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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早报记者冷宏伟

旺季来临
多家酒企宣布提价

进入白酒旺季，各酒企
纷纷在节前采取行动，针对
不同产品进行涨价。其中，
11 月以来，国窖 1573 以及水
井坊陆续采取行动，下发涨
价通知。

11月 11日，泸州老窖国窖
酒类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发布
了《关于调整 52 度国窖 1573
经典装价格体系的通知》，该
通知显示，自12月10日起，52
度国窖1573经典装计划内配
额价格上调20元/瓶；紧接着，
在华北地区国窖公司也针对

52度国窖1573经典装下发相
关涨价通知称，12月 10日起，
河北区域经销商客户52度国
窖1573经典装计划内配额结
算价格上调至850元每瓶。

随后11月12日，水井坊对
外发布通知称，从即日起，拟
对52度水井坊·典藏大师版、
52度水井坊·臻酿八号、52度
水井坊·臻酿八号禧庆版和
52度鸿运装这四款产品的建
议零售价进行调整。其中，
52 度水井坊·典藏大师版建
议零售价每瓶上涨 60 元，提
价后建议零售价 1039 元；另
外三款产品的建议零售价每
瓶都上涨20元。

几乎同时，湖南的酒鬼酒
也被传出有涨价动作。据相
关报道，酒鬼酒将从2020年 1
月 1日起，对52度500毫升内
参酒配额内战略价每瓶上调
50元。

而则更早之前，即在10月
份，另外一家四川酒企剑南春
已率先发布旗下大单品珍藏
级剑南春提价的消息，幅度为
40元/瓶，提价后价格突破700
元大关。

走访调查
涨价产品市场价暂未上调

对于涨价的原因，多家酒

企给出了不同回应。泸州老
窖方面表示，国窖1573是泸州
老窖核心的战略产品，价格上
涨也是消费升级的趋势。而
经销商进行涨价，不代表公司
整体提价，是经销商对于其自
身的营销规划。

对于水井坊相关产品涨
价，有业内人士指出，此次涨
价主要是观察市场情况而做
出的相应决策。而水井坊相
关部门向媒体表示，此次涨价
中的建议整箱团购价和建议
零售价仅供参考，具体销售价
格仍由各商户根据自身实际
经营状况自行决定。

那么，调价通知发出后，
这些产品的市场价究竟有没
有上调？记者在成都春熙路
附近一酒行内看到，水井坊部
分产品正在参与促销活动，其
中原价为458元/瓶的52度臻
酿八号，现售价为380元/瓶。

“我们销售的水井坊还是去年
的价格，虽然今年已经涨价
了，但我们并没有调价。”现场
工作人员介绍道。

除线下渠道外，水井坊
上述产品的线上价格目前也
远不及其建议零售价格。以
水井坊京东自营旗舰店为
例，52度水井坊·典藏大师版
的售价为 799 元/瓶，52 度水
井坊·臻酿八号的售价为359
元/瓶。

在成都总府路某超市里，

记者发现52度水井坊·臻酿八

号售价 458 元，而 52 度国窖

1573正在特价促销，整件原价

6594元，现价5880元，平均每

瓶980元。该店店员表示，“进

入消费旺季后，整体白酒消费

需求较夏季有所提升，虽然有
些品牌厂家建议零售价格上
调，但大部分市场价格并未上
涨，有些促销品牌价格还是非
常实惠的。”

如果你愿意跑一趟贵州，
最近还有机会以 1499 元/瓶的
价格买两瓶53度飞天茅台。近
日有读者爆料，在遵义茅台机
场看到一则提示，从北京、广
州、深圳、杭州、长沙、西安、哈
尔滨、温州、贵阳直飞茅台机场
的进港旅客都能入手两瓶飞天
茅台。

日前，贵州省政府推出了
冬季旅游营销活动，诚邀全国
人民到贵州做客。12月 1日至
2020年2月28日（共90天），全
国人民到贵州旅游将享受多种
相应优惠，其中就包括以 1499
元/瓶的价格买两瓶53度飞天
茅台。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专程
飞一趟贵州买两瓶平价茅台，
划算吗？

飞一趟贵州买茅台划算吗？

看到这则消息后，许多人
本能地开始查机票。携程显

示，从杭州到遵义的茅台机场，
经济舱的价格最低在450元左
右，高的要 700 多元。如果往
返，最低成本在1000元左右。

而两瓶茅台的利润呢？目
前，在杭州烟酒店，53度飞天茅
台的回收价格在2100—2200元
左右，意味着从遵义茅台镇带
回的茅台，每瓶有六七百元的
利润。这么一算，来回一趟贵
州，不算时间成本，还是能够赚
上个几百元。

不过，这一活动也不是每
天不限量的。茅台机场相关工
作人员透露，这一活动每日限
量在600瓶左右，其中进港400
瓶，出港200瓶，“活动目前还没
有明确的截止时间，可能持续
到年底。”另外，从杭州直飞茅
台机场每天只有一班，下午5点
才能到，买到的可能性不大。

