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产业集群 龙头酒企定位“领头雁”

本报记者 潘宇静

1月25日，白酒板块处于涨幅榜前列，古井贡酒、泸州老窖、洋河股份强势涨停，今世缘、酒鬼酒上涨超过8%，贵州茅台上涨近5%。

消息面上，多地支持白酒产业发展，贵州省拟建“世界酱香型白酒企业舰队” 。 五粮液、洋河股份等企业亦有做酒产业发展“领头雁”的任务。 业内人士认为，打造产业集群有利于提升产业水平，实现价值升级。

制定发展目标

“以茅台酒为引领，加快培育一批百亿产值、千亿市值的白酒企业，打造以茅台集团为航母的世界酱香型白酒企业舰队，壮大白酒产业集群。 ”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政府网站1月23日发布《中共遵义市委关于制定遵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要求提升白酒产业质量效益。

遵义市提出，强化优质资源向优质产区配置，大力疏解非生产性功能，把最优质的土地资源用于最优质的酱香型白酒生产，打造世界级酱香型白酒产业基地核心区。 做强茅台镇核心产区，加速发展习酒产区、土城产区、董公寺产区、鸭溪产区、赤水产区，不断提升产区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规范、提升酱香型白酒生产和经营环境，促进酱香型白酒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四川省将全力提升白酒产业竞争力。 1月18日，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披露了川酒“十四五”发展蓝图：未来五年，四川省将重点围绕项目建设、产业链发展、企业培育、市场拓展以及安全监管“五大行动” ，并从市场引领、流通创新、开放合作、融合发展等方面下功夫，全力提升四川白酒产业市场竞争力。

项目建设方面，四川省将重点推动五粮液智能仓储配送、泸州老窖酿酒工程生产配套、郎酒二郎酱香基地、茅溪酱酒项目等优势产能和配套服务项目建设，引导企业抢抓机遇、主动作为。 企业培育方面，四川省将支持“六朵金花”不断做大做强做优，打造世界知名品牌。

江苏省宿迁市提出要加快建设有实力的“中国酒都核心” 。 洋河股份就地处江苏省宿迁市。 宿迁市人民政府网站显示，宿迁市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昊称，把企业发展和地方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实现企业壮大与地方发展的双赢，洋河股份要全力锻造参与酒都建设的自觉和担当，做酒产业发展的“领头雁” 、产城融合的“主力军” 。

打造产业集群

我国著名的白酒产区有：以贵州茅台为代表的赤水河酱酒产区，以五粮液、泸州老窖为代表的川酒浓香型产区，以洋河为代表的绵柔浓香型和以今世缘为代表的醇厚型塑造了苏酒的特点，以浓香型白酒古井贡酒、兼香型口子窖为代表形成了徽酒产区，而作为“汾老大”的汾酒地处山西，是清香型白酒的代表。

“酿造优质白酒需要好的自然环境、风土、水源、气候、粮食原料等，更离不开适宜酿造优质酒的微生态。 具备所有这些优质酿造元素的就是白酒优势产区。 ”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宋书玉表示。

宋书玉指出，酒产业目标是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合理布局，拉动和提升产业链。 着力打造名酒产区，以产区作为世界名酒品质和价值的表达方式，建设和优化产业品牌。 提升产业水平，扶持个性多元、国际表达的酒庄、工坊等新兴商业模式，打造世界级酒村、酒镇、酒城、酒都，实现价值提升。

中金公司 指出，今 年春节 前高端白 酒整体 动销增 量值得 期待 。 分品 牌看 ，茅 台需求 刚性，公司 自营、商 超等渠 道均有 所放量，价 格管控 力度较 大 ；五粮 液春节计 划量同 比增长 20 % ，截至目前 需求承 接较佳 ；泸州老 窖不同区 域回款 已经完 成全年 任务的 40 % -50 % ，市 场销售 良性。 次 高端白酒 市场动 销一般 从春节 前 2-3周开始 启动 ，由 于今年 的宴席 、企业年会 等场景 受到限 制，因此次 高端白 酒受影 响相对 较大，且不 同区域 有所分 化。

