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观望

本报1月9日讯 1月8日，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发表
公告， 要求各子公司必须按照
1499元/瓶的价格销售飞天53
度500ml茅台酒，并建议销售商
酌情参照，不囤货捂售，不捆绑
搭售。

业内人士分析称，在整个高
端白酒市场回暖趋势已明了、其
他酒企都相继涨价的大背景下，
飞天茅台想一直保持1299元/
瓶的零售价格并非上策，“而且
即使是在厂家大力控价的时候，
终端市场价也并没应声而下”。
去年12月下旬， 茅台正式宣布
上调旗下产品价格，但未立即公
布飞天53度500ml茅台酒的具
体价格。不过记者发现，长沙不
少茅台酒经销商纷纷宣布该产
品缺货，而有货的商家也开始涨
价，价格最高达1788元/瓶。

此次茅台的公告中， 飞天53
度500ml茅台酒的零售价从之前
的1299元/瓶调整至1499元/瓶。
对于此次涨价，贵州茅台酒股份
有限公司表示，是为了统筹兼顾
各种因素， 充分尊重市场规律，
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保障国有
资产增值，维护股东权益。此外，
茅台还强调在对茅台酒产品价
格进行调整后， 将积极采取措
施， 稳定好茅台酒产品市场，维
护好茅台酒产品市场价格。

茅台表示，考虑春节市场因
素，公司计划春节前增加市场投
放量， 并提前对配套物流发运、
主流终端渠道供货等相关工作
予以部署和安排。

■记者 胡锐 实习生 卢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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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去年高端白酒的涨
价潮之后，啤酒也耐不住要抬抬
身价了。2018年1月1日起， 华润
雪花、青岛等多家啤酒公司对产
品进行价格调整， 价格涨幅在
10%至20%之间。这是近十年来
啤酒公司们第一次集体涨价。据
啤酒企业解释， 此次涨价是原
料、包装、人力等因素成本上升。

1月8日，记者走访了长沙多
个市场发现，虽然厂家宣布调价
已过去一个多星期，但在终端消
费市场上，啤酒的价格似乎还没
动声色。业内人士表示，这也许
是因为目前还未到啤酒的消费
旺季，经销商手里有库存，还不
急于立即提价。

多家酒企齐调价

近日，华润雪花啤酒调整旗
下中低端品牌产品价格， 对包
括雪花纯生、勇闯天涯、晶尊在
内的9款产品进店价格进行上
调，幅度在2到10元不等，提价
产品的规格均为500ml。 青岛
啤酒也发布了产品涨价的公
告， 公司准备对部分区域的部
分产品进行价格上调， 拟涨价
产品的平均涨价幅度不超过5%
及哪些产品目前还未公布。其中
重庆啤酒和燕京啤酒， 更是于去
年12月就已率先提价。 燕京啤酒
对460ml本生啤酒（纸1*12）的终
端进货结算价格提高了3元/箱，
单瓶零售价格顺涨1元/瓶。

因成本上升，或为增利润

对于此次啤酒的涨价，厂家
都一致解释为原料、包装、人力
等因素成本上升，生产成本增加
等压力。 但不少业内人士却表
示，此次涨价一方面受白酒涨价
带动，另一方面是企业经营理念
的调整。 本地一业内人士分析
称，经历了2016年大量关厂精简

机构之后，啤酒厂商已经在很大
程度上控制了成本费用，产能利
用率也在提升。所以“提升利润，
自然是它们的下一步诉求”。

此外， 随着过去几年进口啤
酒、高端精酿啤酒流行，中国也开
始培育自己的高端市场。自2015年
起，中国啤酒公司就试图挤进这个
市场。以青岛啤酒为例，2015年，青
岛啤酒加大力度推出高附加值的
新产品，价格卖到10块、25块一瓶。

各大卖场暂未涨价
股票已大涨

1月8日，记者走访了长沙多
个市场，发现虽然厂家宣布调价
已过去一个多星期，但在终端消
费市场上，啤酒的价格仍表现得
十分沉稳。

在华润万家长沙世纪城店
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也
听说了啤酒厂家宣布涨价的消
息， 但目前超市还没有具体执
行。随后，记者在其他几个超市
也发现啤酒价格没有发生大的
波动。

