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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企与电商展开“双十一” 大战

电商超低价 酒厂很“生气”

□本报记者 王锦

“双十一” 来了，随之而来的还有名酒厂

同酒类电商之间充满火药味儿的 “战争” 。

“52度五粮液加上53度飞天茅台的价格为

1111元，限11月11日当天。” 这是新三板挂牌

公司四川1919酒类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针对 “双十一” 推出的促销活动。 事实上，

1919、中酒网、购酒网等酒类电商平台都推出

了各自震撼低价的名酒产品。

“近期，有电商平台以低于出厂价的价格

销售贵州茅台酒， 对部分电商平台的低价倾

销行为，正通过相关部门依法维权。 ” 针对电

商的低价促销，“白酒一哥” 贵州茅台发出了

声明。除了贵州茅台之外，五粮液、剑南春、郎

酒、汾酒等也纷纷发声明维权，撇清同多家电

商的合作关系。

跌破出厂价

今年“双十一” 各大酒类电商的名酒

价格，绝对可以用“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来

形容。

一份天猫发布的“双11官方最全爆款清

单” 显示，10款名白酒大都用“历史最低价”

来推荐。其中，53度飞天茅台在中酒网官方旗

舰店的价格已经低至699元/瓶，52度五粮液

在购酒网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则低至499元/

瓶，52度剑南春低至299元/瓶，53度红花郎十

年低至199元/瓶。被“点名”促销的名酒品牌

不在少数，促销力度更是惊人。

新三板挂牌公司1919在其天猫官方旗舰

店，推出了“双十一” 当天53度飞天茅台加52

度五粮液普通版水晶瓶组合装仅1111元的超

低价格。 目前， 在国内酒类电商龙头酒仙网

上，53度飞天茅台价格为899元/瓶，52度五粮

液价格为628元/瓶。不过，酒仙网也在这两款

名酒后打出了“今年双11的价格绝对出乎你

意料”促销语。

在如此促销价下，茅台、五粮液等主力产

品不仅跌破零售价，更跌破其当前出厂价。目

前，53度飞天茅台出厂价为719元/瓶，五粮液

出厂价为609元/瓶。今年国庆节之后，五粮液

推出了针对经销商的奖励政策， 经销商拿货

价格最低也在576元/瓶。

四川1919董事长杨陵江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茅台加五粮液1111元的价格，从商品

成本来说， 加上厂家支持费用， 基本刚刚持

平。 但加上平台费用、物流费用等成本，这个

价格要亏13个点以上。

对于亏钱做促销，杨陵江称，“也没办法，

出于品牌的‘存在感’ ，不能缺席，1919在酒

类流通行业尤其是酒类电商企业中属于标杆

企业，也是酒类流通行业首家公众公司，如果

不参与天猫的游戏规则， 可能会在价格促销

中出局。 做了没好处，但不做有坏处。 ”

杨陵江的观点其实代表了很多低价促销

的白酒电商面临的境况。 有行业人士指出，

“双十一” 已经成为电商拼抢流量和销量的

最重要时点，不得不牺牲利润，以低价换取流

量和销量。

酒企齐声明

对于电商不惜一切代价的价格战，酒厂

在第一时间表态反对。 剑南春、茅台、郎酒、

五粮液、汾酒等知名酒企均先后表示，同前

述低价促销的白酒电商无业务合作关系。

茅台通过旗下茅台营销公司于11月6

日发出声明称， 对部分电商平台的低价倾

销行为，正通过相关部门依法维权。 茅台营

销公司还表示，公司2014年未与四川1919、

中酒网、购酒网、酒仙网有任何直接合同合

作关系。

五粮液声明中则“点名” 了同其有合作

关系的电商平台，而前述四川1919、中酒网、

购酒网等均不在其合作伙伴行列。 汾酒、剑

南春、郎酒等酒企的声明同茅台、五粮液的

声明类似，在撇清同低价促销的电商平台的

合作关系的同时，也告知消费者如在上述平

台购买产品有质量问题，可到工商质监部门

维权。

对于名酒厂家的齐齐表态， 四川1919

董事长杨陵江称，“非常理解” ， 酒企现有

的主力渠道还是传统经销商， 而传统经销

商由于中间环节多、成本高，需要很高的利

润空间。 但今年白酒行业处于寒冬，传统经

销商难以赚到钱。“我们冲击到了作为主流

的传统经销商， 厂家发声明也表明了一种

态度。 ”

