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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股价上演“过山车” 股价下跌未影响售价
本报记者 刘旺 孙吉正 北京报道

股市犹如过山车， 茅台猛涨之
后暴跌，目前已趋于平稳？
11 月 16 日，贵州茅台（600519.
SH）（以下简称“茅台”）股价持续上
涨， 截至收盘共上涨 4.51%， 报收
719.11 元 / 股， 市值也一度突破了
9000 亿元大关。

但就在人们对“万亿市值”满怀

面的影响。

售价仍稳

憧憬时， 茅台股价突然开启了暴跌
模式。11 月 17 日至 11 月 24 日的六

“现在的酒价上涨以及终端无
货是囤积炒作导致的， 如果把这

股价的下跌对于市场茅台酒的销售价格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个交易日期间，茅台市值蒸发 1000

种由囤积炒作导致的价升量增理

11 月 16 日， 茅台股价突破

多亿元。 截至发稿前，茅台股价维持
在 630 元 ~650 元左右。
针对茅台现象， 否极泰基金创

解为基本面的真实状况， 可能形
成错误判断。 ”他说。
《中国经营报》记者就相关市场

700 元。 当天收盘后，新华网发表
文章 《理性看待茅台的股价》直

始人董宝珍曾公开表示， 目前资本

问题致电茅台并发送采访函， 截至

市场对茅台的乐观情绪是受到基本

发稿前仍未收到回复。

“
人情”产业链
不是熟人根本就拿不到货，拿到了货还要欠人家（经销商）人情。

言：“一意孤行推动茅台股价高歌
猛进，为一己之利，而破坏延续多
年的良性格局， 是否有竭泽而渔
的嫌疑？ ”而就在当晚，茅台也发
布风险提示公告， 提醒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不要

2017 年，在行业龙头茅台的带
领下， 上市酒企不管是酒价还是股

价格为 1299 元 / 瓶，但是大多数零
售商户一瓶都能够卖到 1700 元左

同 比 增 长 59.4% ； 实 现 营 业 利 润
286.37 亿元,同比增长 57.78%；对应

盲目跟风。
果不其然， 自 11 月 17 日之

价均在集体回暖。
茅台第三季度的营收和净利润
分别增长 115.95%和 138.41%。 而茅

右， 尤其是中秋节和国庆节期间，
能卖到 2000 元左右。 一些纪念酒

每 股 收 益 15.91 元 , 同 比 增 长
60.38%。

后的六个交易日， 茅台股价暴跌
至 662.23 元 ， 最 大 累 计 跌 幅 达

业绩表现抢眼也引起了各大券

台股价截至 11 月 16 日收盘已突破
了 700 元， 当天最高值更是达到了
719.96 元 / 股， 市值也一举突破了

在他看来，飞天茅台的稀缺性
是价格昂贵的主要原因。“一些大
的经销商都是提前打货款，不过也

商机构的注意。 茅台发布三季报之
后，中银国际、天风证券、中泰证券
和中金公司分别将贵州茅台目标价

13.57%； 市值也跌 至 7914.55 亿
元，缩水上千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股价的下跌
对于市场茅台酒的销售价格并没

9000 亿元大关，股民们纷纷沉浸在

不能及时到货， 经常处于缺货状

上调至 750 元、800 元、810 元和 845
元人民币。 而安信证券更是将目标
价上调至 900 元。

告 诉 记 者 ：“飞 天 茅 台 近 两 年 疯
涨， 在市场上已经形成了高价热

“万亿市值”的憧憬中。 尽管经历了
连续六个交易日的暴跌， 茅台股价

的价格更高。 ”

