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宣布涨价的酒企情况

品牌

五粮液

洋河

郎酒

泸州老窖

山西汾酒

涨价情况

新一代普五出厂价定为899元 /

瓶，较上一代提升了100元

大幅提高蓝色经典全系列和双

沟珍宝坊的供货指导价，部分产品的

最高涨幅将超20%

三年内分六次提价，未来青花郎

的目标零售价为1500元/瓶， 目前市

场指导价为1198元/瓶

价格方面会紧跟五粮液，考虑择

机提升终端零售价

分两次上调青花汾酒的开票价、

终端供货价和终端建议零售价，调价

后终端建议零售价上调30元/瓶

一季度营收情况

实现营收176亿元

同比增长26.57%

实现营收108亿元

同比增长14.18%

暂缺

实现营收41.69亿元

同比增长23.72%

实现营收40.57亿元

同比增长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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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企业淡季上演“提价接力赛”

□信息时报记者 陈雅菲

本应是酒类销售淡季， 却接连传出酒企提价的消息。

近日，五粮液、洋河、郎酒等多家酒企相继发出“涨价宣

言”，向“千元阵营”逐步靠近，力争将品牌价值和营收再创

新高。对此，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此轮涨价基于各酒企一季

度靓丽的业绩，望借此拉开和区域酒企的差距，并争夺千

元档次的市场空间。此番涨价后，行业马太效应或将加剧。

在 5 月 20 日“2019 经典五粮

液跨版仪式”上，备受市场关注的

第八代经典五粮液(

普五

)宣布正式

上线生产，而第七代经典五粮液正

式停产，第八代经典五粮液将于 6

月中上旬进入全国各个经销网点

和终端门店。

对于第八代经典五粮液的价

格，五粮液在 5 月 10 日的 2018 年

度股东大会上曾透露第八代普五

的出厂价为 899 元/瓶， 而第七代

普五的出厂价为 789 元/瓶， 新一

代普五的出厂价提升了百元。记者

查询五粮液年报发现，高价位酒在

五粮液股份公司的营收占比中高

达 75%以上，2018 年的营收贡献超

过 300 亿元。

记者注意到，在 5 月上演提价

的并非只有五粮液一员。 5 月 14

日，泸州老窖回应称价格方面会紧

跟五粮液，在保证渠道从足利润的

前提下， 考虑择机提升终端零售

价；5 月 15 日，郎酒也抛出了一份

分阶段涨价方案，称将在三年内分

六次提价，未来青花郎的目标零售

价为 1500 元/瓶，而目前青花郎的

市场指导价为 1198 元/瓶；洋河方

面， 称从 5 月 21 日起将大幅提高

包括海之蓝、天之蓝、梦之蓝在内

的蓝色经典全系列以及双沟珍宝

坊的供货指导价，部分产品的最高

涨幅将超 20%。

除了上述的几大白酒高端品

牌，汾酒也就接力涨价。据悉，汾酒

在 5 月 17 日起对 48°和 53°青花

30 汾酒上调开票价、 终端供货价

和终端建议零售价，上调之后终端

建议零售价为 738 元/瓶； 而在 7

月 1 日起将对上述价格再次提升，

调整后开价上调 20 元/瓶，终端供

货价上调 10 元/瓶，终端建议零售

价上调 30 元/瓶。

酒企淡季接连提价

部分产品涨幅超两成

“多家酒企业率先开启中高端

产品涨价潮。 从涨价幅度来看，小

幅稳涨为主，涨价幅度在 15%~20%

之间。 从行业内来看，目前白酒趋

势向品牌、名酒、中高端集中。 ”东

海证券在研报中分析称。

据记者了解，白酒品牌涨价已

并非新鲜事，但 5 月本应是白酒品

牌的销售淡季，企业们像是集体计

划好一样， 接连传出涨价的消息。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近段时间白酒

品牌“涨声不断”，一方面是基于今

年一季度成绩理想，给了酒企涨价

信心；另一方面与飞天茅台不断被

炒高有关。

资深战略定位专家、九德定位

咨询公司创始人徐雄俊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近段时间宣布涨价