抛出“有没有酒业务”的灵魂追问

投资者挖掘酒概念“操碎了心”

●本报记者 潘宇静

白酒概念受市场追捧，不少投资者通过

互动易平台寻找“白酒概念股” 。 比如，询问

相关公司是否有酒水业务，是否与酒企有合

作等。 对于白酒企业， 投资者则提出建议，

“鞭策” 企业更好、更快发展。

“有没有酒业务”

对于是否有收购酒类资产的计划的提

问，ST加加1月25日回复，公司没有收购酒类

产业的计划，今年的发展方向是聚焦主业，深

耕细作。

美晨生态、万达信息、高新兴、步长制药

等公司均被投资者问是否有白酒业务。 上述

公司均明确表示未有涉及。

多位投资者询问金龙鱼，是否与贵州茅

台有业务往来，是否生产金龙鱼料酒，是否与

酒企建立原料供应链等方面的合作。 金龙鱼

表示，目前没有与贵州茅台酒合作。 另外，公

司的“海皇牌”料酒已上市。

有的投资者向力源信息提出建议，公司

利用自身强大的销售网络，生产和销售自主

品牌白酒，让芯片公司认识到酱香型科技、浓

香型科技的魅力。

有投资者敏锐捕捉到白酒瓶盖的投资机

会，向丽鹏股份提问“茅台集团的习酒瓶盖

是不是丽鹏生产的？ ”丽鹏股份回答，公司生

产了茅台集团习酒的部分瓶盖。

“倾注心血”提建议

除了寻找“白酒概念股” ，对于白酒企

业，投资者则是倾注心血提出建议，希望能够

帮助企业发展。

有的投资者对迎驾贡酒提出建议，

公司上市以来股价涨幅远落后于那些绩

差、低分红、知名度差的白酒股，可能与

公司不注意市值管理等有关。 迎驾贡酒

回复称感谢投资者的关心。

有的投资者向ST舍得提问，主要关注公

司2021年计划如何拓展核心的老酒战略。 并

表示长三角、珠三角区域消费潜力大，2021年

公司是否计划全面布局全国市场？ ST舍得回

复称，按照“聚焦川冀鲁豫、提升东北西北、

突破华东华南” 的策略，加快品牌的全国化

布局。

有的投资者关注白酒公司经营细节。

比如，水井坊的主流产品上架率、“名酒进

名企” 项目进展是否顺利、 库存消化如何

等。 水井坊回复称，公司“名酒进名企” 项

目目前进展顺利， 公司管理层十分重视该

项目， 并致力于维持良性的社会动销和较

低的渠道库存水平， 确保市场销售健康可

持续发展。

抢夺市场份额

快递业资源整合频繁

●本报记者 吴科任

实习记者 金一丹

1月25日，德邦股份发布公告称，拟定增募

资不超过6.14亿元， 发行对象由福杉投资调整

为福杉投资的母公司韵达股份。 本次非公开发

行完成后， 韵达股份所持德邦股份的股份比例

约为6.5%。

快递公司抢夺市场份额的同时， 不断强化

与上下游、同行之间的合作，行业资源整合不断

加速。 机构指出，行业高强度竞争，格局将加速

清晰。

德邦携手韵达

加强转运能力建设以及智慧物流发展，是

本次德邦股份募资主要目的。根据公告，德邦股

份本次募资拟投入5.04亿元用于转运中心智能

设备升级项目，1.1亿元用于IT信息化系统建设

项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德邦股份共有网点

2.87万个。 其中， 直营网点6328个， 合伙人网点

2535个，服务点1.99万个，转运中心148个，基本

实现全国地级、区级城市的全覆盖，乡镇覆盖率达

到94%。 运输线路方面，公司拥有14大运力平台、

189家专线、1902条干线、1066家信息部。

2018年上市之初，德邦股份董事长崔维星表

示：“德邦将以大件快递全面发力快递业。 未来三

年，德邦将每年投入35亿元，用于构建大件快递

的运营配送体系，打造大件快递的核心竞争力，给

电商赋能。 ”