有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酒行业的销售

额为8453亿元， 其中白酒约为5000亿元，占

总销售额的60%左右。 酒类电商的销售规模

尽管大幅增长，但2013年也仅为73亿元，仅占

整个酒类销售额的不足1%。

白酒营销专家肖竹青表示， 酒类电商占

白酒市场总量不足1%，白酒企业不可能因为

1%销量去得罪占市场份额99%的传统渠道

代理商的利益。

在酒企发出官方声明的同时， 也有北京

地区传统经销商表示，“是该好好管管这些电

商，价格太离谱。 ”

低价冲击之辩

事实上，正如上述传统经销商所言，低价

正是酒厂和传统渠道抵触酒类电商的重要原

因。 各方担忧的核心是：在当前行业深度调整

期，名酒价格正处于脆弱的平衡之中，而“双

十一”电商所给出的超低价，会不会成为扰乱

名酒价格体系的导火索。

有行业人士表示， 白酒即将迎来年度最

后一个销售旺季，而“双十一” 的超低定价，

某种程度上也给了包含消费者、 经销商在内

的市场各方一个非常低的价格预期和认知，

使得未来的产品价格体系难以维系。

此前，曾有白酒专家指出，无论是贵州茅

台还是五粮液都还在探索量价平衡， 不排除

未来价格继续下探的可能。 今年以来， 五粮

液、 泸州老窖等已经先后降低了核心产品出

厂价。

而杨陵江则认为， 电商冲击价格体系的

观点不能成立， 市场经济中价格是由供需决

定的，不是哪一天、哪一个电商的促销就能冲

击的。“担忧只能说明白酒价格体系并没有市

场化，而是带有一定的计划经济色彩。 厂家决

定卖给经销商的出厂价无可厚非， 但经销商

之间、 经销商和终端消费者之间的价格需要

市场化。 ”