的都是位于行业前列的白酒品牌，

这很大程度上受龙头企业茅台的

影响，其他跟进者不想和龙头企业

的差距拉得太大，这一定程度上也

反映了中国白酒文化的品牌张力

在持续上升。 另一方面，目前整个

白酒行业的原材料成本、人力成本

等也在增长，为了合理利润空间涨

价也是大势所趋。

白酒行业分析师蔡学飞则认

为，本轮各白酒品牌集体涨价很大

程度上是今年一季度报出来后的

理想表现给了酒企涨价的信心，并

希望借此拉开和区域酒企的差距，

并争夺茅台涨价之后腾出的千元

档次的市场空间。

记者翻阅上述提价的酒企

2019 年一度报发现，五粮液一季度

实现营收 176 亿元， 同比增长

26.57%， 实现归母净利润为 64.75

亿元，同比增长 30.26%；洋河一季

度实现营收 108 亿元， 同比增长

14.18%， 实现归母净利润为 40.21

亿元，同比增长 15.7%；泸州老窖一

季度实现营收 41.69 亿元， 同比增

长 23.72% ， 实现归母净利润为

15.15 亿元，同比增长 43.08%。

而招商证券在 21 日的研报中

表示， 近日多家酒企纷纷传出提

价新闻， 市场颇为关注， 认为涨

价多为厂商引导一批商供货价上

调， 意在改善渠道利润， 为中秋

旺季顺利回款做好准备。 同时，

其在研报中还提到龙头企业茅台

的价格。 目前飞天茅台的批价普

遍报 1900-1950 元， 较上周持平，

猪年生肖、 精品茅台批价 2700 元

左右， 市场供需继续紧张。 预计

随着直营投放， 飞天批价将出现

回落。

业绩理想给“底气”

拉开区域酒企距离

由此看来，这波涨价行情并没有按下暂停

键的想法。涨价过后，行业将会有什么变化？市

场又是否会为涨价买单？ 如今，白酒行业结构

性增长，高端白酒量价齐升。 白酒行业呈挤压

式增长，份额向名酒集中。 根据德邦证券在研

报中提供的数据，2018 年全国规模以上白酒

企业完成酿酒总产量 871.20 万千升，同比增长

3.14%。 茅五泸高端产品收入占比由 2012 年的

11.2%不断提升至 2018 年的 19.0%。 高端白酒

市场竞争格局好，呈扩容趋势，预计未来 3~5

年量价齐升。

在白酒行业呈结构性增长之下，品牌力强

的名酒强者恒强，新时期品牌力将是名酒竞争

的重要因素。 东海证券在研报中指出，高端白

酒的市场格局正在快速建立，未来白酒行业强

者恒强的态势将越来越明显。

“这一轮白酒企业涨价， 就是要利用品牌

和产品的优势，快速建立起高端白酒的市场格

局。 而这轮涨价形成的市场格局，可能会决定

中国白酒未来的发展态势。 但是，涨价有可能

会使得产品销售脱离原来的价格带，进而使得

产品原有消费者流失。 涨价只是一种行为，最

后成功与否都要看市场是否买单和消费者接

不接受。 ”蔡学飞表示。

徐雄俊则说：“现在涨价的主要还是一二

线品牌，拥有一定的品牌价值，而一些区域酒

企的品牌溢价价值比较低，所以不敢随随便便

就涨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场经济下，如

果白酒品牌持续涨价，涨到了一定高度后受市

场调控，一定会往下跌的，这是符合市场规律

的。

在资深食品产业分析师、中国品牌研究院

研究员朱丹蓬看来,对白酒企业而言，无论是

为了提升品牌形象，还是拉动业绩，涨价都是

它们的一项重要策略。 但从长期来看,过于猛

烈的涨价势头对市场及消费者来说，并不是一

件好事。 如果品质没有太大变化，价格却不断

上涨，会引起消费者的反感。 对于白酒行业未

来的发展趋势，朱丹蓬认为今年整个中国白酒

还会继续进行分化，在分化的过程中，很多中

小型白酒品牌就会抱团，这是中国区域性白酒

以及中小型白酒生存现状的缩影。而白酒行业

要朝着健康有序良性的轨迹继续发展，必须以

品质为先，品牌跟上，渠道作为补充，供应链作

为保障。

马太效应加剧

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分析

现象

趋势

食品·行业

2019.5.22��星期三

INFORMATION TIMES

B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