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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2年以来， 中国白酒市
场在国家三令五申中， 并没有停
止前进的脚步。 市场的继续和行
业发生的变化， 让白酒产业成为
了2013年变化最显著的行业，一
系列指向白酒产业、 做空白酒产
业的令箭， 从政府部门到社会各
界射向中国白酒产业。 那么即将
步入2014年的湘酒产业将如何面
对发展迎接挑战呢？

白酒迎来
“6+2”周期性回调

首先， 必须认识一个发展关
口：960万千升产量顶点，8年周期
性回调明显， 白酒产业步入下行
期。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
2011年全国白酒行业完成产品销
售收入3746.67亿元， 实现利润
571.59亿元， 上交税金445.10亿
元。除出口交货值外，各项经济指
标数据都保持了30%以上的增长
速度。

根据《中国酿酒产业“十二五”
发展规划》， 目标是到2015年，全
国白酒总产量将达到960万千升，
比“十一五”末增长8%，年均增长

1.5%。 但在“十二五” 第二年的
2011年，我国生产白酒（折65度，
商品量） 产量达1025.6万千升，
同比增长30.70%。这意味着，白
酒业“十二五”规划的产量目标
早 在 2011 年 就 已 经 超 越 了 。
2010年的产销量刚刚超过1996
年的800万吨顶点水平， 紧接着
2011年达到1025.6万千升， 远远
超过了国家“十二五”规划的960
万千升顶点。

回顾这些数据， 我们不难发
现， 中国白酒产业在1996年到顶
之后进入了缩量价平阶段。1996
年到2004年的谷底8年时间里，中
国白酒产业从高点走入了低点，
而从2004年到2011年8年时间里，
中国白酒产业又从谷底走到了顶
峰，这刚好是一个8年的周期。

根据这些， 我总结了一个结
论：白酒的“6+2”周期。从1988年
到2012年， 我们一共经历了3个
“6+2”周期。而2012年，中国白酒
产业开始进入调整及缩量阶段。

政治、经济两大要素
推动产业发展

审视一下， 共有两大发展要

素，即政治拉动经济推动，推拉结
合产业繁荣。

面对进入下行调整期的中国
白酒产业，未来市场将何去何从？
作为中国白酒企业， 我们应该始
终清晰地认识到两点， 白酒产业
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么好的发展，
除了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及品牌效
应放大之外， 更重要的是白酒产
业作为传统产业， 本身具有很好
的消费刚性， 因此市场的潜力才
能够不断被激发出来， 但是推动
整个白酒产业发展的还是政治和
经济两大支柱。

政治因素是拉动白酒产业发
展的关键。从国家到地方，酒一直
是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 在这种
政治因素的指导下， 中国白酒在
政务商务市场上获得了很好的发
展。

但是随着2012年国家对白酒
市场的调整， 中国白酒产业将失
去其传统势力范围。

经济因素是推动白酒产业的
要素。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在
四万亿投资后进入2011年开始乏
力， 使得销量巨大的中国白酒产
业首当其冲受其影响。 缺少经济
环境的推动， 中国白酒产业在
2013年发展更加谨慎。

未来企业在经济平稳期应
该做好产品布局，努力培养好品
牌， 以此在经济发展高潮来临
时，抓住市场发展的大势。从而
让自己在竞争中获得优势，我认
为这是湘酒企业应当积极把握
的。

湘酒发展路径的
几点思考

对于湘酒的振兴路径与选
择，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探索。

1、树立大香型概念，只有做
大香型才可能做大产区；

做大湘酒的香型概念， 湘酒
品牌才可能整体大发展。 湘酒品
牌才可能被广大消费者认知。我
们酒鬼酒这几年的快速发展也得
益于香型概念的强化， 但是我觉
得， 这个香型概念是酒鬼酒自己
的，不是湘酒的，我们湘酒品牌需
要有一个共同的香型概念集体去
打造。目前，兼香型产区尚未形成。
湘酒兼香“馥郁香”是否能在未来
形成兼香大产区？既是问题，也是
方向！

2、湘酒大品牌打造，强化品
牌集群发展效应；

总体来看我们湘酒品牌成
为全国品牌的不多， 还不像川
酒、东北酒那样多品牌群雄并起
面向市场。做大湘酒大品牌需要
更多的企业共同参与，集群化发
展。

企业的发展伴随着产区的放
大， 产区放大的形成也需要依靠
企业规模提升来支撑， 并形成全
国化大产区口碑。基于此，湘酒大
品牌的打造和湘酒品牌的崛起也
必然要走此路径。那么，在这样的
路径下， 湘酒大品牌的打造也需
要集群效应。 只有实现集群化发
展，多方资源才能重视，全国范围
的影响力才能建立。 就像茅台的
成功带动了一大批茅台镇中小酒
企的快速发展一样。 在某种意义
上说， 茅台也推动了黔酒产区的
形成。

在过去几年里， 酒鬼作为湘
酒的品牌之一做了一些工作，但
我认为，还不够，还需要更多的湘
酒品牌共同加入到这个阵营来。

目前， 湘酒发展存在一些问
题，都是大发展中的小问题。俗话
说，大发展小问题，小发展大问题。
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

