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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快消

市场分化隐忧

疯狂的白酒股价：市场分化下的泡沫隐忧

区域白酒的泡沫化已经出现。
“白酒板块上市公司受到投

此外，3 家黄酒企业金枫酒

本报记者 党鹏 成都报道

即使如此，以白酒为代表的整
个酒类上市企业，其股价在 2020 年

日包括贵州茅台、五粮液、酒鬼酒、
山西汾酒等四家企业，分别收到了

前部分小酒企炒作已经脱离基本
面或对业绩增长有较大透支，资金

资者及媒体的广泛关注，相关公
司的产销情况及业绩信息是市场

业、会稽山、古越龙山前三季度
业绩都出现严重下滑，但是股价

高处不胜寒。

下半年以来持续飙升，并不断创下

监管部门的关注函和监管函。就

推动上涨，需警惕短期情绪回落后

高度关注的热点信息，可能对公
司股票交易及投资者决策产生较

仍在近期创下新高，股价分别
为：13.13 元、16.56 元、19.68 元。

截至 2021 年 1 月 7 日收盘，
白酒
股19家企业中，
除贵州茅台（600519.

新高。此外，受白酒股溢出效应的

此，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向记者

带来的冲击。
“ 下一步监管层可能
大影响。
”
上交所在对贵州茅台董

但是在 2021 年的开端，股价迅

影响，啤酒、黄酒也紧随其后得以

表示，监管部门发函或是间接提示

会更加关注白酒股走势。”有证券

SH）、
酒鬼酒（000799.SZ）、
山西汾酒
（600809.SH）、迎 驾 贡 酒（603198.

普涨，尤其是作为唯一的鸡尾酒百
润股份（002568.SZ），在 2021 年 1 月

炒作白酒股的泡沫风险，
只是
“为保
持市场热度，不便于直接针对白酒

机构研究员刘先生表示，酒类股票
已经吸附了太多的社会资本，从兼

事长高卫东的函中如是称。
虽然被监管部门发出监管

速下滑，
进入调整期。
就此，蔡学飞认为，区域白

函，但是对于贵州茅台、五粮液

酒的泡沫化已经出现，特别是一

SH）、
泸州老窖（000568.SZ）、
五粮液

4 日 的 最 高 股 价 为 114.50 元 ，其

股价格偏离价值的问题出手，所以

顾公平以及稳定经济的角度分析，
而言，2020 年的业绩高增长已然

些以中低端产品为主的中小型

是不争事实。

酒企，企业的实际经营形势非常

最新披露的信息显示，贵州
茅台 2020 年业绩预告：预计实

严峻，市场消费萎缩严重，但是
企业却在盲目地高端化与跨区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域发展，这些企业本身缺乏品牌
号召力，这种行为无疑是风险极

