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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潘宇静 摄

实地调研投资“风口” ：

贵州酱香型白酒产区建设一派繁忙

● 本报记者 潘宇静

近日，中国证券报记者来到贵州省酱香型白酒两大产区之一的习水县。 这里地处北纬28°11′-28°26′，被誉为最适宜酿造美酒的地带之一。 随着酱香型白酒市场热度提升，习水县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

全产业链发展

4月份的习水县一派繁忙，多个白酒产业扩建项目同时施工建设，雏形渐显。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贵州茅台在习水县2021年上半年酱香系列酒产能将由目前的3万千升提升至5万千升，预计实现产值100亿元。

据了解，贵州茅台2010年11月启动茅台王子酒技改工程，2019年1月启动新增3万吨酱香系列酒技改工程及其配套设施项目，建设占地面积约3700亩，计划总投资约84亿元，2020年12栋新制酒厂房投入使用，制酒厂房总数达到56栋。

茅台集团旗下子公司习酒公司的大本营在习水县。 目前，习酒公司具有4万余吨的优质基酒年生产、包装能力及12万千升的基酒贮存能力。 2018年实现销售额56.89亿元，2019年实现销售额79.8亿元，2020年实现销售额突破百亿元。

贵州习水经济开发区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年-2021年，习酒公司投资84.6亿元逐步建设的酱香制酒生产区、制曲生产区、包装物流园区、基酒贮存区、配套建成运营中心、商务体验中心、习酒文化城、科研中心等陆续建成投入使用。 预计2021年产能为2万千升，实现销售收入150亿元、税收

50亿元。

习水县实现白酒包装配套全产业链发展，目前已颇具规模。 2020年10月底挂牌的“贵州茅台集团白酒配套产业基地” ，已招商入驻17家企业。 其中，15家为茅台、习酒、国台等名酒主体供应商，已投产11家，主要生产纸盒、纸箱、玻瓶、瓶盖等产品。 上述负责人向记者介绍，预估当前白酒包

材采购金额为15亿元，到“十四五”期末预计包材采购金额在30亿元以上。

上市公司美盈森2020年3月进驻园区，2020年10月全面投产。 美盈森相关负责人介绍，园区公司将围绕提高仁怀、习水及周边白酒企业配套能力，项目建成并完全达产后，预计年产值达到5亿元以上，实现税收约4000万元。

打造白酒支柱产业

习水县的建设如火如荼，背后是以茅台为首的酱香型白酒受到市场热捧。

盘点酱香白酒产能，贵州地区占据全国总产能的85%，其中尤以拥有仁怀、习水两大产区的遵义市最为突出。 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酱香酒产能约为60万千升，同比增长约9%，约占国内白酒行业产能740万千升的8%。 但是，酱香酒产业销售收入及销售利润分别达到约1550亿元和约630亿

元，销售利润占国内白酒行业总利润近四成。

在4月16日举办的2021贵州白酒企业发展圆桌会议上，贵州省副省长陶长海表示，贵州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奋力实现工业大突破，白酒产业要成为最重要的支柱。 下一步，贵州省要进一步集中优势资源，加大白酒产业特别是酱香白酒产业培育发展力度，围

绕产业链上下游，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 ”

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敖鸿介绍，2020年，酱香酒在河南市场销售额超过200亿元，成功超越其他香型白酒；广东等地市场占比则接近50%。茅台稳坐行业头把交椅。习酒突破百亿级大关；国台迈上50亿级台阶；金沙步入30亿级，珍酒、钓鱼台等步入20亿级梯次，白酒产

业整体进入了历史最佳状态。

敖鸿称，力争2025年将茅台集团打造成为世界500强企业；将习酒培育打造为200亿元级企业，将国台、金沙、珍酒培育打造为100亿元级企业，将董酒、钓鱼台培育打造为50亿元级企业，推动实现骨干企业规模实力“翻一番” 。

成为投资“风口”

正在冲刺 IPO的国台酒业是上市公司天士力创始人闫希军在茅台镇的重要布局。

闫希军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国台酒业将把握趋势，坚持做好产品、技术创新，不断完善技术标准体系，稳步推进企业健康发展。 同时，整合现有资源，依靠政策支持，“预计‘十四五’末国台酒业的产能将达到5万吨。 ”

