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动态
Chan ye dong tai

E

经济导报
INDUSTRY·Trade C1

2019年4月15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张广德 电话：0531-85196558 E-mail:zhanggd@dzwww.com ECONOMIC HERALD产业C ·产经

◆导报记者 戚晨 济南报道

对贵州茅台而言，股价已经

连续突破历史高位。自茅台发布

2018年年报与2019年一季度报告

以来，茅台股价一路飞涨，截至

11日，收盘价925 . 20元，市值1 . 16

万亿元。如此算来，茅台市值已

经超过吉林、黑龙江、新疆、甘

肃、海南、宁夏、青海、西藏等

地一年的GDP。

“一季度业绩走高，推动了

资本市场对茅台的热捧，似乎距

离资本市场预测的千元大关已不

再遥远。随着酒业的逐步复兴，

高端酒业、名酒企已经成为了行

业亮点，拉动了整个行业的繁荣

景象。”11日，山东省酒业行业

协会副会长李一鸣在接受经济导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相比于上一

轮白酒业“黄金十年”，这一轮

白酒业新增长周期明显呈现结构

性繁荣的特征，其中茅台、五粮

液等一线名酒企最为受益。

茅台稳居霸主地位

茅台股炒不起，茅台酒也不

好买。11日，经济导报记者走访

济南茅台专营店和酒水市场发

现，虽然茅台产能一直在扩建，

但市场上飞天茅台酒依然供不应

求，济南各大酒行专卖店普遍处

于缺货状态。

“真是没有货，春节都卖空

了，以往我们都是每月发货，但

是现在酒厂规定要按照季度提交

订单发货，3月份的订单到现在

还没有发货。”在济南市万达广

场北侧的名酒专卖店内，经销商

丛先生对经济导报记者表示歉

意，目前店里依旧是限购，个人

消费者一般最多只能买2瓶，一

些企业或者老客户过来也就是给

一箱，缺货成了常态。

在刚刚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

2019年年会上，贵州茅台酒厂(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

理李保芳也为茅台造势，他说，

“茅台现在全年的产量只有6000

多万瓶，也就只能满足6000多万

个家庭喝一次。”