（000858.SZ）等头部企业股价飘红之
外，
其他酒企股价均不同程度下跌。

2020 年股价最低为 22.47 元。

采用焦点模糊的信息披露为题目。
”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近

就此，中金公司近日指出，目

必然会挤压资金流向其他板块，而
不会任其热炒白酒。

疯狂的白酒股
从4月份开始，
随着消费的逐渐复苏，
白酒股就一马当先，
成为股市的引领者。

润 455 亿元左右，同比增长 10%
左右。山西汾酒 2020 年业绩预

虽然监管层先后向上述四家白

268.29 元，古井贡酒（000596.SZ）新

270 多亿元。此外，多年徘徊在退

引来监管部门对酒企的关注函。

酒龙头企业发出监管函，但是并未
能挡住整个白酒股票在 2021 年持

高 为 295.00 元 ，洋 河 股 份（002304.
SZ）新高为 268.60 元；
百元以上股票

市边缘的皇台酒业（000995.SZ）在
复牌首日大涨 315%后，股价最高拉

记者注意到，其中酒鬼酒在年
度经销商大会透露销售目标是“突

告：营业收入预计增加 19.11 亿

沈萌认为，白酒市场的竞争

元 ～22.11 亿 元 ，同 比 增 加

格局短时间内难以出现颠覆性

续一路飘红和屡创新高。

包括酒鬼酒新高为195.73元，
水井坊

升至 37.50 元。

破 30 亿，跨越 50 亿，争取迈向 100

16.08%～18.60%；净利润预计增

变化，头部企业甚至是头名企业

加 8.66 亿元～11.56 亿元，同比
增加 41.56%～55.47%。

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差距会长期

记者注意到，在 2020 年 3 月底

（600779.SH）新高为107.68元。

就此，
沈萌认为，
白酒股在头部

大的。

之前，除了贵州茅台股价最低点为

其中，被誉为白酒股黑马的则

企业业绩稳定成长的带动下，
成为 A

亿”。就此，
酒鬼酒在回复投资者依
据时仍强调：
“公司白酒产品市场非

949.01 元/股之外，其他白酒企业的

是酒鬼酒，在 2020 年 3 月最低点为

股消费板块和大白马股整体表现不

常广阔，随着公司全国化进程的加

股票价格均在百元以下。此后，从

25.43 元，随后便一路飙升，在 2021

佳时的资金避风港，因此白酒股虽

快，
销售规模将会持续快速增长。
”

古井贡酒虽然没有正式对外披

区域发展，因此非头部企业的价

4 月份开始，随着消费的逐渐复苏，

年 1 月 7 日以涨停的姿势创下股价

然价格已经严重偏离其价值区间，

白酒股就一马当先，成为股市的引

新高 195.73 元。

但将其估值参照放大到整个 A 股，

即使如此，
在欧阳千里看来，
白
酒板块短期回调、长期看好，
“ 因为

露业绩，但从 2020 年三季报可
以看出，其公司业绩较为稳健。

格偏离风险更严重。
蔡学飞认为，近一年来中国

领者。
尤其是进入 2021 年，最近的几

此外，金徽酒、ST 舍得则因为
复星系旗下豫园股份（600655.SH）

则包括避险溢价和资产配置溢价
等。此外，啤酒和黄酒等相关板块

机构投资者已经完成 2020 年的目
标，
需要寻找新的投资去向，
如果找

但是其他部分中小酒企的业绩

白酒资本市场过于活跃，消费结

则很难支撑股价频繁上涨。

构升级明显，许多企业股价严重

个交易日内股价更是屡创新高。其

收购，3 家上市公司齐头并进不断

则是因为白酒股上涨的溢出效应。

不到更合适的投资去向，还会回归

创下股价的新高；老酒企红星拟通
过大豪科技（603025.SH）曲线上市

至于监管部门的问询，白酒行
业专家欧阳千里认为，当白酒在资

到白酒板块。”他表示，白酒板块的
投资基于“高利润、畅销、提价权”等

财报数据显示，2020 年前三
季度 19 家酒企中有 8 家酒企净

背离实际经营价值，存在一定的

中，贵州茅台股价一度达到最高点
2127.09 元，山西汾酒以 419.00 元排
第二，
五粮液股价以335.66元位列第
三。股价在 200 元～300 元区间的股

的消息传出后，后者连拉 8 个涨停
板，股价暴涨超 100%，80 亿元的市

本市场“一花独放”时，众多的目光
集中在白酒企业身上，很多不规范

票包括泸州老窖（000568.SZ）新高为

值也在短短几日之内迅速攀升至

的披露被放在聚光灯下，所以才会

此外，洋河股份、泸州老窖、

保持，区域性品牌除了巩固自身
在地域的优势外，也难以实现跨

利润增幅超过营收增幅，上半年

风险泡沫，过高的价格也会导致
高端白酒奢靡化的风气，
“ 因此

诸多因素，
反观未来的白酒市场，
正

仅有 6 家。在三季度单季，净利

政策监管有利于给白酒行业降

在趋于“卖更少的酒，挣更多的钱”

润增幅超过营收增幅的酒企有

温，维护消费者权益，可以预见

的新时期，
所以白酒投资仍未到顶。

11 家 。 其 中 ，顺 鑫 农 业（牛 栏

的是，伴随着国家的行业调控，

山）、伊力特、金种子酒、青青稞
酒等净利润都出现下滑。

中国白酒保持稳健发展是大的
政策方向。
”