洋河股份也有酱酒的生产能力。 洋河股份副总裁、贵州贵酒董事长傅宏兵表示，在茅台的引领下，贵州酱酒持续火热。 酱酒的健康属性，契合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受到投资者追崇，“外来投资企业是助推贵州酱酒产业做大做强的一支生力军。 ”

“以茅台为引领的酱酒成为中国白酒行业的风口。”贵州珍酒酿酒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向东表示，金东投资集团将在未来几年总体投入超过300亿元，并在遵义和茅台镇分三期完成总体7.5万吨酱酒的投资。目前，珍酒已有1万吨产能，2021年会新增1万吨，另外的5.5万吨产能将尽快释放，最

终将实现7.5万吨产能。

贵州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保芳指出，贵州白酒产业进入最好的发展期和机遇期。 贵州白酒高质量发展的出路，在于品质和品牌。 提高品质、打造品牌是行业发展主题，也是提高竞争力和扩大市场占有率的“法宝” 。 白酒骨干企业要紧抓贵州省

实施工业倍增行动的机遇，围绕白酒产业新型工业化，抱团发展，打造世界酱香型白酒产业集聚区。

茅台集团董事长高卫东表示，随着贵州世界级酱香型白酒核心产区的成长壮大，功能将不断完善，企业运营将更加高效，合作共赢的理念将更加深入人心。 在产区土壤的滋养下，将诞生更多优秀企业和旗舰品牌。

“酱酒热”带来“冷思考”

面对酱酒投资热潮，专家提示要保持冷静。

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宋书玉表示，贵州省白酒产业发展成为热点。 名酒的成功是品质不断提升的结果，限价是为了保价，提价是为了调节供需，“需要警惕低质高价，对唱热保持冷静。 ”

宋书玉称，未来白酒产业发展方向很明确，即向优势产区集中，向名酒品牌集中。 未来消费需求也很明确，即喝好酒、喝名酒、喝老酒。 面对资本热度、渠道热度，贵州白酒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要防止投机和搅局。

贵州董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友平表示，酱酒热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资本纷纷涌入，大江南北“染酱成风” ，酱酒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热潮。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投资者、从业者不能克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正确对待中国传统白酒科学严谨生产工艺和遵从时间积淀的要求 ，

对中国传统白酒工艺的传承和发展未必是好事。

贵州宋窖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谭智勇则表示，酱酒热带来投资热，但贵州酒业发展要考虑赤水河能承受多大的空间。 随着行业的发展，赤水河的生态压力进一步加大，如何守护美酒河、美景河、英雄河，是贵州白酒业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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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手华为

北汽新能源推出豪华智能轿车

●

本报记者 张兴旺

4月17日，首款全栈搭载华为智能汽

车解决方案的量产车极狐阿尔法S华为

HI版在上海亮相。华为表示，这是华为技

术落地汽车行业的开端， 华为将继续赋

能车企，打造面向未来的智能汽车。

极狐是北汽新能源旗下高端品

牌。 据悉，极狐阿尔法S华为HI版是第

一款打上HI标识的豪华智能电动轿

车。 华为表示，将依托ICT领域三十余

年深耕经验，帮助车企造好智能汽车，

促进中国汽车产业技术跨越式升级，

在智能化、 自动驾驶等前瞻领域加速

领先与超越。

作为智能汽车增量部件供应商，华

为以Huawei� Inside创新模式与车企

深度合作，打造精品智能汽车，构建全

新的智能汽车数字化架构和5大智能

系统，包括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电

动、 智能网联和智能车云服务以及30

多个智能化部件。

华为称，Huawei� Inside智能汽

车解决方案提供强大的算力和操作系

统，包括智能驾驶计算平台、智能座舱

计算平台和智能车控计算平台， 以及

AOS （智能驾驶操作系统）、HOS-A

（智能座舱操作系统）和VOS（智能车

控操作系统）。

据悉，极狐阿尔法S华为HI版基础

版预售价38.89万元， 高阶版预售价

42.99万元，预计将在年底正式上市。此

外，华为将支持广汽集团、长安集团打

造各自的高端智能汽车子品牌，系列化

车型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先后推出。新车

型将搭载华为ADS高阶自动驾驶系统

和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资料显示，智能汽车是指通过搭载

先进传感器等装置，运用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具有自动驾驶功能，逐步成为智

能移动空间和应用终端的新一代汽车。

智能汽车通常称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

驾驶汽车等。 国金证券研报显示，自动

驾驶参与方主要有传统车企、互联网巨

头和造车新势力等。

工信部4月7日发布的 《智能网联

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指南

（试行）》（征求意见稿）提出，智能网

联汽车生产企业应明确告知车辆设计

运行条件、人机交互设备指示信息、驾

驶员职责、 驾驶自动化功能激活及退

出方法、软件升级维护等信息，解决智

能网联汽车与传统汽车在操作、 使用

等方面可能产生的预期差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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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酱香型白酒产区建设一派繁忙

