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酒业开始打响第三轮涨价大战。
继泸州老窖在上月宣布国窖1573出

厂价涨幅40%后， 郎酒集团将于12月25
日上调产品出厂价格， 水井坊股份也在
提价酝酿中。此时，白酒行业距年初平均
价格涨幅已高达30%，14家白酒上市公
司净利润同比增长70%！

随着茅台集团年度经销商大会临
近， 有媒体揣摩零售价已涨到2000多元
一瓶的茅台将再度提价。 但记者从多方
渠道获悉， 茅台正在筹划建立厂家直营
店，以期遏制茅台价格飞涨。

二线酒企集体提价
11月中旬，泸州老窖开始提价，12月

10日， 泸州老窖一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管
向记者解释，此番涨价，是原材料成本大
幅上涨所致。他举例，泸州老窖浓香型白
酒需要本地最好的糯高粱。 泸州糯红高

粱从2007年的3000元/吨涨至去年的
6000元/吨， 东北高粱从不足2000元/吨
涨到4000元/吨。今年泸州老窖收购的有
机高粱攀至9743元/吨。

紧随泸州老窖之后， 郎酒也宣布在
本月25日将提高主打产品的出厂价。郎
酒集团宣传部负责人胡基全告诉本报记
者，随着元旦、春节将至，郎酒的市场价
已涨上去了，因厂家产能有限，市场供不
应求，所以涨价。

据介绍， 郎酒涨幅在15%-20%。10
年红花郎市场终端价从498元/瓶上涨了
百元，15年红花郎从868元/瓶越过千元
大关， 零售价为1080元；20年青花郎从
1280元/瓶上调至1680元/瓶， 成为主打
产品。 作为超高端酒，30年2斤装的郎酒
已涨至10800元/瓶。

12月上旬， 水井坊有关负责人告诉
本报记者，公司提价也正在酝酿中。

茅台、五粮液不跟风

继年初53度飞天茅台出厂价提至
619元/瓶后， 此次茅台是否将顺着泸州
老窖的上涨再度成为领头羊？“一定要控
价！”11月20�日，茅台集团党委副书记刘
和鸣对记者说，控制茅台价格，将成为茅
台集团明年的主要工作之一。

“茅台集团将建立厂家直营店来调
节终端价格。”12月10日， 记者在茅台集
团采访时有内部人士透露。

继今年国家发改委两次约谈白酒企
业后， 尽管距最后一次谈话已有3个月，
但五粮液股份也未传出涨价的声音。
12月18日， 五粮液集团经销商大会透露
消息， 五粮液将加大开发千元以下白酒
次高端产品， 以抢占千元俱乐部会员腾
出的价格空间。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现象】 量价齐跌 柚子生意不好做

“卖不动啊， 半天才卖了一袋柚子。”12月
21日上午，毛家桥水果批发商陈小兰在电话中
告诉记者。陈小兰做水果生意十多年了，柚子
如此难销她还是首次碰上。

记者在毛家桥水果批发市场， 放眼望去，
遍地都是柚子。8栋101户的角旺水果批发行
老板说， 去年品质好的柚子批发价4元/公斤，
今年只有2.6元/公斤。

价格的下滑让消费者捡了“大便宜”。长沙
市民王俊生告诉记者，去年小年之前，他在红
星年购节花120元买了一袋约50斤的柚子，当
时算很便宜了。 今年同样品质的50斤装柚子，
在零售店都只开价100元/袋。

然而，令批发商不解的是，价格降了，生意
却更差了。陈小兰说，今年柚子开卖两个多月
了，还只卖了一车半，不到两万斤。往年，这个
时候她至少卖掉四车了。

长沙家之福水果连锁超市总经理郭秋红
证实说， 近期水果批发商生意确实不好做，有
很多批发商老板甚至直接拜托自己帮忙销货。

【原因】 水果大丰收 消费却更理性
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是产量骤增。长沙角

旺水果批发行老板告诉记者，湖南市场上的柚
子主要来自江永、广西和福建三个地区，今年
这三地柚子普遍丰收，产量都达到了去年的两
倍以上。“出口量减少也是个重要原因。” 马王

堆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方文凯表示，
往年国内柑橘类产品约30%用于出口，今年出
口量大幅减少， 大量水果积压在了国内市场，
导致价格下跌。

产量大导致价格下跌，并不稀奇。然而，销
量同时降低则跟市民消费方式转变有关。郭秋
红告诉记者，不光柚子，今年砂糖橘、冰糖柑等
水果都出现了量价齐跌现象，主要原因是“市
民的水果消费日益理性了”。

家之福水果连锁超市的扩张之路就是个
例子。郭秋红透露，去年家之福水果连锁超市
新增十几家门店， 而今年至今仅增加了一家。
可见，终端市场已趋向饱和，无论是水果品种、
还是购买时机，市民选择更多了，平时就很少
有人大规模采购水果了。对于后期走势，众多
业内人士一致认为，元旦、春节降至，柚子、砂
糖橘、 冰糖柑等柑橘类水果销量会有所增加，
但因为供应充足，价格很难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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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省柑橘丰产不丰收
价格虽然跌了，买的人却少了

为保证所供应鸡蛋的新鲜， 春秋农
业在全国采取会员制的直销模式。 以自
建物流和配送队伍“到户直供”消费者只
需拨打销售电话即可订购。通过剥离其
他第三环节，确保消费者能购买到春秋