减持进行时
“今年整体白酒企业股价不断走高，
国资方在变现相关企业股权收益后亦可服务当地经济的发展。
”
近日，预调鸡尾酒头部企业百

截至发稿未收到百润股份的回复。

世缘、金种子酒、洋河股份、青青稞

责任公司划转了 4%的股份；截至目

润股份公告称，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鸡尾酒是中国非常小众的酒类品，

酒。此外，啤酒行业近期也有不少

前，
后者已经将 2019 年划转的 4%股

林丽莺减持计划实施完毕。此次林
丽莺累计减持股份638697股，
减持均

基本盘非常小，
百润作为头部品牌拥
有一定的溢价能力，
但从目前来看，

减持。其中青岛啤酒股东复星集团
累计减持公司 5%股份；燕京啤酒股

份减持至 0.68%，
如按减持期间最低
股价计算，
减持金额超过650亿元。

价75.24元，
累计套现约4800万元。

鸡尾酒板块过小，
增长有限，
很难支

东重阳投资减持公司 0.82%股份。

撑企业的高业绩，
部分股东的套现应

了与3位董监高有关的减持公告。其

该带有很强的资本投资性质，
不是企

贵州茅台公告，控股股东茅台集团

窖等。
“ 在国有股权划转后，于国资

中，
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
张其忠累计减持近 109 万股，
累计套

业真实经营情况需要的真实反映。
”
白酒行业专家蔡学飞说。

向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
司无偿划转 4%股份。一度引发市

控股方而言，资本市场的收益可扩
展至省级财政厅，有望缓解后者的

场猜测，认为茅台集团是否又想暗

财政压力。
”消费品营销专家肖竹青

度陈仓，
悄悄减持。

表示，
“今年整体白酒企业股价不断

现近 9000 万元。公司监事曹磊则预
计未来6个月内减持25万股。
至于公司如何评价股东的减持
行为，
股东对公司未来是否有信心，

但在股价高涨之下，采取减持
的不仅是百润股份的股东。2020

不仅如此。2020 年 12 月 23 日，

通过控股大股东向国企划转股

2020年12月份，
百润股份就发布

年 11 月份以来，有 4 家上市白酒公

公开资料显示：
2019 年底，
茅台

司发布了股东减持公告，分别是今

集团也曾经向贵州国有资本运营有限

权的还有老白干、山西汾酒、泸州老

走高，国资方在变现相关企业股权

以白酒为代表的整个酒类上市企业，
其股价在2020年下半年以来持续飙升，
并不断创下新高。

收益后亦可服务当地经济的发展。
”