态。 加上有囤货现象的存在，使得
市面上的飞天茅台更加稀缺。 ”该

仍维持在 630~650 元左右。

经销商表示。

业绩猛增加上各大券商的“买

白酒营销专 家 蔡 学 飞 分 析 认
为，“茅台现象离不开其市场表现情
况，酒价上涨、市场供不应求、业绩
表现出色， 均是茅台股价猛涨的催

在另 一 位 杨 姓 烟 酒 零 售 商 眼
中， 飞天茅台囤货分销的市场情况，
已经成为了一种
“
人情”产业链。“
一
般有顾客买飞天茅台， 交付定金以

入评级”也确实带动了股价的猛涨。
就在三季度报告发布的两天后，茅
台市值就首次突破了 8000 亿元，随
后茅台仅用了 20 天的时间，市值就

化剂。 同时茅台股价下跌，也与其投

后，我们就要去一些大的经销商那里
去
‘
倒货’，有时候一家经销商没有库

突破了 9000 亿元。

资价值超过了消费价值不无关系。 ”
在券商机构看来， 对于后期茅
台股价的发展， 很大一部分受飞天

存或者不愿出售，还要另外找好多家
去
‘
求货’，过程极其复杂。 但实际倒

售价已经带有了一种金融属性，成
为了许多人去炒去投资的东西。 ”

茅台价格波动的影响。 中金在线给
出的评测中指出，“飞天茅台价格接

手卖掉却挣不到多少钱，飞天茅台猛
涨，我们拿货也要 1600 元 ~1700 元

在金融界分析专家魏瑞 看
来，6 月份允许外资进入中国股市，

近 2000 元 / 瓶，其他品牌价格大幅
上涨， 才是景气达到高点的指标

左右，卖出去并不能赚多少钱。”该零
售商说，
“
酒的价格越高， 货越少，我

也是茅台股价猛涨的重要原因。 魏
“
外资进入中国股市， 由于
瑞 说：

……只有当飞天茅台的市场价格快
速涨到 1800 元 / 瓶以上， 甚至是
2000 元 / 瓶时，高端白酒行情才有
结束的风险。 ”

们的利润就越低。并且不是熟人根本
就拿不到货，拿到了货还要欠人家一
个人情。 ”
记者了解到，10 月 25 日，茅台

对市场的不了解， 首先进行的就是
大量购买龙头企业的股票， 加上国
家提倡价值投资， 茅台等便成为了
外资的主要目标。 外资的进入同时

河北地区一 位 高 姓 白 酒 经 销
商对记者说：“飞天茅台官方管控

发布 2017 年三季度报告显示，公司
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424.5 亿元,

也带动了中国股民的市场热情，导
致茅台股价随之上涨。 ”

蔡学飞对记者说：“飞天茅台的

继重启超高端白酒品牌“
菁翠”
之后，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水井坊”，600779.SH）为重归
高端白酒阵营再次布局。11 月 27 日，
水井坊又重金赞助央视综艺节目，这
距推出新品
“
菁翠”尚不足两周时间。

潮， 消费者对飞天茅台已经形成
了‘贵’的认知。 并且股价下跌这
样的消息， 并不能和供不应求的
市场现状相互对冲。 除非囤货的
经销商进行抛售， 不然想要降价
并不容易。 ”
白酒营销专家肖竹青认为，
茅台酒供不应求的现状并未改
变， 并且， 茅台酒社会库存应该
不多， 所以应该不会存在抛售等
现象。
而对于市场缺货现象，茅台也
一直在加大供货量。 据悉，2017 年
上半年，茅台已投放白酒 1.3 万至
1.4 万吨。 而根据 2017 年三季报数
据， 茅台第三季度投放大约在
9000~10000 吨之间。 同时，茅台还
宣称，为降低市场供需矛盾，维持
茅台酒终端销售价格稳定，将允许
经销商提前使用 2018 年的计划。
而在股市方面， 茅台暴跌则
影响到了行业内其他酒企股价走

水井坊重启超高端 翻身仗难打
本报记者 李向磊 吴容 北京报道

有太大的影响。 上述杨姓零售商

事实上， 作为曾经力推高端化
的酒企， 水井坊已经跌出一线白酒
阵营。 如今其种种举动目的都非常
明确，即重新回到一线白酒行列。 不
过，据水井坊方面透露，公司核心产