显然这句话严重忽略了如

今在国内各大城市购买一瓶真

茅台的难度，各个经销商也是

惜酒如金，价格更是被炒到高

不可攀。

在济南市凤凰山名酒城内从

事酒水销售多年的经销商刘长河

告诉经济导报记者，过去顾客购

买飞天茅台都需要提前预订，缴

纳几百元订金，但过年后连订金

都不敢收，因为不确定什么时候

能拿到酒。“出厂价是1499元，

但是在市面上肯定买不到，现在

的价格应该超过2000元了。”刘

长河表示，茅台的销售策略确实

对整个白酒市场来讲是个“传

奇”，别的酒厂都是希望扩大生

产、扩大销售，而茅台的“饥饿

营销”却主动让购买者“送上

门”，把其它酒企远远甩在身

后，如此一来拉高价格也是在预

料之中。

“在节假日等白酒传统消费

旺季，涨价、停供或控价屡见不

鲜。通常，白酒行业基本是春节

增速决定一季度业绩状况，并奠

定全年增长区间。”李一鸣分

析，从今年春节情况来看，白酒

上市公司整体一季度业绩稳健增

长可期，尤其是龙头和高端产品

比较突出或占比提升的企业，行

业头部集中更明显。

小酒厂依靠低端市场

过去的一年，在茅台、五

粮液等一线名酒的带动下，高

端白酒行业呈现出一片繁荣盛

景。但与高端白酒繁荣之势相

比，区域酒企和中小酒商的日子

却并不好过。

“小酒厂依靠的是低端市

场，深入县域，辐射三四线城

市，而如今高端白酒也下沉到这

些渠道，并推出了系列副线酒、

小酒品牌，可谓竞争越来越激

烈，有一些酒厂甚至被迫退出

了。”山东舜王酒业总经理肖强

对经济导报记者表示，名酒企业

绩表现并非代表了白酒行业普惠

式的回暖，如今对于中小酒企来

讲如何实现突围成为摆在面前的

难题。

经济导报记者在走访中发

现，进入春季白酒市场属于淡

季，11日，济南凤凰山名酒城内

十分冷清，不少店铺甚至大门紧

闭，一些酒水经销商也大吐苦

水，纷纷表示“酒不太好卖”。

“蓝色经典海之蓝52度238元

一瓶，绵竹大曲52度210元，加上

山东区域内同等性价比的白酒品

牌挤压，这样的中端酒出货挺

难。企业招待更倾销于高端酒，

而婚礼、会议显然这样的价格略

高，他们更倾向于百元左右的白

酒。”一位经销商表示，目前依

靠老客户每年出酒的数量在维

持，但是增长却不易。

随着80后、90后带来的消费

升级，白酒行业进入“消费分

层”时代。“未来，白酒消费两

级分化是大势，中档白酒消费会

趋于减少，小瓶白酒将迎来发展

的春天。”肖强分析，现在消费

群体越来越理性，小酒企也在积

极求变，如何走差异化、特色化

的销售道路。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大

概有2万多家酒企，其中，规模

以上的酒企不足2000家。通过上

市酒企业绩可以看出，名酒企业

的业绩表现突出，而区域性上

市酒企营收增长幅度不大。行

业现象是，大量的小企业日子

比较困难，而且，这个困难是

长期存在的。

“目前我们也在加快布局全

国市场，从区域品牌到扩张为全

国性品牌，再到知名品牌，我们

不能仅仅盯着产量，更要在品质

和服务上下功夫。”肖强分析，

目前的一线名优酒企也是从几十

年前小酒厂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从它们成长轨迹来看，未来有相

当部分的中小酒厂会走集群式发

展、抱团发展的道路。

重视产区概念

不足规模的小型酒企在不断

扩大，此外不少圈外创业企业也

在尝试进入白酒行业。对于整个

白酒行业来讲，未来走势会怎

样？中小酒商如何拥抱未来？

作为山东区域龙头企业，芝

麻香型酒企的景芝酒业同样面临

一线名酒渠道下沉带来的生存压

力。但是，面对行业竞争，景芝

酒业今年一季度却交出一份亮丽

的成绩单。

董事长刘全平表示，景芝酒

业坚持一品景芝高端定位不动

摇，树立中国芝香价值形象，通

过培育自有消费群体，捍卫山东

白酒产业生命线。

除此之外，不少新概念小酒

也坚持走“小而美”路线，比如

广告语是“古井小罍 人手一

枚”的古井小罍子酒，虽然是一

款130ml的小酒，仅仅是产品的包

装就是由专业团队经过无数次探

讨修改后的成果。最终呈现的礼

盒装，包装盒采用黑金搭配硬质

纸盒，整体大气又不失格调。

“除了层出不穷的创新概

念、互联网营销理念外，产区概

念被众多酒企所重视。未来，拥

有产区优势的酒企则会有很好的

发展机会。”李一鸣表示，目前

在红酒行业中有产区、大区的概

念，而白酒目前也有为了谋求存

在感，纷纷凸显不同产区中的席

位，希望通过转型增强自身的体

量和抗风险能力，这也成为他们

的最后一搏。

肖强透露，目前他们正在

进行产品的包装盒整合，希望

借助资本谋求高速发展。他建

议，对于成长型的中小型白酒

企业而言，要想迅速发展，还

要善于借助资本市场走产融结

合的道路。

“名酒”越来越强 中档酒消费减少

中小酒企转型“小而美”