近日，中国证券报记

者来到贵州省酱香型白

酒两大产区之一的习水

县。 这里地处北纬28°

11′-28°26′，被誉为

最适宜酿造美酒的地带

之一。随着酱香型白酒市

场热度提升，习水县迎来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

●本报记者 潘宇静

全产业链发展

4月份的习水县一派繁忙，多

个白酒产业扩建项目同时施工建

设，雏形渐显。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

解到，贵州茅台在习水县2021年上

半年酱香系列酒产能将由目前的3

万千升提升至5万千升， 预计实现

产值100亿元。

据了解， 贵州茅台2010年11月

启动茅台王子酒技改工程，2019年1

月启动新增3万吨酱香系列酒技改

工程及其配套设施项目， 建设占地

面积约3700亩， 计划总投资约84亿

元，2020年12栋新制酒厂房投入使

用，制酒厂房总数达到56栋。

茅台集团旗下子公司习酒公司

的大本营在习水县。 目前，习酒公司

具有4万余吨的优质基酒年生产、包

装能力及12万千升的基酒贮存能

力。 2018年实现销售额56.89亿元，

2019年实现销售额79.8亿元，2020

年实现销售额突破百亿元。

贵州习水经济开发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2019年-2021年，习酒公司

投资84.6亿元逐步建设的酱香制酒

生产区、 制曲生产区、 包装物流园

区、 基酒贮存区、 配套建成运营中

心、商务体验中心、习酒文化城、科

研中心等陆续建成投入使用。 预计

2021年产能为2万千升，实现销售收

入150亿元、税收50亿元。

习水县实现白酒包装配套全产

业链发展，目前已颇具规模。 2020

年10月底挂牌的“贵州茅台集团白

酒配套产业基地” ， 已招商入驻17

家企业。 其中，15家为茅台、习酒、

国台等名酒主体供应商，已投产11

家，主要生产纸盒、纸箱、玻瓶、瓶

盖等产品。上述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预估当前白酒包材采购金额为15

亿元，到“十四五” 期末预计包材采

购金额在30亿元以上。

上市公司美盈森2020年3月进

驻园区，2020年10月全面投产。美盈

森相关负责人介绍， 园区公司将围

绕提高仁怀、 习水及周边白酒企业

配套能力，项目建成并完全达产后，

预计年产值达到5亿元以上，实现税

收约4000万元。

打造白酒支柱产业

习水县的建设如火如荼， 背后

是以茅台为首的酱香型白酒受到市

场热捧。

盘点酱香白酒产能，贵州地区占

据全国总产能的85%，其中尤以拥有

仁怀、习水两大产区的遵义市最为突

出。 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酱香酒产

能约为60万千升，同比增长约9%，约

占国内白酒行业产能740万千升的

8%。但是，酱香酒产业销售收入及销

售利润分别达到约1550亿元和约

630亿元，销售利润占国内白酒行业

总利润近四成。

在4月16日举办的2021贵州白

酒企业发展圆桌会议上， 贵州省副

省长陶长海表示， 贵州省以高质量

发展统揽全局， 大力推动新型工业

化，“奋力实现工业大突破，白酒产

业要成为最重要的支柱。下一步，贵

州省要进一步集中优势资源， 加大

白酒产业特别是酱香白酒产业培育

发展力度，围绕产业链上下游，推动

产业集群集聚发展。 ”