求将核心产品提升到更高价位，并
持续推出超高端产品。
白酒专家蔡学飞表示， 中国高
端白酒市场格局已经形成， 水井坊
此时想切分出一块市场难度较大，

品仍然是井台和臻酿八号等次高端
产品，营收占比约 90%，高端产品营
收占比期望达到 10%以上。 未来，力

且高端白酒品牌的诞生具有偶然性
和必然性，而水井坊体量较小，难以
持续大量投入资源打造品牌。

六个交易日期间，茅台市值蒸发 1000 多亿元。 而市场上飞天茅台的价格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本报资料室 / 图

势。 魏瑞 分析认为：“茅台属于
蓝筹白马股，影响力极大，能够带

16 日创出新高后，仅跌去 4.6%。
同时魏瑞 表示， 目前茅台

动整个股市的走向。 而此次股价
连续六个交易日暴跌， 与政策监

股价合理， 后期的走向还是要看
茅台的产品和市场的表现。

管不无关系。 同时，行业龙头状态
下跌， 其他酒企的精气神也难免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 茅台作
为白酒行业的龙头企业， 无论是

受到影响。 ”
记者了解到， 各白酒股在 11

品牌形象还是渠道管控都处于领
先地位。 但如果飞天茅台长期被

月至今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走势，其中古井贡酒与山西汾酒 11
月 7 日创新高以来，14 个交易日就
跌去了 17.42%与 17.33%， 泸州老

冠以奢侈品的名号， 对品牌是具
有一定负面作用的。 而由“奢侈”
导致的市场囤货现象也引起了终
端市场的波动， 解决此事要提早

窖是这轮下跌中跌幅较小的，11 月

提上日程。

红星美凯龙荣膺上市公司最具社会责任奖
郭丙合获
“最受投资者信赖董事会秘书”称号
11 月 23 日，由金融界主办的

红星美凯龙执行总裁、董事会秘书

标准流程，从社会贡献、产业价值、

金智奖” 上市公司价值评选颁奖
“

郭丙合荣获 2017 年度中国上市公

资本价值、公司治理等不同视角出

司最受投资者信赖董事会秘书。

发，利用大数据与公众评选等多样

重启超高端品牌

典礼在北京召开。凭借在社会责任
方面的长期践行和突出贡献，中国

据悉， 此项评选以 2017 年 9

化工具，对上市公司潜在价值进行

冠名综艺节目之前， 水井坊通
过推出超高端产品以期重返高端白

年酒体以及奢华大气的包装方面。
其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公

端品牌下没有跑量的产品。
新品“菁翠”会成为水井坊的销

家居流通领域龙头红星美凯龙

月 29 日前上市的 A 股上市公司，

多维度分析，锁定潜力行业、挖掘优

（01528.HK） 荣获 2017 年度中国

及港股中资股为标的， 结合专家、

质企业、表彰产业先进，为投资者

酒行列。 11 月 19 日，水井坊在广州
举行新品“菁翠”上市发布会，建议

开表示，新产品的目标消费人群是
对品质有高要求、有品位和有文化

售核心产品吗？ 水井坊并未直接回
应这一问题，只是提到，现在核心产

上市公司最具社会责任奖。 同时，

数据、算法、多重打分等原则，通过

价值发现提供全新的视角与参照。

零售价 1699 元 / 瓶。 该价格超过飞
天茅台、 五粮液水晶瓶等市场上高

追求的“新菁英”人士，将以品鉴和
团购的方式销售。 记者了解到，这

品仍然是井台和臻酿八号， 该产品
营收占比约为 90%。 对于水井坊来

社会责任彰显企业担当

端白酒主流价格。
《中国经营报》 记者了解到，
水 井 坊 曾 推 出“菁 翠 ” 这 一 品 牌 ，
定价在千元左右。 由于该产品并
非水井坊核心产品， 企业支持力
度不够大， 在市场上并未引起多
大反响， 而更多是作为形象产品
出现。“老‘菁翠’属于小众产品，
进货量都不大。 井台、小水井、典
藏才是它的销售重点。 ”重庆一家
经销商评价道。
水井坊方面称，新品和老“菁
翠”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新产品的十