◆导报记者 初磊 济南报道

大医院走向中小城市，迎

来新的政策机遇。近日，国家

发展改革委印发《2019年新型

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其中

提出，调整优化教育医疗资

源布局，将更多三级医院布

局在中小城市，支持大城市

知名三级医院在中小城市设立

分支机构。

在山东，齐鲁医院、省立

医院、千佛山医院等不少三级

医院借助医联体建设，实现了

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经

济导报记者采访获悉，大医院

建立分支机构，实现在中小城

市的落地，目前尚存在人才资

源缺乏及后续管理、产权归属

等不少难题。

“医联体”受青睐

医联体建设并非新生事

物，山东一直在推进，逐步组

建了医疗集团、医疗共同体、

专科联盟等多种形式的医联体，

目标是，到2020年，形成较为完

善的医联体政策体系，医联体建

设覆盖全部二级公立医院和政府

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截至目前，我们的医联

体数量达109家，在省内16个地

级市形成了‘基层首诊、分级

诊疗、急慢分治、双向转诊的

就医新格局。’”11日下午，

千佛山医院对外合作管理办公

室主任张国凤对经济导报记者

介绍说，医联体内部形成较为

完善的人员上下流动、资源整

合共享、患者双向转诊通道，

大医院输出诊疗服务和技术，

不同科室的医师定期到合作机

构坐诊，实现了优质医疗资

源、基本医疗服务下沉基层，

落实分级诊疗。

以千佛山医院的医联体合

作机构之一、夏津县人民医院

为例，合作一年多，门诊人次

增长 2 5 . 9 %，住院人次增长

57 . 16%，“学科建设实现了市

级重点学科‘零’的突破。”

张国凤介绍。

齐鲁医院也是省内较早探

索医联体的公立医院之一。目

前已经形成了济南中心院区、

济南东院区、青岛院区3个院

区，沂南、平邑、桓台、日

照、海南等6家分院组成的医疗

联合体。

比起设立分支机构，公立

医院多对医联体建设“轻车熟

路”，医联体也更容易实现行

业内的优势资源互补。

分支机构落地难

中小城市多对三级医院的

落地一直充满期待，但大医院

扎根中小城市并非易事儿，也

鲜有案例。“综合性医院在中

小城市建立分支机构的热情并

不高，一是医疗资源力量不足

以支撑，二是产权归属及管理

都有难度。”有医疗机构的从

业者直言不讳。

眼下，地理位置和基础设

施都较有优势的济南市莱芜人

民医院，也遇到了“分支机

构”落地难的现实问题。

该医院新院计划于今年10

月投运，硬件设施由当地财政

拨款，已经落成，在运营上，

当地期待由千佛山医院全面托

管，双方为此进行了多次切

磋。即便已经可以抛开工程建

设成本，“只从运营、人事、

财务等方面考量，我们觉得接

手的压力不低，更倾向于医联

体这种模式。”张国凤分析，

在中小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最难

解的问题是“留人”，“大医院

自身的医师资源并不富足，建议

中小城市在医疗人才‘引得进，

留得住’上下足功夫。”

的确，分支机构需要解决

人事编制、财务管理和资产

管理等一揽子问题，对任何

一家综合性医院都是一个不小

的挑战。

自去年开始，山东瞄准了

“医共体”，鼓励社会力量举

办的医疗机构加入医共体，在

医共体内部，由牵头单位与各

成员单位签订合作协议，推进

“六统一” (统一人事管

理、统一财务管理、统一资产

管理、统一业务管理、统一

药品耗材目录、统一药品耗

材配送)。

采访中获悉，由于医共体

建设需要完善医保支付政策，

合理确定医保支付的总额指

标，不少纳入医共体的基层医

疗机构还在探索“结余留用、

合理超支分担”的路径，由此

推测，分支机构的设立还将要

解决不同地域差别化的医保支

付问题，对三级医疗机构而

言，这也是一个“拦路虎”。

导报讯(记者 王伟)13日，

济南召开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会议，确立了2019年济南生

态环境的改善目标。2019年，

济南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

颗粒物(PM2 . 5)年均浓度要力争

分别比2017年改善16 .1%、9 .7%，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持续改善，