农业的产地直供的新鲜鸡蛋， 就目前市场环
境来看， 可以说林露土鸡蛋是当前消费者能
购买的“最新鲜的鸡蛋”。

直销就是产品不通过各种商场、 超市
等传统的公众的销售渠道进行分销， 而是

直接由生产商或者经销商组织产品销售的一种
营销方式。

据春秋公司销售总监介绍，在土鸡蛋销售中
引入直销模式， 具有诸多优势： 可以减少土鸡蛋
销售的中间代理环节， 将代理商的利润最大限度
地回报给消费者；保证土鸡蛋的新鲜，从产蛋到送
到消费者的厨房时间很快； 更加有利于公司对鸡
蛋质量的监控，防止半途混入假土鸡蛋；提供最为
便捷服务，如送货上门，极大地方便了消费者；除

此之外，还可以提供增资服务，直接把消费
者的声音收集到公司总部， 迅速加以改进，
根据消费者建议，增加新的服务项目等等。

据悉，土鸡蛋能够直销，得益于春秋公
司具备两大优势要素： 一是有优质的土鸡
蛋；二是建立了高质量高效率的服务平台和
服务体系。这一土鸡蛋直销模式为行业内的
一大创新，将给广大长沙市民和门店所在销
售城市的消费者带来实惠。

会员制直销模式引入土鸡蛋销售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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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1日讯 今日，湖南省生物医药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销对接暨发展趋势与对策
会在长沙召开，25家医药工业企业与12家医药
商业企业共签订2012年产品采购金额6.3亿
元。省经信委主任、党组书记谢超英介绍，预计
今年我省医药经济总量突破一千亿元。

会上还发布了《湖南省医药行业“十二五”
发展规划》，其中经济目标是，2015年医药经济
总量达到2500亿元。区域目标是培育形成长株
潭核心集聚区、湘北产业集聚区、湘南产业集聚
区、湘西产业集聚区4大特色医疗产业区域（产
业基地），重点发展浏阳生物医药园、长沙高开
区、株洲高新区等9大医药园区。到2015年末，
全省医药产业综合实力力争综合排名进入全国
前十位。 ■记者肖祖华刘玲玲通讯员王平

今年我省医药经济总量
将破千亿
“十二五”目标：总量达2500亿

本报12月21日讯 今日，记者获悉，下个
月，湖南省市场学会、湖南日报报业集团等单
位将联合举办我省首届湖南品牌文化节。通过
品牌战略研讨、品牌体验等形式全面聚焦湖南
经济热点，深入探讨“十二五”规划期间湖南品
牌创新发展之路。

据了解，此次文化节为期5个月。主要内
容包括：品牌与消费者“对对碰”、开展湖南品
牌系列评选等多项内容。 组委会相关人士透
露， 湖南品牌文化节将被打造成为我省规格
最高、规模最大的品牌盛会，成为湖南品牌成
就与荣耀的最高奖台。 ■记者 未晓芳

湖南品牌文化节下月启动

近期双色球2亿元派奖活动在彩市
上掀起滚滚热潮，奖池持续攀高，大奖不
断爆出，吸引了全国众多彩民的眼球。特
别是进入12月份后， 双色球奖池更是连
续居高位 ， 截至 12月20日双色球第
2011149期开奖之后，奖池更是突破了7
亿大关，达到7.04亿元。

12月20日，“双色球” 第2011149期
开奖， 当期红球号码为04、05、 06、 07、
23、 31�，蓝球号码为16。全国共开出一

等奖1注，奖金高达1500万，花落天津省。
此外，当期还爆出了225注单注奖金为16
万多元的二等奖。目前，双色球派奖已经
进行到了第27期，全国共中出一等奖174
注，二等奖则中出多达3542注。

7亿以上超高奖池， 持续的2亿元大
派奖活动， 为双色球超级巨奖的出现制
造了先决条件。当下，“复式+倍投”已成
为众多彩民购买双色球的选择， 双色球
玩法蕴含的巨大能量也让众多彩民跃跃

欲试， 刷新此前5.65亿元的中国彩市中
奖纪录并非没有可能。 天津幸运彩民就
已揽获1500万大奖， 而我省郴州的彩民
更是在双色球第2011147期以5倍的倍
投获得3340万元双色球巨奖。 希望彩民
抓住这超高奖池
的大好机会，大显
身手，擒获双色球
一等奖乃至超级
巨奖！ ■邓青璇

双色球派奖 奖池已突破7亿大关

今年柑橘大丰收，产量都达到了去年的两倍以上，许多水果商反映柑橘卖不动。图为一水
果批发商门前摆放了大量未销售出去的柑橘。 记者 童迪 摄

市民吃水果便宜
了，商人卖水果却难了。
近日，成交量、销售价双
双下跌的奇怪现象发生
在柚子、冰糖柑、砂糖橘
等柑橘类水果身上。12
月21日，记者走访获悉，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
两个： 一是今年柑橘类
水果产量骤增， 受经济
形势影响， 出口量却下
降。 二是受水果超市等
终端市场竞争激烈影
响， 市民水果消费日益
理性。

■记者 未晓芳

白酒第三次涨价潮来袭，今年平均已涨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