年报显示，2017年至2019年， 德邦股份的主

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203.5亿元、230.25亿元、

259.22亿元。 快递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稳步

提升，分别为34.05%、49.50%、56.58%。

某快递行业咨询分析师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德邦携手韵达，主要是看中了韵达的网点渠道

优势， 希望通过韵达末端网点迅速拓展自身的快

递业务。

德邦股份表示， 韵达股份是国内领先的快

递综合服务提供商， 韵达股份拥有的快递行业

重要战略性资源， 能够与公司谋求协调互补的

长期共同战略利益。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双

方将在市场拓展、 网络优化和集中采购等方面

开展深度合作，共同提升市场占有率，进一步凸

显规模效应。

行业抱团发展

“合作”是韵达股份近年来的发展关键词。除

了牵手德邦股份， 韵达速递与另一家老牌物流公

司苏宁物流1月13日签订合作协议， 双方将共同

打造全国性设施网络平台。

早在1990年，苏宁物流便展开物流业务，是

国内首批从事仓储、运输、配送等供应链全流程

服务的企业。苏宁物流具有独特的仓储、运输、末

端配送三张基础网络，同时拥有“数据+无人”

两大智能生态探索物流前沿科技，其“仓配、运

输、城配、冷链、跨境、售后” 专业化产品群对外

开放。

韵达股份董事长聂腾云表示，2021年将激活

韵达生态体系各业务板块全要素协同发展， 不断

拓展韵达服务的宽度和广度， 实现韵达服务全领

域覆盖。

申通快递近年来一直在强化与电商之间的合

作。中国证券报记者从菜鸟网络获悉，申通快递目

前已与菜鸟网络在裹裹业务、 仓配业务、C2M等

业务领域展开合作。

菜鸟网络控股股东阿里巴巴早就入股申通快

递。 2019年7月，申通快递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

股东德殷投资、 实际控制人陈德军和陈小英与阿

里巴巴签署协议， 德殷投资拟授予阿里巴巴或其

指定第三方购买德殷德润51%的股权。

申通快递表示， 公司高度重视精细化管理和

数字化转型升级， 不断推动公司降本增效与服务

提升。 同时，加强与电商平台合作，积极拓展时效

件和仓储业务等新板块， 推动传统业务与新业务

不断增长。

业内人士表示，各家快递公司有各自的优势，

如顺丰的自有机队、中通的市占率优势、韵达的网

点渠道优势等。 快递公司通过合作才能把市场做

大、服务做好。

制定发展目标

“以茅台酒为引领， 加快培育一批百亿

产值、千亿市值的白酒企业，打造以茅台集

团为航母的世界酱香型白酒企业舰队，壮大

白酒产业集群。 ”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政府网

站1月23日发布《中共遵义市委关于制定遵

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要求提

升白酒产业质量效益。

遵义市提出，强化优质资源向优质产区