相比之下，贵州省政府的
活动，可以购买茅台的地方更
多。根据介绍，像贵州省部分

机场、高铁站、酒店、景区等43
个地点，都可以买到平价茅台
酒。目前，从杭州到贵阳龙洞
堡国际机场每天大概有5个航
班，从上午6点到下午3点。

但是，想要买到平价茅台，
赚点差价几乎不可能。位于龙
洞堡国际机场一楼的丽港酒店
属于43个地点之一。酒店前台
表示，想要买茅台必须在线下
开房，“房价在500元以上，此外
还有房间内的额外消费 500
元。”

她还不忘提醒，其他指定
购买点的情况也差不多，需要
先消费其他产品或者服务，才
可以购买茅台。而在线上平
台，这家酒店的标准大床房的
价格只要466元。

“黄牛”涌入茅台镇

这已不是贵州省政府第一
次用茅台来吸引八方来客。杭
州一家旅行社的导游介绍，今

年以来，到贵州的游客量比往
年都多，不少人主要是冲着茅
台酒去的，“像是在机场买平价
酒的活动，年初就有，可能后来
看效果比较好，慢慢推广开
来。”

此前茅台规定，茅台机场
出港游客可凭身份证在限定时
间内买两瓶飞天茅台；在茅台
镇的直营店，每个身份证每个
月可买两瓶飞天茅台；在茅台
集团直属的茅台国际大酒店住
的游客，凭房卡在酒店的茅台
直营店里购买两瓶茅台酒；参
观国酒文化城的游客亦可用正
价购买限定数量的茅台酒……

不过，即使这些渠道看上
去已很丰富，但大部分游客依
然无法在茅台镇上顺利买到茅
台，因为这里茅台的价格和市
面上价差太大，大量“黄牛”闻
风而动。

在茅台镇上做白酒生意的
小茅介绍，自从这样的政策出

现后，就有“黄牛”雇用老年人
排队，给每个人100元，让他们
进店买茅台，“冬天有的时候会
开到200元，老头老太经常6点
就开始排队，一般游客怎么可
能早过他们？”

从网上曝光的一系列照片
看，眼下在茅台机场排队的也
大多数是老年人，不太像是专
程到贵州旅游的游客。“前段时
间价格最疯狂的时候，酒店、直
营店、机场外面都是‘黄牛’，加
价就能收。”小茅说。

显然，这些举措都没有很
好解决茅台市场价高企的问
题。今年“双11”，茅台在天猫投
入了超过8万瓶平价酒，在苏宁
也投入了35吨平价茅台酒，仅
这两家平台就实现约2.5亿元销
售额。 此前，在一年一度的贵
州茅台销售商大会上，茅台集
团董事长李保芳表示，“飞天茅
台短期内不会提价。”

（都市快报）

年底销售旺季，水井坊、酒鬼酒等相继提价

成都零售价未涨 大面积涨价难现

随着2020年春节旺

季的临近，白酒行业再掀

涨价潮。近日，泸州老

窖、水井坊、酒鬼酒、剑南

春等企业均传出涨价消

息，这也是继上半年酒企

密集提价后，又一波酒企

赶在旺季前涨价。在业

内人士看来，酒企不断调

整产品价格，在满足市场

需求的同时，也从一定程

度上表现出行业或将迎

来新拐点。而消费者担

心的是，上游厂商调价，

到下游白酒终端市场是

否会再迎来一波涨价潮？

贵州多个机场和高铁站都在卖平价茅台

打飞的去贵州买茅台划算吗？

行业分析

春节前不会再现
大面积涨价
事实上，这已经是今年白酒

第二波涨价潮。今年上半年，随
着飞天茅台的价格一路看涨，五
粮液、洋河、泸州老窖、山西汾酒、
郎酒已经相继跟涨过一波。其
中，五粮液以推出第八代经典五
粮液为由顺势提价。一向采取

“小步慢跑”策略涨价的洋河，上
半年则迈开步伐，对其核心产品
海之蓝、天之蓝、梦之蓝、双钩珍
宝坊等提价，供货指导价的最高
涨幅超过20%。

白酒行业分析师蔡学飞指
出，上半年的第一波白酒涨价，主
要是高端名酒企业在茅台带领下
的价格卡位；第二波涨价潮大多
是区域名酒提价，更多表现为缺
乏涨价基因的酒企伴随着控货，
人为制造稀缺性以达到渠道增值
的目的的控货保价。

另有业内人士认为，白酒企
业上调产品价格的目的在于拉升
品牌形象及价格占位。在高端酒
市场，“茅五国”的三强格局已然
得到确立，这对于身后的追随者
带来了巨大压力，同时也促使其
它名酒、区域强势酒企在产品定
位和运营策略上保持高强度的跟
随，毕竟卡位高端酒市场对于拉
升品牌形象最为关键。

不过该市场人士认为，经过
前期的集中提价后，春节前白酒
行业应该不会再出现大面积涨
价的情况。“受酒类消费整体放
缓的影响，今年白酒涨价的幅度
和频次与去年相比有所减少，加
上高端白酒已经在前期的集中
提价后完成价格升级，所以春节
前，即便是有部分白酒企业上调
产品价格，估计也很难再引发大
面积的涨价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