和之前推出的旧款产品在定位和
渠道方面并无太大差别。 江苏地区
的一位经销商告诉记者，老款产品
市场价在八九百元 / 瓶，主要走团
购渠道， 面对的是高端消费群体，
销量一般。
白酒专家晋育锋表示， 从历史
层面看， 水井坊有底蕴支撑其品牌
的高端化，但在企业一系列变动中，
品牌建设、 销售渠道拓展等受影响
很大， 重启的超高端产品难以为其
业绩提供较大支撑， 主要原因在于
其在高端品牌上存在劣势——
—超高

说， 重归高端白酒品牌是长远的事
情，需要不断投资、不断加强品牌内
涵，“希望高端产品可以占 10%或者
更多市场份额。 ”
此外，重启“菁翠”产品，水井
坊目的还在于为其旗下次高端产
品提价留足空间。 水井坊方面表
示，公司一方面力求将核心产品提
升为更高价格段的产品，由臻酿八
号提升到井台甚至更高，营销重点
也将转至高端产品； 另一方面，公
司也将持续推出超高端产品，不断
丰富产品结构。

希冀重回一线？
记者了解到， 水井坊旗下高端

互为推动、相互拉升的作用。

“我认为水井坊应该扎扎实实

白酒产品价格曾远超茅台、五粮液，
不过受上一轮行业深度调整影响，
该公司已跌出一线酒企阵营， 至今
仍未恢复昔日水准。
当前种种迹象表明， 水井坊正
在朝高端白酒阵营回归。 除推出新
品“菁翠”之外，今年 3 月，水井坊推

根据相关财报显示， 水井坊的
中高端产品占据绝对地位，低端产品
营收贡献很小。在 2017 年上半年，该
公司低端产品营收仅为 7.77 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 水井坊中高端
产品增速低于行业平均增速。 据
2017 年第三季度经营数据公告，水

在目前相对较好的次高端领域扩容
上做文章。 ”晋育锋表示，最大程度
地在次高端领域切分蛋糕， 即在
300~600 元价格带卡位。
除此之外，水井坊核心产品集中
的次高端竞争非常激烈， 一方面，由
于高端白酒价格上涨，为次高端白酒

出“对标”普五、国窖的产品典藏大
师， 被业内认为是对标五粮液的高
端产品；9 月，在北京太庙举办“
天工
御宴”活动，进行品牌战略升级。
不过，在晋育锋看来，600 元以

井坊高档产品增速为 3.16%，中档产
品增速为 1.53%。 而据相关数据显
示，今年前三季度，白酒行业中高端
白酒增速高达两位数。
据多位经销商表示， 水井坊中

价格上涨留足了空间，剑南春、泸州
老窖等各大白酒企业纷纷加码次高
端白酒，另一方面，一线名酒渠道下
沉也加剧了次高端白酒领域的竞争。
而竞争激烈的表现之一就是销

2015 年， 红星美凯龙以中国

作为家居产业的领跑者，红

灾、光彩事业、希望工程等公益事

家居零售业领先的身份， 在港交

星美凯龙不断深化与家居装饰及

业和光彩事业上累计捐款超过 2

所上市。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家具厂商、经销商的合作，引导消

亿元。

红星美凯龙共经营 214 家商场，

费者了解家居文化； 对产品的环

正如金融界在获奖评语中所

覆盖全国 150 个城市， 是中国经

保质量进行严格要求， 制定了各

言：
“
31 年，红星美凯龙与爱同行，只

营面积最大、商场数目最多、地理

项家居产品准入机制和绿色环保

为给你一个更好的家， 绝对是名副

覆盖面积最广的家居装饰及家具

标准， 并创办和推行了“绿色领

其实的最具社会责任上市公司。 ”