配置，大力疏解非生产性功能，把最优质的

土地资源用于最优质的酱香型白酒生产，打

造世界级酱香型白酒产业基地核心区。做强

茅台镇核心产区，加速发展习酒产区、土城

产区、董公寺产区、鸭溪产区、赤水产区，不

断提升产区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规范、提

升酱香型白酒生产和经营环境，促进酱香型

白酒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四川省将全力提升白酒产业竞争力。1月

18日，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披

露了川酒“十四五” 发展蓝图：未来五年，四

川省将重点围绕项目建设、 产业链发展、企

业培育、 市场拓展以及安全监管 “五大行

动” ，并从市场引领、流通创新、开放合作、融

合发展等方面下功夫，全力提升四川白酒产

业市场竞争力。

项目建设方面，四川省将重点推动五粮

液智能仓储配送、泸州老窖酿酒工程生产配

套、郎酒二郎酱香基地、茅溪酱酒项目等优

势产能和配套服务项目建设，引导企业抢抓

机遇、主动作为。企业培育方面，四川省将支

持“六朵金花” 不断做大做强做优，打造世

界知名品牌。

江苏省宿迁市提出要加快建设有实力

的“中国酒都核心” 。 洋河股份就地处江苏

省宿迁市。 宿迁市人民政府网站显示，宿迁

市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昊称，把

企业发展和地方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实

现企业壮大与地方发展的双赢， 洋河股份

要全力锻造参与酒都建设的自觉和担当，

做酒产业发展的 “领头雁” 、 产城融合的

“主力军” 。

打造产业集群

我国著名的白酒产区有：以贵州茅台为

代表的赤水河酱酒产区，以五粮液、泸州老

窖为代表的川酒浓香型产区，以洋河为代表

的绵柔浓香型和以今世缘为代表的醇厚型

塑造了苏酒的特点， 以浓香型白酒古井贡

酒、 兼香型口子窖为代表形成了徽酒产区，

而作为“汾老大” 的汾酒地处山西，是清香

型白酒的代表。

“酿造优质白酒需要好的自然环境、风

土、水源、气候、粮食原料等，更离不开适宜

酿造优质酒的微生态。具备所有这些优质酿

造元素的就是白酒优势产区。 ” 中国酒业协

会理事长宋书玉表示。

宋书玉指出，酒产业目标是打造世界级

产业集群，合理布局，拉动和提升产业链。着

力打造名酒产区，以产区作为世界名酒品质

和价值的表达方式， 建设和优化产业品牌。

提升产业水平，扶持个性多元、国际表达的

酒庄、工坊等新兴商业模式，打造世界级酒

村、酒镇、酒城、酒都，实现价值提升。

中金公司指出， 今年春节前高端白酒

整体动销增量值得期待。 分品牌看，茅台需

求刚性， 公司自营、 商超等渠道均有所放

量，价格管控力度较大；五粮液春节计划量

同比增长20%，截至目前需求承接较佳；泸

州老窖不同区域回款已经完成全年任务的

40%-50%，市场销售良性。 次高端白酒市

场动销一般从春节前2-3周开始启动，由于

今年的宴席、企业年会等场景受到限制，因

此次高端白酒受影响相对较大， 且不同区

域有所分化。

构建产业集群 龙头酒企定位“领头雁”