本报资料室/图

低价倾销第一案被查 社区团购成窜货新土壤？
低价倾销
本报记者 许礼清 孙吉正
北京报道

2020 年野蛮生长的社区团购
领域出现低价倾销第一案。近日，

报告等进行了查验核实。
上述市场监管局并未透露网络

经开始暴露问题。在社区团购领
域，企业需要平衡深度和广度。供

年兴盛优选会覆盖全国绝大部分的
省份。不过一线城市的拓展可能面

服务和安全性等。”食享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

据贵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消息，位

团购平台的名称，
而对于核实结果，

应链是需要沉淀的，现在很多供应

临着更多的挑战，首先一线城市更

而屡次传出被京东收购，进军

于贵阳市白云区的娃哈哈昌盛饮

也暂无信息披露。记者联系上述市

商把他们当成了处理临期产品的渠

喜欢到家服务。比如北京还面临着

社区团购的美菜网相关负责人告

料有限公司投诉称，某网络平台通

场监管局，
但未得到相应回复。

道。而且过分要求供应商的备货能

便利店少导致自提点少，运输车辆

诉记者，公司将供应链开放给社区

过补贴低价倾销其商品，扰乱了市
场，
导致其产品积压、销售受阻。

实际上，尽管“九个不得”新规
出台已有半个月的时间，但仍有社

力，
这是不现实的。物流更差，
全部
外包，一个网格仓可以为三大巨头

牌照等问题，可能未来会有限五环
外，
五环内可能需要再改进模式。

团购平台，是希望用更积极的姿态
拥抱行业发展趋势，对价格方面肯

“九个不得”新规出台之
后，社区团购领域出现了低
价倾销被查第一案。
2021 年 1 月 7 日，贵阳市
白云区人民政府发布消息

而经过执法部门检查，该网络

区团购平台在以极低的价格吸引

同时服务，
团长就是人海战术，
这太

团购平台上售卖的娃哈哈无气苏打

顾客。在橙心优选上，1 分钱的“香

混乱了，
非常影响消费者的体验。

而食享会则把注意力放在差

定会有把控，但平台的补贴行为造

异化上。
“ 巨头进入社区团购更多

水以低于市场价销售，并且其中有

辣萝卜”
“200g 柠檬”仍然在售。而

在巨头们的包围之下，谈到未

成低价是公司管控不了的，公司能

是为引流，打价格战是想先拉人。

做的就是筛选合作伙伴。对于京

182 件 4368 瓶的“娃哈哈无气苏打
水饮品”的外包装纸箱上产品批号

在超市，
“200g 柠檬”需要 3.8 元。
在十荟团工作的李某向记者

来规划，
兴盛优选透露，
公司会按照
之前打造出来的发展
“模具”
来稳步

在社区团购领域的竞争中，食享会
主要采取差异化的措施来应对，包

东收购一事，美菜网表示与京东只
是合作，并非被收购，2 亿美元收购

标识不完整，箱内饮品瓶身喷码批

提供的一份产品价格清单里，很多

号标识也不完整，
涉嫌人为破坏。

产品的售价确实都低于市场价。

扩张，
除了极个别偏远的地方，
2021

括商品规格调整、场地布局、品牌、

美家业务并不属实。

称，对某网络团购平台通过
补贴低价倾销其商品一事展
开了执法和约谈，督促其严
格遵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关于社区团购经营行为的
“九个不得”
要求。
监管加强，利益相关者