远景营销咨询董事长司圣国表示， 就目

前电商与厂家的冲突来讲，是一种促销手段，

这种方式不可持续。 茅台、五粮液的价格是来

自于供求关系，不是电商。白酒专家晋育峰也

指出，低价模式不是未来，酒企与电商需要磨

合，逐步找出共同接受的游戏规则。白酒营销

专家肖竹青则认为，电商是趋势，酒厂需要正

视这个趋势，并因势利导，野蛮地封杀和阻止

并不能阻止趋势的前行。 而分渠道分品种经

营白酒， 可以实现电商与传统渠道和平和谐

共处。

茅台投诉1919公司低价倾销

□本报记者 王锦

白酒电商与酒企之争继续升级。 继11

月6日贵州茅台声明与四川1919、中酒网、

购酒网、 酒仙网4家酒类电商无直接合作

关系之后， 贵州茅台又向四川工商局投诉

四川1919低价倾销53度飞天茅台。

四川1919公司11月10日公告， 公司接

到四川省工商管理局通知，称贵州茅台向四

川工商局投诉四川1919低价倾销53度飞天

茅台，要求公司到四川省工商局接受调查。

四川1919称， 已向四川省工商局承

诺， 近期将以书面形式进行回复。 同时表

示， 公司作为国内酒类流通行业的第一家

公众公司，始终依法经营，同时将继续坚持

遵守市场规律、让利于消费者的经营策略。

四川1919董事长杨陵江表示，对于贵州

茅台向工商部门投诉公司一事深表遗憾，公

司会坚持进行完所有“双十一” 促销活动。

同时已聘请律师，按照法律积极应对。

■ 关注六大领域推进消费

大健康产业万亿市场呼之欲出

□本报记者 戴小河

以人口健康促进经济增长，是一种既稳增

长又调结构， 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战略选择。

2013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突破2亿，这将带

动上万亿元的产业规模。 大健康产业近两年频

传利好，其中养老产业更是成为资本市场热门

话题。

大健康产业前景可期

慢性病的侵袭、亚健康状态的蔓延、老龄

化的加速、养生理念的培育、家庭收入的增加，

这些因素的叠加令养老市场迅速壮大，也引发

养老市场争夺大战。随着医改的深化，集医疗、

养老、保健等在内的多元化综合医药大健康产

业正在形成。

中国保健协会副理事长徐华峰称，大健康

产业包括医药保健产品、营养保健食品、医疗

保健器械、休闲保健服务、健康咨询管理等多

个与人类健康紧密相关的生产和服务。与传统

的健康产业相比，大健康产业提供的不单是产

品，而是健康生活解决方案，进而创造更大的

商机。

大健康产业作为一项新兴产业，近些年呈

现蓬勃发展之势。2013年我国保健食品行业产

值达3000亿元年，年递增达到15%以上。 但与

美国、日本甚至很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

大健康产业尚存在很大差距。 统计数据显示，

美国的健康产业占GDP比重超过15%， 加拿

大、 日本等国健康产业占GDP比重超过10%。

而我国的健康产业（包括保健、医药及健康产

业）仅占GDP的4%-5%。

徐华峰说，当前我国居民的健康资源正被

大量消耗和透支，如医疗费用高，医保不完善，

重医疗轻保健，健康支出重点偏于救治，慢性

病形势严峻，数亿人处于亚健康状态。 很多领

域尚待以新思维进行重新开发，投资大健康产

业前景可期。

药企纷纷转型切入

一些嗅觉灵敏的传统制药企业，已在大健

康产业领域小有成就。 在这一轮药企进军大健

康的浪潮中，云南白药、广药集团等药企纷纷

开发功能型饮料、药妆、保健品等带有大健康

属性的消费品。

今年前三季度，云南白药实现收入133.18

亿元，同比增18.6%；实现净利润19.45亿元，同

比增10.55%。其中健康事业部和中药资源事业

部继续保持高增长， 牙膏是拉动增长的主力。

“功能性” 是云南白药牙膏脱颖而出的 “法

宝” ，这也被其他进入牙膏市场的药企所效仿，

如片仔癀牙膏、独一味牙膏。 云南白药提出了

“新白药、大健康” 战略，以“药” 为根本，形成

了以药品为核心，相关多元化健康产品并举发

展的格局。 目前云南白药已涉足洗发水养元

青、护肤品千草堂、母婴产品及女性个人护理

产品。

在快消领域同样风生水起的医药企业还

有广药集团。 2012年收回王老吉商标后，广药

集团招兵买马并成立全资子公司王老吉大健

康有限公司，独立运作红罐王老吉凉茶。 根据

广药集团官方披露的数据， 按照快消口径统

计，去年王老吉红绿装凉茶实现销售收入突破

150亿元。白云山中报显示，王老吉大健康的总

资产为22.36亿元，实现净利润1.32亿元。

同时，广州白云山药业研发的治疗男性性

功能障碍的“金戈” ，10月28日起开始在全国

铺货。广药大南药板块总监王文楚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计划用3到5年时间，使“金戈” 的销