1月25日，白酒板块处于涨幅榜前列，古井贡酒、泸州老窖、洋河

股份强势涨停，今世缘、酒鬼酒上涨超过8%，贵州茅台上涨近5%。

消息面上，多地支持白酒产业发展，贵州省拟建“世界酱香型

白酒企业舰队” 。五粮液、洋河股份等企业亦有做酒产业发展“领头

雁”的任务。 业内人士认为，打造产业集群有利于提升产业水平，实

现价值升级。

● 本报记者 潘宇静

35只2020年上市次新股破发

●本报记者 董添

市场大势走牛，但破发股数量依然较多。

Wind数据显示， 截至1月25日收盘，503

家A股公司股价跌破发行价，占A股公司总数

的12.08%，其中不少是2020年上市的次新股。

从行业角度看，服装家纺、专用设备、化学制

品、汽车及零部件、钢铁领域涉及破发的上市

公司数量居前。

逾500家公司破发

数据显示，在上述跌破发行价的503家公

司中，399家公司后复权股价相比发行价跌幅

超过10%，292家公司跌幅超过20%，88家公

司跌幅超过50%，18家公司跌幅超过70%。 35

家公司为2020年上市的次新股。 其中，东贝集

团、悦康药业、森林包装、同兴环保、友发集团、

兆威机电6家公司2020年12月上市。

部分次新股上市以来股价走低明显。 以

同兴环保为例，公司2020年12月18日上市，发

行价为40.11元/股， 上市以来股价一路下行。

截至1月25日收盘，公司股价为37.93元/股，相

比上市首日最高价57.76元/股跌幅达34.33%。

进一步梳理发现，25家公司是实行注册

制改革后在科创板上市的公司。

不少破发的科创板公司业绩不佳。 以前

沿生物-U为例，公司预计2020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亏损2.2亿元至2.4亿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约亏损2.29亿元至2.49亿元。 2019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86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19244.98万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亏损20233.86万元。 前沿生物-U指出， 公司

2020年研发费用约1.3亿元至1.4亿元，同比增

长52.19%到63.89%。 报告期内对在研产品及

储备研发项目的投入有所增加。

有的公司通过改善经营、 处置资产等方

式，实现了业绩增长。

1月25日晚，ST庞大发布2020年业绩预

告，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预计2020年度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亿元

至7.5亿元， 同比增长417.23%至546.54%；预

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为1亿元至1.5亿元， 同比增长

102.47%至103.7%。 公司表示，部分品牌经营

稳步恢复，经营效率逐步提升。 营业收入较上

年大幅增加，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各项费用

支出较上年大幅减少。 同时，报告期内处置子

公司股权或资产产生的收益增加。

截至1月25日收盘 ，ST庞大股价收报

0.97元/股。公司于2011年4月上市，发行价为

45元/股。

扎堆传统行业

跌破发行价的上市公司数量传统行业占

比较大。 其中，服装家纺类、专用设备类、化学

制品类、汽车及零部件类、钢铁类破发的上市

公司数量居前。

以服装家纺行业为例，Wind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 共有23家服装家纺类上市公司跌

破发行价，部分公司已经被交易所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

有的公司上市时间不长，股价跌幅较大。

同时，由于经营不善、债务缠身等因素，面临退

市风险。 以*ST拉夏为例，截至1月25日收盘，

公司股价为1.26元/股。 *ST拉夏2017年9月上

市，发行价为8.41元/股。

1月25日晚，*ST拉夏发布公告，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涉及的未结诉讼案件共计

105起，未结诉讼案件的涉案金额合计约16亿

元（包括已披露的重大诉讼案件）。 本次累计

新增诉讼案件涉案金额约为2.31亿元。

整体业绩不佳

Wind数据显示，在上述503家上市公司中，

161家公司发布了2020年业绩预告，52家公司

预喜，预喜率为32.3%。 其中，略增9家，扭亏24

家，续盈2家，预增17家。 整体业绩表现不佳。

值得注意的是，破发的科创板次新股业绩

预喜率较高， 有的公司预计净利润增幅较大。

以悦康药业为例，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及实际经

营情况 ， 公司预计2020年度营业收入为

430266万元至451514万元，同比上升0.4%至

5.3%； 预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7511万元至41624万元， 同比上升31.4%至

45.8%；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2701万元至36814万元，

同比上升21.7%至37.0%。 公司下属原料药子

公司通过降低成本、扩大销售，改善经营状况，

提升经营利润，公司主要品种银杏叶提取物注

射液由于扩大终端市场拉动销量增长，使得品

种利润同比增幅较大。

招股说明书显示， 悦康药业发行价为

24.36元/股， 截至1月25日收盘， 公司股价为

21.43元/股。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

表示，股价是市场选择的综合表现。 A股估值两

极分化明显，绩优股上涨空间将进一步打开，对

于质地较差的股票投资者将“用脚投票” 。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执行总经理

杨德龙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随着牛市行情

演绎，短期可能出现一定风格转换，低估值、破

发的优质公司可能会受到资金关注。 长期看，

成长性较好的白马股仍是未来行情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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