在“工业

兴省”上当好主力军，在振兴川酒和中

国白酒走向世界上展现更大的担当作

为。那么，如何展现担当作为？

首先是坚定做强做优做大，打造

白酒行业首家世界500强企业。“十四

五”期间，五粮液集团深入实施“做强

主业、做优多元、做大平台”发展战略，

加快实现“5111”发展目标，加快打造

世界一流企业。

其次是坚定聚焦酒业主业，巩固

提升中国白酒领军地位。酒业要以

“品质为基、文化铸魂、守正创新”为遵

循，大力实施“135”战略，落实好四川

省委、省政府“优势产业提质倍增计

划”“共建世界优势白酒产业集群”的

要求。

第三是坚定优化多元产业，打造

行业领先的白酒产业生态圈。多元产

业坚持以服务酒业主业为价值取向，

紧密围绕白酒产业生态圈打造，加快

转型升级和“瘦身健体”，持续补链强

链延链，着力做大做强现代物流、现代

包装、金融投资，持续优化现代制造产

业布局，有序推进健康产业发展，切实

增强白酒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整体

竞争力。

努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酒业样本

1 月 10 日，华润啤酒（00291.HK）

发布公告称，公司全资附属公司华润

酒业控股有限公司已完成收购贵州金

沙窖酒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沙

酒业”）55.19%股权。至此，金沙酒业

成为公司的间接非全资附属公司。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公告发布的

同一天，除了股权发生变更外，金沙酒

业的负责人和高级管理人员也发生了

变更。据企查查信息显示，原金沙酒

业董事长张道红出任副董事长，华润

啤酒执行董事及首席执行官侯孝海出

任金沙酒业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这

也是自2018年华润“染白”以来，侯孝

海第一次出任白酒企业的董事长，足

见其对金沙酒业重视。而这份重视的

背后，也显示出华润啤酒对做大做强

白酒行业的决心。

那么，未来华润还会继续深耕白

酒产业吗？让我们把时间先回拨到

2022年10月25日。

这一天，华润啤酒发布收购金沙

酒业公告，并召开了线上媒体座谈

会。会上，侯孝海谈到，华润啤酒做白

酒是有三个出发点的：首先是华润集

团作为一个央企，做非啤酒产业是华

润啤酒聚焦酒类、做大主业的必然选

择；其次是通过做白酒，推进央企与地

方企业的合作，持续和地方企业互相

合作赋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再次

是华润啤酒着眼于做世界一流酒类企

业的发展所需，华润啤酒向白酒的扩

展，顺应了全球酒类发展大势，符合全

球啤酒企业发展的方向。

由此来看，华润“染白”不仅是现

在进行时，也必定是将来进行时。但

具体怎么做？在随后举行的华润啤酒

渠道伙伴大会给出了答案。“通过重点

布局啤酒、发展啤酒+白酒双赋能模

式。”侯孝海进一步指出，华润在白酒

业基本上是“1+N”布局：“1”是指要有

一个全国的龙头企业或者龙头品牌，

“N”是指有数家在大区里面能够形成

区域龙头的企业和品牌。

显然，基于已收购的白酒企业构

成分析，这个“1”可能就是金沙酒业

了，但“N”还远远不够，只有景芝和金

种子两家企业，着实也达不到数家的

标准。所以，下一步一定会有更多的

白酒成员加入华润啤酒的大家庭中。

那会不会在今年“迎新”？“我们并

不追求布局的扩大化，只追求布局的

优质化。”侯孝海曾公开表示，公司会

把主要精力放在运营和赋能白酒，但

不会一直买买买，如果有好的标的、好

的机会、好的估值、好的未来，华润啤

酒会积极争取。但要掌握一个度，以

平衡公司收购和运营能力，不能过快。

不容忽视的是，2023 年对华润啤

酒甚至是其母公司来说，都是极具重

要意义的一年。今年，不仅是华润涉

足啤酒行业的第 30 年，也是华润（集

团）有限公司成立的第40年、华润创立

的第85年。

“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锚定世界