售规模达到5亿至10亿元。

“卖数据”成盈利模式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健康意识的提高，未

来10年对于疾病的管控将逐渐从对患病人群

扩展到对健康人群的服务。 国泰君安预计，未

来5年， 各地养老产业园、 养老社区将迅速兴

起，对养老产业配套的掌上监护仪、一体式监

护仪等医疗设备和轮椅、血压计、血糖仪等家

用医疗设备需求巨大。

多家机构研报指出，医疗器械行业未来看

好的方向包括慢性病相关领域、中高端进口替

代和移动智能医疗、掌上监护仪、一体式监护

仪等医疗监护设备和轮椅。另外，血压计、血糖

仪等家用医疗设备对老人监控身体状况至关

重要，同样需求巨大。

“以前的医疗器械销售以医院为主。 随着

智能化的发展，医疗器械如血糖仪、血压计等

简单医疗器械在家庭的普及率会提升，需求可

能进一步增长。” 一位医疗器械公司高管表示，

消费类医疗器械主要是针对慢性病，原来生产

心血管药物的厂家可以尝试一些心血管方面

的器械。

业内人士认为，下一个十年，从诊断、监

护、 治疗到给药的医药细分领域将开启智能

化时代，医疗器械行业向便携化、智能化发展

是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移动互联、穿

戴式设备、 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与新商业模式

的结合，传统的医疗器械或被移动医疗、穿戴

医疗、商业保险、大数据等新兴技术颠覆，智

慧医疗、 尤其是可穿戴设备将成为未来重点

投资领域。

在海外市场，慢性病管理便携式设备“卖

数据 ” 的盈利模式已成型 。 据悉 ， 美国

WellDoc提供手机和云端的糖尿病管理平

台， 并与保险公司合作为患者提供糖尿病管

理项目。 “糖尿病管家系统” 在现有药物剂

量、血糖波动情况、每餐碳水化合物摄入情况

等数据进行分析后， 将诊断建议发送给医护

人员， 医护人员可以根据情况调整患者的用

药选择。

在国内， 可穿戴设备的市场规模也十分

诱人。 九安医疗借助可穿戴设备渗入慢性病

管理领域。 公司董事长刘毅告诉中国证券报

记者，九安医疗正与天津三潭医院合作管理

3000个糖尿病病人。 糖尿病人每天都需要测

量血糖浓度，但病人不可能一天往医院跑许

多次。 通过九安医疗的一款血糖仪，病人在

家可以测量血糖浓度，血糖仪通过蓝牙将测

量结果传到APP软件上，APP软件再回传给

医院。

“抢占数据入口之后， 最终还是要让客户

购买服务。 ”刘毅表示，硬件卖到足够的数量，

卖的就不仅仅是硬件， 而是得到了一批用户，

就可以慢慢构建一套健康医疗的生态系统。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多款新品亮相珠海航展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CETC） 获悉， 作为2014珠海航展的协办方，