良好以上天数持续增加，确保

完成国家、省给济南下达的2019

年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任务。

目标还提出，实现小清河

辛丰庄断面水质稳定达标，城

镇集中式地表饮用水水源地专

项行动排查发现的198个环境问

题全部整改到位；完成省下达

的土壤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年

度工作任务。

在大气污染防治上，推动

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工作，继续

开展“散乱污”企业清理整

治，提高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水

平。推进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

物整治，深化油气回收治理；

加大机动车环保管理水平，规

范机动车环保检验行业标准，

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

战，着力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

污染防治工作。

在水污染防治上，重点围

绕小清河水质达标、饮用水源

地环境问题整改。推进小清河

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年底前

实现出境断面稳定达标；年

底完成县级以上地表型水源

地环境保护专项整治工作；

全面推进16个化工聚集区地下

水污染防治工作，进一步摸清

地下水污染现状，遏制污染迁

移、扩散。

确定生态环境改善目标

今年济南PM2 . 5浓度
要比2017年改善9 . 7%

新型城镇化鼓励医疗机构“下沉”

大医院如何落地中小城市
年底前济南将淘汰

3 . 4万辆老旧柴油车

导报讯(记者 王伟)济南

市日前印发《济南市柴油货车

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

要求自2019年7月1日起，提前

实施机动车国六排放标准，力

争今年年底前淘汰3 . 4万辆老

旧高排放柴油车。

根据实施方案，济南市将

强化新车环保达标监管，落实

重型柴油车燃料消耗量达标核

查。不满足标准限值要求的车

辆，禁止进入道路运输市场。

继续推进老旧柴油车报废

更新补贴工作。2020年年底

前，完成国家、省下达的国三

排放标准及以下营运柴油货车

淘汰任务。

山钢风电用钢打入

世界三大风机制造企业

导报讯(记者 王伟)从山

东省国资委获悉，近日，山钢

集团成功交付西班牙西门子歌

美飒可再生能源公司采购的欧

标S355系列风电钢板首批订单

产品，成功跻身世界高端风电

用钢领域。

西班牙西门子歌美飒可再

生能源公司、丹麦维斯塔斯风

电公司、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作

为世界三大风机制造领军企

业，对钢板质量的要求代表了

全球风电用钢的风向标。山钢

集团抢抓市场机遇，开发风电

用钢产品，目前已相继通过了

丹麦维斯塔斯风电公司、西班

牙西门子歌美飒可再生能源公

司的认证审核，得到了美国通

用电气公司的质量认可。

中国“绿色超级稻”

累计推广612万公顷

导报讯 由中国农科院主

导的“为亚洲和非洲资源贫瘠

地区培育绿色超级稻”国际农

业科技扶贫项目自2008年启动

以来，已在18个亚洲和非洲国

家试种、审定和推广，审定高

产、优质、多抗的品种78个，

累计推广面积达612万公顷。

该项目由中国政府、比尔

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资助。

项目实施11年，已鉴定出一大

批适应目标国家不同水稻生态

环境的水稻优良品种。

(黄哲雯)

2018年全国快递企业

日均快件处理量1.4亿件

导报讯 国家邮政局11日

发布《2018年中国快递发展指

数报告》。2018年，全国快递

企业日均快件处理量 1 . 4亿

件，最高日处理量达到4 . 2亿

件，同比增长25 . 7%；快递业

务收入超过6000亿元，达到

6038 . 4亿元，同比增长21 . 8%。

(李心萍)

多城“限售令”到期

导报讯 2019年4月，首

批出台“限售令”城市中，被

“冻结”房源将陆续“解冻”，

这批“解冻”房源陆续入市。

两年前的 2 0 1 7年 3月 2 5

日，厦门成为全国首个出台

“限售令”的城市，要求新购

住房须取得产权证后满2年方

可上市交易。随后，福州、青

岛、广州、常州、珠海等城市

纷纷跟进，短短20天内，就有

11座城市在各自的楼市调控中

加入“限售”内容。 (刘项)

相比于上一轮白酒业“黄金十年”，

这一轮白酒业新增长周期明显呈现结构

性繁荣的特征，其中茅台、五粮液等一线

名酒企最为受益

大医院建立分支机构，实现在中小城市

的落地，目前尚存在人才资源缺乏及后续管

理、产权归属等不少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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