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

副书记、副厅长敖鸿介绍，2020年，

酱香酒在河南市场销售额超过200

亿元， 成功超越其他香型白酒；广

东等地市场占比则接近50%。 茅台

稳坐行业头把交椅。 习酒突破百亿

级大关； 国台迈上50亿级台阶；金

沙步入30亿级，珍酒、钓鱼台等步

入20亿级梯次，白酒产业整体进入

了历史最佳状态。

敖鸿称， 力争2025年将茅台集

团打造成为世界500强企业；将习酒

培育打造为200亿元级企业， 将国

台、金沙、珍酒培育打造为100亿元

级企业，将董酒、钓鱼台培育打造为

50亿元级企业， 推动实现骨干企业

规模实力“翻一番” 。

成为投资“风口”

正在冲刺IPO的国台酒业是上

市公司天士力创始人闫希军在茅台

镇的重要布局。

闫希军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国台酒业将把握趋势，坚持做好

产品、技术创新，不断完善技术标准

体系， 稳步推进企业健康发展。 同

时，整合现有资源，依靠政策支持，

“预计‘十四五’ 末国台酒业的产能

将达到5万吨。 ”

洋河股份也有酱酒的生产能力。

洋河股份副总裁、贵州贵酒董事长傅

宏兵表示，在茅台的引领下，贵州酱

酒持续火热。 酱酒的健康属性，契合

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受到投资者

追崇，“外来投资企业是助推贵州酱

酒产业做大做强的一支生力军。 ”

“以茅台为引领的酱酒成为中

国白酒行业的风口。 ” 贵州珍酒酿酒

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向东表示，金东投

资集团将在未来几年总体投入超过

300亿元，并在遵义和茅台镇分三期

完成总体7.5万吨酱酒的投资。 目前，

珍酒已有1万吨产能，2021年会新增

1万吨，另外的5.5万吨产能将尽快释

放，最终将实现7.5万吨产能。

贵州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保芳指出，贵州白酒产业进入最好

的发展期和机遇期。贵州白酒高质量

发展的出路，在于品质和品牌。 提高

品质、 打造品牌是行业发展主题，也

是提高竞争力和扩大市场占有率的

“法宝” 。 白酒骨干企业要紧抓贵州

省实施工业倍增行动的机遇，围绕白

酒产业新型工业化，抱团发展，打造

世界酱香型白酒产业集聚区。

茅台集团董事长高卫东表示，

随着贵州世界级酱香型白酒核心产

区的成长壮大，功能将不断完善，企

业运营将更加高效， 合作共赢的理

念将更加深入人心。 在产区土壤的

滋养下， 将诞生更多优秀企业和旗

舰品牌。

“酱酒热” 带来“冷思考”

面对酱酒投资热潮，专家提示要

保持冷静。

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宋书玉表

示，贵州省白酒产业发展成为热点。

名酒的成功是品质不断提升的结

果，限价是为了保价，提价是为了调

节供需，“需要警惕低质高价， 对唱

热保持冷静。 ”

宋书玉称，未来白酒产业发展

方向很明确，即向优势产区集中，

向名酒品牌集中。 未来消费需求

也很明确，即喝好酒、喝名酒、喝

老酒。 面对资本热度、渠道热度，

贵州白酒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要防

止投机和搅局。

贵州董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蔡友平表示，酱酒热引起了社会各界

的高度关注，资本纷纷涌入，大江南

北“染酱成风” ，酱酒产业迎来前所

未有的热潮。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投

资者、从业者不能克服急功近利的短

期行为，正确对待中国传统白酒科学

严谨生产工艺和遵从时间积淀的要

求，对中国传统白酒工艺的传承和发

展未必是好事。

贵州宋窖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谭智勇则表示， 酱酒热带来投资热，

但贵州酒业发展要考虑赤水河能承

受多大的空间。 随着行业的发展，赤

水河的生态压力进一步加大，如何守

护美酒河、美景河、英雄河，是贵州白

酒业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安防巨头海康威视业绩持续增长

芯片短缺致供应链承压

●

本报记者 高佳晨

海康威视日前披露了2020年年报

和2021年一季报。 2020年，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635.03亿元，同比增长10.14%；

实现归母净利润133.86亿元，同比增长

7.8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88亿元，同比增长107.12%。 2021

年一季度， 公司实现营收139.88亿元，

同比增长48.36% ； 实现归母净利润

21.69亿元，同比增长44.90%，业绩稳

步增长。

海康威视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几

年供应链会面临很大挑战，“不仅是先

进制程半导体供应紧张，常规制程产品

也面临问题。 目前对海康没有太大影

响。 但长期看，半导体产品紧缺会给我

们带来很大挑战。 ”