商场运营商之一。

跑”品牌活动，将绿色环保写入公

对于未来的社会责任规划，

一直以来，红星美凯龙以“建

司使命， 承诺售出的每一件产品

红星美凯龙表示： 仍会将社会责

设温馨和谐家园、 提升消费和居

符合绿色环保标准； 在追求自身

作为公司发展中重要事项之一，

家生活品位”为己任，为客户提供

发展的同时， 积极倡导节能环保

紧紧围绕“全渠道泛家居业务平

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以及为股

理念，在商场建设、经营、管理的

台服务商”的发展目标，逐步拓展

东带来更佳回报。 与此同时，公司

全过程专注环境友好。

互联网相关产品和服务在家居业

推出多项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计

同时， 红星美凯龙不遗余力

务中的应用， 推动创新发展与和

划和措施， 努力为国人建设美好

地支持公益事业和小区服务，回

谐发展， 为各利益相关者创造更

的家居生活环境， 全面推进社会

馈社会，与社会共享发展成果。 据

多价值， 为建立更美好的社会做

责任工作。

统计， 红星美凯龙先后在抗洪救

出贡献。

深得投资者信赖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企业健

政策， 累计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

秀的管理能力，2017 年年初郭丙

康快速发展， 良好的业绩表现使

股利为 32.25 亿元，也因此深得投

合还升任红星美凯龙执行总裁，

得公司也备受投资者的肯定。

资者信赖与肯定。

并仍兼任董事会秘书。 郭丙合先

在香港上市后，红星美凯龙发

如今，在港交所上市两年之后，

生非常重视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

展进入快车道。据公开资料，2015 年、

红星美凯龙再次将目光瞄准 A 股。

系工作，是无可争议的“最受投资

2016 年以及 2017 年上半年，红星美

近日， 红星美凯龙在中国证监会网

者信赖董事会秘书”。

凯龙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91.79 亿

站更新了招股说明书， 公司拟在上

据悉， 红星美凯龙未来将继

海证券交易所发行股份数不超过

续深耕泛家居领域， 聚焦中产阶

3.15 亿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8%。

层，提升国人生活品味和质量，传

上产品是贵州茅台、五粮液的天下，

高端产品价格并没有优势。 同等价

售和管理费用激增。 今年前三季度，

元、94.36 亿元以及 50.71 亿元，归属

水井坊等其他品牌想要分一杯羹是
非常难的， 任何一个规模企业都有
千元以上的产品， 但这些产品并非
核心产品。 此外，水井坊树立一个高
端品牌，旗下没有跑量的产品，而典
藏大师推出的较晚， 难以和其形成

位的产品， 消费者更愿意接受五粮
液。“水井坊主要还是销售小水井、
水井八号、井台等产品。 ”郑州一家
经销商裴先生告诉记者。 水井坊总
经理也曾对外表示， 其核心产品主
要集中在 300~500 元价格带。

水井坊销售费用同比增长 105.27%，
管理费用同比增长 35.21%。
“重新回归到高端品牌行列是
水井坊的愿景。 ”水井坊方面如此回
复记者。 只是，何时回归、能否顺利
回归，还要接受市场的考验。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32.24 亿元、33.97 亿元、20.45 亿元。

资本市场的出色表现离不开

播家居文化，为消费者提供更好、

基于良好的业绩和财务状

优秀的公司管理团队。 此次获奖

更专业的服务。 同时，公司满怀信

况， 红星美凯龙一直与股东分享

的郭丙合， 自 2013 年 12 月以来，

心并且有能力抓住时代赋予的机

成长的果实。 登陆 H 股两年多来，

一直担任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

遇、迎接挑战、再创辉煌，给予股

公司一直维持稳定的高分红派息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因其优

东可观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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