一流，在深化改革上向纵深发展上做

表率。”华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祥明在癸卯年的新年献词中写道，今

年将按照“重塑华润”和“1246模式”的

要求，不断检讨能力短板，探索能力建

设之道，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

那么未来，如何谱写更加绚丽的

酒业华章？侯孝海已明确指出，华润

啤酒不仅要做高端啤酒的领军企业，

还要打造一家酒业多元化的集团企

业。未来，啤酒有“新世界”，白酒也一

样有“新世界”，而这次，把具有更多可

能性的新世界徐徐展开在大众面前

的，是华润啤酒。

“淘”了金沙，华润还会继续“染指”谁家？

勃艮第期酒的年度品酒会不像以

往那样成为一场马拉松，一方面原因

是数量不多；另一方面是价格很高，而

且越来越高。勃艮第葡萄酒非常好，

而且物有所值，但现在它开始让波尔

多葡萄酒看起来相当便宜。2021年份

的勃艮第白葡萄酒、红葡萄酒非常符

合它们的地位，但葡萄或散装葡萄酒

的价格几乎翻了一番。一位英国进口

商表示，他们不会以这个价格购买入

门级葡萄酒。这就是现在的情况：价

格飙升，但2021年份葡萄酒仍然会卖

出去，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小年份。

2022 年份勃艮第产量更大、酒质

更好，但一个更大的年份不足以填满

空荡荡的酒窖，价格将再次上涨。一

些酒庄因为2021年产量不大，就提高

了2020年份的价格，并在2021年份再

次提高价格。

2022年份葡萄酒的最终价格要到

2023 年 4 月底才能确定，所有交易都

在该地区的葡萄酒管理机构 BIVB 注

册，这是一个卖方市场。一位生产商

形容这对于酒农来说是“非常好的时

期”。就价格而言，夏布利（Chablis）也

处于同样的地位。一位商人表示：“夏

布利葡萄的价格翻了一番，如果你必

须购买葡萄，那么入门级夏布利酒的

价格不可能低于10欧元一瓶。目前，

不得不购买葡萄的人看起来不如那些

拥有自己葡萄园的人更划算。”

大的酒商通常有自己的葡萄园，

但他们可能会购买75%或更多来满足

需求。一位勃艮第葡萄酒进口商指

出，酒商实际上并没有从这些高零售

价中赚到更多的钱。如果你能负担得

起，对于勃艮第爱好者来说，这也是一

个非常好的时期，因为21世纪的葡萄

酒非常美味。这是一个经典年份：平

稳、酸度好、透明，不同产区之间的差

异在口感上很明显，比2020年更清晰。

影响产量的决定性问题是霜冻。

Albert Bichot 酒 庄 的 Alberic Bichot

说，春天有三个晚上的气温下降到-

3℃到-5℃。“在这种温度下你束手无

策。在-1℃或-2℃点上火把会有所

帮助，但在-5℃就不行了。”

霞多丽受到的冲击最大，损失了

50%～80%的产量。在慕丝园（Clos

des Mouches）占地0.75公顷的葡萄园

里，Bichot 只挑选出了两箱霞多丽。

法 维 莱 酒 庄（Faiveley）的 Jérome

Flous 表 示 ，在 博 讷 丘（Côte de

Beaune）的一些霞多丽产区，产量仅5

升/公顷，比正常年份低10倍。在以灰

皮诺为主的夜丘（Côte de Nuits）损

失较小，为 20%～40%。但即便如此，

也是非常低了。

近年来较成熟的年份将勃艮第风

味推向了不同的方向，但在2021年，夏

布利尝起来像夏布利——有咸味，结

实；金丘（Côte d'Or）尝起来更像金丘

——富矿物味，酒体紧致。白葡萄酒

的表现特别好，比2022年份集中度更

高。它们更像是 2014 年份或 2020 年

份，这不是一个伟大的年份，但从中期

来看，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愉悦的年份。

红葡萄酒总体上活泼、透明、精

确、芳香，酒体轻盈，不需要很长时间

的陈酿，甚至有些现在喝起来已经非

常出色。不过，它们仍然能够陈年足

够长的时间。

2021年份勃艮第酒，涨价不愁卖

本报记者

Wine-searcher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