湘酒发展需要聚合效应

总结苏酒，我们认为可
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风格的力量：在苏酒振
兴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独特
的白酒流派风格可谓意义
重大。据白酒名宿沈怡方先
生介绍：浓香型白酒在江苏
还不到五十年历史，过去以
清香为主。在发展浓香型白
酒的过程中，苏酒首先是学
习四川，因地制宜作了一些
改进。 经过几十年摸索，最
终成就了苏酒“甜绵软净
香”五味谐和、以味为主的
淡雅浓香型酒的特征。可以
说， 在淡雅浓香型白酒领
域，苏酒品牌已取得巨大竞
争优势。不仅成功发起了苏
鲁豫皖四省峰会，推动四省
白酒企业联盟，从而形成板
块共振效应。而且苏酒“洋
河蓝色经典” 强势推广的
“中国绵柔型白酒领袖品
牌”的诉求，也已取得很好
的心理占位。“淡雅即苏酒，
苏酒即淡雅”， 已成为业内
人士的普遍期待与关注。

品牌的力量：在苏酒复
苏过程中，苏酒的二代品牌
如“洋河蓝色经典”、“双沟

珍宝坊 ”、“苏酒”、“今世
缘”、“国缘” 等起到了不可
忽视的作用。 这些品牌是
“洋河”、“双沟”、“今世缘”
等苏酒骨干企业推出的定
位于中高端白酒市场的新
一代苏酒品牌。这些品牌吸
收了江苏原有国家名酒的
传统，突出了淡雅浓香型白
酒的产品特色，顺应了江苏
市场消费者更高更新的消
费需求。目前，这些品牌已
取代苏酒传统的“三沟一
河”， 而升级为新苏酒的代
表品牌。

理念的力量：与川酒更
注重传统挖掘所不同的是，
苏酒给人的感觉更现代。首
先，苏酒的淡雅口感更符合
现代消费发展趋势； 其次，
苏酒的产品包装和品牌诉
求更注重现代理念，“洋河
蓝色经典” 的蓝色包装和
“男人的情怀”诉求，给人以
强烈的时代感。“双沟珍宝
坊”的自由勾兑技术与大小
瓶相结合，对传统饮酒方式
加以颠覆性革命，满足了新
一代饮酒者求新求异的消
费心理。

苏酒重品牌 徽酒重市场
他们都是湘酒中兴榜样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酒鬼酒供销责任有限公司总经理 郝刚

世上总不缺榜样的力
量，白酒亦如是。

一个来自于江苏宿迁
白洋河上的洋河酒，只用了
10个月就威胁到了贵州茅
台、五粮液、泸州老窖的价
值， 并且在政府的支持下，
与江苏双沟酒业股份有限
公司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完
成合并， 组建苏酒集团，成
为中国白酒版图的重要一
极。这值得我们学习。

安徽的金种子酒在一
个100万人的县，年销售额
达到3亿元，让外地酒“插针
都插不进去”， 这也值得我
们学习。

……
师夷长技以制夷，湘酒

要想做大做强，必须虚心学
习。下面，我们总结了苏酒
和徽酒的事例，希望能给湘
酒有所启迪。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玲玲
何梦青 整理

“西不入川，东不入皖”，这
是业界对徽酒力量的最好描
述。

在徽酒发展过程中，营销无
疑是成就徽酒辉煌的重要保证。
曾经有研究人士这样概括徽酒
的营销策略：“稳扎稳打省内市
场，机会性切入省外市场，依靠
强大的终端推力和营销模式创
新启动市场，依靠不断提升的品
牌形象维护市场的持续稳定。”

事实上，总结徽酒，可以看
出徽酒板块整体协调一致，步
伐统一， 整个板块呈现出四大
特征：

第一， 成熟的价值观是徽
酒营销过程中的最大特征。徽
酒如同徽商，低调不张扬，徽酒
营销张弛有度，从不盲动，不像
川酒那样显山露水。 虽然现在
徽酒品牌已经遍布全国各地，
却很难看到徽酒五朵金花的掌
门人的身影。

第二， 在战略规划上与营
销高度匹配。 这种匹配形式与
徽酒重营销的战略需要是相适
应的。无论是职能部门的设置，
各种营销活动的出台， 还是广
告投放，徽酒都能够做到“资源
利用最大化，效益最大化”。

第三，在品牌运作上，各品
牌定位精准， 并与其他品牌有
效区隔， 能够保证徽酒内部竞
争的差异化。 因此在市场表现
上， 徽酒各品牌找到了差异化
的竞争法则，彼此相克相生，共
存共荣。

第四， 营销模式不断创新
是促进徽酒不断前进的最大动
力。从包装创新，到渠道创新，
再到终端盘中盘， 徽酒的营销
模式始终是同行研究和学习的
重点。以“口子窖”为代表的徽
酒， 以盘中盘的模式开创了中
国白酒营销的宏大一页。

在塑造品牌上， 徽酒也很
有一套。 他们首先是把品牌打
造和产品销售有机结合， 实现
两条腿走路。它们能够把营销作
为打造品牌的最重要手段，把营
销作为品牌发展的重要战略性
内容来研究，让品牌提升与产品
销售互相促进，协调发展。

其次， 敢于投入也是徽酒
的显著特征。 与其他白酒板块
相比， 徽酒对品牌的投入往往
是大手笔的，无处不在的。在电
视，报纸、路牌、公交等各种传
播媒体都可以看到徽酒的形象
广告。

革新无处不在
徽酒苏酒

敢于投入，营销至上

·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