CETC将携多款新品亮相本次展览。这也是CETC首

次参加珠海航展。

CTEC本次参展单位包括旗下电科院、7所、10

所、14所、15所、20所、27所、28所、29所、36所、38

所、54所、55所、航电公司、芜湖钻石公司等近20家

成员单位。 本届展会，CTEC将以高端电子信息产品

供应商、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系统集成商、电子信息营

运服务商的品牌形象，结合主营业务，有针对性地展

示防务技术、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系统、公共安全、智

慧城市四大业务板块。

军工方面，CETC将展示的ZDK-03型预警机，

为我国自主研发六型号预警机产品之一， 使中国成

为继美国、俄罗斯、以色列和瑞典之后第五个可以整

机出口预警机系统的国家。 平台产品方面，CETC将

重点展示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系统板块，其中，系留气

球和通用飞机等平台产品将首次亮相展会， 这也成

为本届珠海航展的最大看点之一。 安全电子方面，

CETC将展示安全反恐和智慧城市解决业务板块，

包括安防监控、应急通信、指挥决策、应急处置以及

平安城市、政府应急系统、大型活动安保系统、行业

安全与应急救援、 企业安防与社区安全等系列具有

市场针对性的方案和产品。

公开资料显示，CETC是中国十大军工集团之

一， 主要从事国家重要军民用大型电子信息系统的

工程建设，重大装备、通信与电子设备、软件和关键

元器件的研制生产。 （傅嘉）

中航工业新舟700样机

参加珠海航展

中国证券报记者11月10日从中航工业集团获

悉，在第十届珠海航展开幕前一天，中航工业倾力打

造的下一代涡桨支线飞机新舟700等比样机在珠海

揭幕。 这是新舟700样机首次亮相。

此次珠海航展，中航工业以强大阵容亮相，参展

的航空展品总数150多项， 大型运输机、“鹘鹰” 第

四代中型多用途战斗机首次参展，歼-15“飞鲨” 舰

载战斗机也将首次以模型参展， 中航工业参与研制

的C919大型客机机身模型也将参展。（汪珺）

林肯在华开店推豪车

林肯中心近日在北京、 上海、 杭州三地同时开

业， 力推为中国消费者量身定制的全新豪车体验模

式“林肯之道” 。 除了首批开业的三家林肯中心之

外，到今年年底之前还会有五家经销店陆续开幕。预

计到2016年，林肯的独立经销商网络将在全国50个

城市布局60家经销商店。

林肯经销商店将首先推出中小型豪华SUV、林

肯MKC以及中型豪华轿车林肯MKZ。 到2016年，林

肯将向中国市场投放五款全新车型。“首批三家在华

经销商店开业及正式推出‘林肯之道’ ，是林肯作为

全球豪华汽车品牌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林肯全球总

裁葛皓华（Kumar� Galhotra）表示。（刘兴龙）

联手远洋

京东“双十一” 1.1折卖房

今年“双十一” ，京东金融众筹平台与远洋地产

将推出“十一元凑份子得房子” 活动。

该活动11月11日将持续一天，京东金融的“小

金库” 或“白条” 用户，支付11元就可参与1.1折购

房的抽取资格。 其他京东用户则需支付1111元参与

该活动。 此次“双十一”活动，远洋地产共拿出11套

房源，分别位于北京、大连、抚顺、杭州、秦皇岛、天

津、武汉。

房屋总价最低的为秦皇岛远洋海世纪一套指定

房源，原价24.8万元，众筹平台价格为2.8万元；总价

最高的为北京远洋新天地一套指定房源，原价134.4

万元，众筹平台价格为14.8万元。

11月18日，远洋地产房屋项目还将以新的优惠

形式在京东众筹平台上线，不过具体的合作模式，双

方没有透露。（王荣）

河南出台

水泥工业结构调整方案

《河南省水泥工业结构调整方案 (2014-2017

年)》近期出台。方案明确提出，今年年底完成“十二

五” 淘汰落后任务，坚决压缩产能总量，大力推进兼

并重组、节能减排、科技创新、淘汰落后、“两化” 融

合，发展循环经济。

方案明确了河南省水泥工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和

时间表：产能规模基本合理，水泥熟料产能控制在1

亿吨以内，压缩水泥粉磨产能3000万吨以上，水泥行

业产能利用率2015年年底提高到80%以上，2017年

年底提高到85%以上； 产业结构明显优化， 到2017

年， 前3家水泥制造企业生产集中度达到75%以上，

高性能混凝土消费占比达到30%以上， 混凝土和水

泥制品加工占水泥产业的比重达到55%以上； 发展

质量明显改善，到2017年，与2013年相比，粉尘、氮

氧化物排放量降低50%以上， 综合利用废弃物总量

提高20%以上，水泥熟料综合能耗下降到每吨110千

克标准煤以下， 协同处置生产线达到现有生产线的

10%以上。

方案指出，严禁新增产能，已核准但未开工的项

目不得再建；未予认定的在建项目，一律不得续建；

淘汰和退出落后产能，2014年年底完成 “十二五”

淘汰落后任务，到2017年年底，压缩熟料产能1000

万吨、水泥产能3000万吨。

方案强调，以市场为导向开展企业间兼并重组，

优化产业布局，调整产品结构。 到2017年，培育出

1-2家产能3000万吨以上、 核心竞争力强的企业集

团，年产规模60万吨及以上大型水泥粉磨站控制在

150家以内。（李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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