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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酒价格下半年有望全线上移 

以上市公司为代表的品牌白酒，复苏的势头非常强劲，预计上市公司 17-18 年

收入可实现年均 20%的较快增长，利润增速更快，18 年相比 17 年可继续小幅提

速。茅台稳价在 1,300 元，为其它白酒留出了很大的价格运作空间，行业基本面将

出现实质性的改善。近期汾酒青花系列提价，五粮液要求一批价挺至 809 元，看

下半年，白酒市场价格有望全面上移，带动市场情绪升温。 

 

 茅台举行股东大会，预计 2017 年营收增长 20% 

5 月 22 日，贵州茅台举行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茅台集团总经理李保芳称，

茅台已步入新的上升周期，上升周期会持续整个“十三五”；预计 2017 年度实现

营收同比增长 20%左右，且今年分红比例可能会提高。同时，茅台不会动摇管控价

格的决心，2.6 万吨供应量是保底量。产能方面，4 万吨的基酒产能计划是可以完

成的，但在 5 万吨产能之上不会有大幅度增长。 

 

 白酒行业持续两极分化 

消费升级的环境下，白酒行业走出调整期，中高端白酒品牌的发展具备利好条

件，整体复苏势头明显。高端白酒品牌领跑优势仍然明显，茅台、五粮液、洋河三

家酒企稳定百亿元营收体量，泸州老窖以 83 亿元营收紧随其后。规模以上区域型

白酒企业业绩增长稳定，古井贡酒、顺鑫农业、山西汾酒、迎驾贡酒、口子窖、今

世缘、老白干营收处于 20 亿-60 亿元之间，部分区域性酒企业绩表现仍然疲软。   

从 19 家白酒上市公司 2016 年营收表现分析，目前除金种子酒出现两位数下跌

外，其余酒企均实现正增长。古井贡酒、顺鑫农业、沱牌舍得、皇台酒业、水井坊

增长率均超过两位数，其他区域性企业营收增长率普遍呈现个位数增长。由此可见，

区域白酒品牌目前实现“弱复苏”，市场竞争程度或将进一步升级。   

衡水老白干、金徽酒、迎驾贡酒、酒鬼酒等区域性酒企，净利润分布在 20%-50%

的高增长空间，可见区域性名酒在白酒市场中成为高端白酒外的又一股增长主力，

且强势品牌逐渐凸显。   

白酒营销专家蔡学飞对此表示，目前白酒市场呈现三个特点：首先是市场整体

向一线品牌靠拢；其次是全国性的白酒品牌价值凸显，行业整体呈现健康增长态势；

然而白酒行业两极分化趋势仍然存在。值得一提的是，当下行业的两极分化是有特

点的，主要体现在品牌与规模两方面。   

以茅台、五粮液为代表的高端白酒，去年市场销售火热程度有目共睹，高端白

酒顺应消费升级将保持增长态势；规模以上的中高端白酒品牌，受主导产品强势带

动，抗风险能力高，且大都符合价涨量跌的消费趋势，整体稳中有进；但规模以下

的中低端白酒品牌，利润增速不达预期，行业生存环境困难，竞争压力偏大。总而

言之，白酒行业分化将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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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啤酒产销量三连降 巨头们加速推高端产品 

中国啤酒产销量自 2014 年出现近 20 年首次下降以来，至今已连续下降三年，

在进行了一轮跑马圈地式的并购后，啤酒巨头们开始加速推高端产品应战消费升

级。 

荷兰合作银行最新发布的行业报告指出，近五年高端啤酒销量增长 160%，占

整体啤酒市场 4%的销售量及 18%的利润。 

嘉士伯中国相关负责人指出，中国千禧一代的消费者拥有与其他国家同龄人相

似的消费观念，使得精酿啤酒表现出巨大的消费潜力，各大啤酒企业也加速推高端

啤酒应战消费升级浪潮。嘉士伯集团日前宣布将 1883 年业界首批规模化生产的嘉

士伯啤酒完美重现，并于昨天首次引入中国，嘉士伯中国将在今年 6 月依次在北京、

重庆、成都与广州举办重酿啤酒品鉴会。 

 