窜货新土壤？
“娃哈哈一向对经销商供货电

比如一箱安慕希的市场价为 65 元

商平台、社区团购平台有严格的限
制，破坏产品批号，是因为经销商

左右，而消费者在该社区团购平台
上购买只需要花 42.9 元。

抵制社区团购的声音也越
来 越 大 。 日 前 ，新 疆 地 区
6000 多 家 超 市 老 板 组 建 实
体店联盟抵制社区团购，要

尽管不少企业已经下达最后通

情况就是，
拿红牛为例，
我们拿到的

另一方面，在传统渠道运作当

牒，
对经销商供货作出明确规定，
但

出厂价格大概在 108 元到 110 元，
以

中，经销商不仅仅依靠着产品差价

是社区团购平台上仍可以看见不少

112 元的价格发给二批经销商，二

盈利，更重要一项收入来源是厂家

产品的身影。记者发现，在多多买

批经销商再以 115 元的价格发给终

或者品牌商的激励和渠道费用，这

“巨头的到来，我们的短期单量是

菜平台上，定位湖南长沙仍旧可以
买到天润盖瑞牛奶这款产品，规格

端商。但在 2020 年三四月份兴盛
优选来了以后，红牛的价盘基本定

使得大部分经销商都是高库存运
作，这也迫使他们需要快速甩清库

受影响的。比如 2020 年 9 月份的
影响就相对明显。”兴盛优选方面

为 200ml×12 袋的售价仅为 29.99

到 112 元的价格，也就是说兴盛优

存，
获得资金来进行下一年的任务。

元，并且新人享受全额返的福利。

选一来，直接把我们的二批价格做

“假如说我的月任务额是 100

而同规格的天润盖瑞牛奶在天润天

成了小店价格，损害了二批经销商

万元，但我只完成了 60 万元，还有

猫旗舰店的活动售价为 45 元。
记者发现，
在这背后，
社区团购

的利益。美团优选和多多买菜以及
十荟团也紧随其后，多多买菜和十

40 万元的货就需要消化掉。社区
团购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甩包袱的

平台已然成为经销商窜货的新土

荟团一来就把红牛的价格杀到 107

地方。”张强说，2020 年在新冠肺炎

壤。在传统的商贸活动中，也会存

元左右，这已经是经销商的底价

疫情影响之下，市面上有大量的商

在“老货”
“ 临期货”
“ 库存货”的情

了。而在美团优选这样的情况表现

品库存，这其实也为社区团购的发

况，甚至还会有一批专门收这种货

得更严重，价格比我们经销商进价

展提供了
“弹药”
。记者在一个经销

的人，但这不会大规模地影响价格

还低，已经低到 102 元左右，搞爆品

商群里发现，不少拥有临期产品和

体系，社区团购的火热打破了这一

做活动的时候，甚至卖到 95 元、90

库存的倾销商正在寻求社区团购的

情况，
给跨区域窜货打开了空间。

元，每月都会偶尔穿插这样的恶意

销售渠道。

怕被查到，被公司处罚。这也显示

巨头烧钱补贴的价格战不仅

出了这个社区团购平台采购环节

给超市、经销商等带来压力，就连

求品牌方下架其在社区平
出现纰漏。”食品饮料经销商王杰

社区团购的老牌军也不能幸免。

台上销售的产品。
随后，金龙鱼、香飘飘等
企业均发布相关通知，
对经销
商供货社区团购作出要求。

（化名）告诉记者。
随后，白云区市场监管局联合
龙里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批
号标识不完整的商品实施就地封

告诉记者。

而在这背后，
社区团购俨然成
存，并对该网络团购平台有关的进

兴盛优选方面表示，现在兴盛

为经销商窜货的新土壤。
货台账、进货票据及产品合格检验

优选单量有所恢复，在于巨头们已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
开展儿童玩具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行动
为守护儿童玩具及学生用品

二 是 加 强 教 育 引 导 ，落 实 责

经营主体四百余户，未发现有销售

质量安全，连日来，海淀区市场监

任。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注重加

三无产品等危及儿童及学生生命

管局在儿童用品专项治理工作领
域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在日常监督

强对经营者的教育引导，提示各经
营者严格履行主体责任，保障产品

安全的产品的行为。
下一步，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将

检查的情况下，运用产品质量监督

质量安全，严禁销售存在危及生命

继续根据有关工作部署，对儿童玩

抽查技术手段加强监管。

安全的潜在风险产品。

具和学生用品经营主体加强执法，

一 是 加 强 工 作 督 导 ，形 成 合

三 是 加 强 法 规 普 及 ，推 动 共

力。海淀区市场监管局采取督导形
式对辖区内儿童玩具和学生用品的

治。通过法律法规宣贯，强化宣传
引导, 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共治，对

经营主体开展检查，并指导各市场

潜在消费群体进行质量安全风险

监管所在日常工作中对校园周边及
批发市场内销售儿童玩具和学生用

警示和消费提示。

价格。
”

中国营销学会副秘书长、成都

“这个价格是直面终端消费者

智水品牌公司总经理曾祥文表示，

场平衡。
”
江西省某食品饮料经销商

的，
虽然说每人限购两箱，
但现在谁

商超前几年的进场费导向，重创了

告诉记者：
“如果是以往经销商周边

找不到十几二十个美团账号？终端

自身品牌，支付工具使店员变成机

区域窜货，影响不是很大。但现在

商一天能够拿到二三十箱货，就不

器人，堵死了人员品牌建立优势的

许多南昌经销商的货通过这些社区

用再从我们传统经销商手里进货

可能性。所以像新疆那样的实体

团购平台卖到了赣南地区，再加上

了。如果厂商要查，
就混着卖，
是不

联盟发挥的作用有限。除了厂商

是大规模对接销售终端，就影响到

容易发现的。”张强说。据张强透

的严格管控外，渠道自己要塑造品

赣南当地经销商的利益了。
”

露，他刚刚接到底下经销商要求退

牌、掩护上游取信于消费者，而不

对于窜货的具体情况，红牛经
销商张强（化名）告诉记者：
“现在的

款的消息。在被问到应对措施的时
候，
张强表示目前只有干等。

是拉虎皮做大旗、透支上游来取悦
消费者。

杜绝恶性事件发生，保障广大青少
年儿童身体健康安全。

红盾之窗

截至目前，海淀区市场监管局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专栏

品的经营主体进行执法检查。

“兴盛优选、
十荟团、
美团优选、
多多买菜的到来，打破了已有的市

共出动执法人员一千余人次，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