研发费用占比持续提升

公告显示， 海康威视营业收入从

2017年的419.05亿元， 增长到2020年

的635.03亿元， 三年复合增长率为

14.86%； 净利润从2017年的94.11亿

元，增长到2020年的133.86亿元，三年

复合增长率为12.46%。

分季度看，2020年一季度收入增

长-5.17%，二季度增长6.16%，三季度

增长11.53%，四季度增长20.56%，增速

逐季加快。

2020年， 海康威视国内业务收入

同比增长10.59%。 其中，公共服务事业

群实现营收163.04亿元， 同比增长

4.61%；企事业事业群营收为151.80亿

元，同比增长20.56%；中小企业事业群

营收为96.83亿元， 同比增长3.50%；海

外业务收入同比增长8.98%。

现金流方面，2020年公司经营性现

金流净额为160.88亿元，是历年来经营

性现金流净额与当年净利润比最高的

一年。 公司表示，主要得益于公司积极

回款；此外，部分产品如红外测温类产

品的付款条件较好，对提升公司现金流

水平有所帮助。 现金分红方面，2020年

公司的分红预案是每10股拟派发现金

红利8元，合计派发现金红利约75亿元。

创新业务发展方面，2020年公司

智能家居业务实现营收29.19亿元，同

比增长12.60%； 机器人业务实现营收

13.59亿元，同比增长66.91%；其他创新

业务实现营收18.91亿元， 同比增长

83.49%。截至2020年末，创新业务占公

司总营收9.71%。 公司表示，创新业务

正在成为公司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未来

创新业务占比将继续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研发费用占比

连年增长， 从2017年的7.62%提高到

2018 年的 8.99% 、2019 年的 9.51% 、

2020年的10.04%。海康威视表示，技术

创新是海康威视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

营手段。 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以技术

创新为驱动，赚技术创新的钱。

将延续高库存模式

供应链方面，海康威视表示，为应

对产能紧张问题，大量企业加大原材料

储备，短期原材料紧张状况不能有效缓

解。 公司将延续从2019年5月开始的高

库存政策，以平滑上游供货紧张带来的

波动。

在4月17日的电话业绩说明会上，

海康威视相关负责人表示，“供应链面

临的压力是半导体产能不足带来的问

题。 例如，汽车电子配套的半导体不足

导致汽车整机厂停产。 这是过去30年

从未发生过的情况。不仅先进制程半导

体供应紧张，常规制程的产品也面临问

题。 海康处理得比较好，目前对海康没

有太大影响。 但长期来看，半导体紧缺

还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挑战。 ”

对于供应链方面的问题，该负责人

透露，公司会根据不同的物料选择不同

的供应商； 根据不同的产业链结构，采

取不同的策略。“每类物料不会只有一

家供应商，我们在供应链方面会做很多

提前准备，并加大原材料库存，保证平

滑过渡。 ”该负责人表示。

获公募私募大佬青睐

根据2020年年报和2021年一季报

披露的股东持股情况， 海康威视获公

募、私募大佬青睐。其中，私募大佬冯柳

大赚30亿元以上。

一季报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

显示， 张坤管理的易方达蓝筹精选基

金， 在一季度继续大笔增持海康威视

2000万股，总持股份9000万股，占公司

流通股的1.08%，位列第8大流通股东。

易方达蓝筹精选基金于2020年第

四季度进入海康威视。 截至2020年年

底， 易方达蓝筹精选基金持有7000万

股。 按照区间成交均价每股58.56元计

算，一季度增持股票耗资约11.71亿元；

截至一季度末，易方达蓝筹精选持股总

市值超过50亿元。

而冯柳管理的私募基金高毅邻山1

号远望于2020年三季度新进，大举买入

2.31亿股， 成为公司第四大流通股东，

并于四季度新增1900万股， 总持股数

为2.5亿股，占公司流通股比例3.09%。

今年一季度，冯柳减持3500万股。

按区间成交均价计算，减持金额达20.5

亿元。截至今年一季度末，高毅邻山1号

远望基金持有公司2.15亿股，占公司流

通股的2.58%，持有市值约120.19亿元。

根据其进入区间测算，建仓成本预

计为每股30-40元。 按海康威视3月31

日收盘价每股55.9元计算，冯柳半年浮

盈达34亿-56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