 一季度进口酒整体微跌 啤酒进口量增长 17% 

近日，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酒类进出口商分会发布的一季度国内酒类进口

数据显示，包括烈酒、葡萄酒、啤酒在内的国内酒类进口总量 2.91 亿升，进口额

9.28 亿美元，同比均出现下滑，分别下降 34.90%和 5.21%，进口酒市场持续下行。 

  数据显示，2017 年一季度，葡萄酒进口量 1.52 亿升，进口额 5.82 亿美元，金

额同比小幅下跌 1.50%，啤酒和烈酒进口额则延续增势，分别增长 18.45%和 12.13%。

受益于白兰地的持续升温，其 1-3 月进口额为 1.6 亿美元（约占烈酒进口额的

75.1%），同比增长 23.6%，在进口酒类中仅次于瓶装葡萄酒。 

  葡萄酒方面，整体维持小幅跌势。瓶装酒量额涨跌幅度较小，散装酒量额升幅

较大，葡萄汽酒量额互有涨跌。瓶装酒进口额 5.4 亿美元，占葡萄酒进口总额 92.2%，

同比下降 3.6%。此外，一季度数据显示，法国、澳大利亚、智利占据进口瓶装酒

市场前三名，三者市场份额高达 78%，其中法澳延续小幅跌势，智利稳健上行。 

 

 青岛啤酒：高端产品优势持续提升 

2016 年，青岛啤酒继续推进实施“青岛啤酒主品牌+崂山啤酒第二品牌”的品

牌战略，加快向以听装啤酒和精酿产品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型升级，巩固和

加强在中高端产品市场的竞争优势。2016 年，公司主品牌青岛啤酒共实现销售量 

381 万千升，其中奥古特、鸿运当头、经典 1903、纯生啤酒等高端产品共实现销

量 163 万千升，保持了在国内中高端市场的领先地位。 

同时，公司以“大客户+微观运营”的营销模式不断强化市场推广力度和深化

市场销售网络，推进厂商协同运营、优化营销价值链环节分工，不断提高对终端客

户的维护和掌控能力，巩固和提高在基地市场的优势地位和新兴市场的占有率。 

 

 燕京啤酒：延迟收购控股股东旗下资产 

啤酒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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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啤酒 5 月 31 日晚间公告，为避免同业竞争，公司此前承诺于 2017 年 5

月 30 日前收购控股股东燕京有限旗下的燕京啤酒（曲阜三孔）100%股权。因行业

竞争加剧、消费动力不足等多种不利因素影响，燕京三孔连续两年出现亏损，尚不

具备收购条件。公司决定继续对其实施托管经营，收购其 100%股权事宜待其连续

三年盈利或净利润达到 1000 万元后的一年内实施。 
 

 

  

 全国奶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发布，提振我国奶业发展信心 

农业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 局联合发布《全国奶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体现出对于我国奶业

的高度重视， 政策上提振奶业发展信心。 

 覆盖全面，推动奶业上下游产业融合。《全国奶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涵盖了上游养殖业、下游乳制品加工业，重点提出了婴幼儿奶粉行业的发展目标，

2009-2013 年奶业规划发展目标更加突出对上游养殖业的规划，对下游乳制品加工

业涉及较少。 2016-2020 年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前伸后延产业链，发展种养加一体、

一二三产融合的新业态。  

发展目标清晰，量化衡量指标。通过对比 2009-2013 年奶业规划基本目标以及 

2016-2020 年奶业发展目标，可以发现此次奶业发展目标更加清晰，并且发展目标

均是量化衡量。  

上游养殖业：十三五期间我国生鲜乳产量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 1.16%，略快于

十二五期间。继续推动规模化养殖，规 2020 年 100 头以上规模养殖比重达到 70%

以上，并且奶牛单产由 6 吨/年提高至 7.5 吨/年。限定了奶源自给率的下限是 70%，

有利于减少进 口乳制品对我国上游养殖业的冲击。同时对于复原乳严格监管，有

利于减少进口大包粉对于国内奶业的冲击，政策上给予上游奶牛养殖业支持。  

下游乳制品加工：我国乳制品产量十三五期间预计保持 5%的年复合增速，基

本和十二 五保持一致，同时将会继续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同时此次规划将婴幼儿

奶粉行业作为重点，提出 2020 年婴幼儿配方乳粉行业收入超过 50 亿元的大型企

业集团数量达到 3-5 家，并且将严格实施婴幼儿奶粉的相关政策，提高行业进入壁

垒，提高国产奶粉品牌行业集中度。 

 

 国产乳制品一季度抽检全合格 

“2017 年一季度，全国乳制品抽检合格率达到 100%。”中国奶业协会会长高

鸿宾在第五届中国好鲜奶·新鲜盛典论坛上表示，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今天，中国

乳业面临的挑战不是进口奶的冲击，而是来自国内消费者的消费信心。从 2015 年

全国乳制品抽检合格率达到 99.5%到今年一季度的抽检合格率达到 100%，国内乳

业正在开启一场民族乳业的品质革命。国家奶业科技创新联盟理事长王加启表示，

消费信心不足与产业链不平衡这两大问题成为亟待破局的奶业顽疾。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农业部长韩长赋提出未来要让外国人到中国买鲜奶，

并对下一步奶业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养好牛出好奶；严监管保安全；强企业树品

牌，打造民族奶业知名品牌。 

 

乳制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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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已成全国最大乳品生产基地 

目前，黑龙江省是全国最大的乳品生产基地，现有规模以上乳制品加工企业

53 家，其中婴幼儿配方奶粉企业 31 家，产能全国第一。2016 年，全省奶粉产量

55.4 万吨，占全国总量 40%；婴幼儿配方奶粉产量 20 万吨，约占全国总量的 1/3。

奶粉和婴幼儿配方奶粉产量全国第一。 

近几年，黑龙江省从转变发展方式入手，高起点、大手笔建设高水平现代奶牛

场。2013—2015 年三年累计投入 21.5 亿元补助资金，吸引社会资金投入 82 亿元，

高标准建起 182 个 1200 头规模的标准化奶牛场，新增优质高产奶牛 18.8 万头，平

均单产达 8 吨以上，有力提升了黑龙江省奶业标准化规模养殖水平和持续发展能

力。 

 

 光明乳业子公司收购新西兰乳业公司 

5 月 30 日，光明乳业子 公司新莱特乳业宣布完成对新西兰乳业公司 100%

股份的收购。据了解，NZDC 总部位于奥克兰，目前正在 Mangere(新西兰南区)建设

一座奶粉灌装厂，工厂地块将归入新莱特名下。根据公告，奶粉厂可用于婴儿配方

奶粉生产，此次收购有助于新莱特大幅提高奶粉混合与灌装能力，并将获得一条高

规格的包装线。 

新莱特执行董事和首席执行官 John Penno 表示，这次收购能让新莱特乳业满

足现有的需求。并提供增长空间以满足未来客户需求。“拥有第二处包装工厂也将

有助于降低只拥有单一制造场地带来的相关风险”。 

根据公开信息，新莱特乳业 39.04%的股份由中国光明乳业所持有。据了解，

新莱特乳业要为这次收购支付 3320 万纽币(约合 1.6 亿元人民币)。 
 

 

 

 猪周期开始进入下行期，猪价下降将利好屠宰及肉制品企业 

据中证资讯报道，统计局今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蛋、猪肉、禽肉价格分别下降

11.4%、8.1%和 2.7%。进入夏季以来，随着气温上升，猪肉消费迎来季节性淡季，

消费市场乏力之下，全国多地猪肉价格延续跌势。业内认为近期猪价下跌主要原因

是养殖户普遍看好五一节后猪价走势。此外，目前猪饲料处在下行期也不支持生猪

价格上行。机构调研预计，2017 年整体猪价走势将以下行为主。生猪价格走弱对

肉制品加工行业构成利好。 

 

 

 双汇发展：预计全年生鲜品两位数增幅 肉制品实现单位数增长 

5 月 16 日讯  双汇发展（000895）在最新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中表示，经

过一季度经营调整，市场网点进一步增加，同时猪价保持较低水平，对终端肉类消费提升起到

积极作用，预计生鲜品销量二季度增幅会提升，全年预计实现两位数增幅，创利水平也会有所

肉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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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肉制品一季度受成本影响较大，利润下降，预计全年肉制品成本前高后低，全年预计实

现单位数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