“还没有对大卖场啤酒调
价。” 华润雪花啤酒在长沙负责
大卖场客户的常莉娜受访时表
示，目前他们的产品在长沙的各
大卖场暂未涨价，但部分产品的
价格将适度上调，具体涨价时间
会另行通知。

虽然终端消费暂未涨价，但
是啤酒概念股却在近期开始“躁
动”了。在提价利好刺激，以及整
个消费板块集体大涨的带动，啤
酒概念股近期出现启动。1月8
日，重庆啤酒大涨近5%，而且近
期该股成交量明显放大，12月20
日启动以来 ， 至今涨幅已超
20%。

至于行业龙头青岛啤酒，从
12月初启动后，至今累计涨幅已
高达40%。 ■记者 胡锐 黄文成

实习生 卢萍

在此次公布的未能入境
的化妆品中， 由中国免税品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进口的
18个不同品类的圣罗兰唇釉、
唇膏，2类科颜氏润唇膏，35个
不同品类的兰蔻唇膏、 睫毛
膏、眼线笔等产品均因包装不
合格而被依法退货或者销毁。

此外， 在今年夏天朋友
圈引发拍照分享热潮的蓝色
百事可乐汽水也同样榜上有

名。原产国为印度尼西亚，总
重量达5.4千克， 由深圳市八
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进口的
蓝色百事可乐汽水同样因包
装不合格未能入境。

据了解， 包装不合格属
于非产品品质问题， 在进口
商品的运输、存储过程中，可
能因为管理不善而出现包装
破损、 污秽或者未能按要求
进行中文标示等情况。

去年11月进口食品、化妆品不合格信息公布 网红饮料感官检验不合格未能入境

大批化妆品未准入境，兰蔻等上榜
日前， 国家质检总局在其官网公布了2017年11月

未准入境的食品、化妆品相关信息。公布信息显示，今年
夏天的“网红饮料”香港维他系列饮料、起泡酒、葡萄酒
因感官检验不合格、超过保质期等原因被销毁。

三湘都市报记者注意到，2017年以来，大批进口食
品、化妆品因感官体验、包装不合格被“拒之门外”。这
些看起来“不太重要”的检验指标究竟对消费者有什么
含义？ ■记者 朱蓉

巧克力、果汁软糖、甜甜
圈……在国家质检总局公布
的11月未准入境的食品化妆
品信息上， 三湘都市报记者
看到，由玛莎商业（上海）有
限公司进口的大批零食因超
过保质期而未被准予入境，
这其中就包括瑞士蜂蜜杏仁
夹心巧克力、 珀西猪果汁软
糖、 毛毛虫柯灵果味软糖等
市场销售颇广的商品， 总重
量超过1183千克。

此外， 由上海唛格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进口的总重量
达1080千克的喜路多种口
味夹心饼干、 上海基森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进口的荷兰
蜂蜜燕麦饼、 上海味庭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进口的味自然
派饼干等商品也因超过保质
期而未能顺利入境。

采访中，记者发现，目前
在市场上销售的进口食品新
鲜程度并不算理想， 与国内
同等品类的商品相比， 早两
三个月均为正常。 一位曾经
从事跨境电商的业内人士介
绍，进口食品从原产国离厂、
运输、 再到报关报检是一个
相对长期的过程， 如果掌握
不好时间节点， 入境时临期
或超过保质期经常出现。

而在今年夏天占据了长
沙各大超市主货架的维他系
列产品因感官检验不合格而
未能入境， 这其中就包括了
热播网剧而畅销的维他柠檬
味茶饮料。

统计数据显示， 此次除
由深圳市东动实业有限公司
进口的6千克维他柠檬味茶
饮料外， 还有由深圳市宝海
进出口有限公司进口的总重
量达156千克的维他品牌各
系列产品均因感官检验不合
格而未能获准入境。

据三湘都市报记者了
解， 感官检验是国家相关检

验检疫部门工作人员通过自
身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等
感觉器官来对食品的色泽、
口感等方面进行的一种群体
检测， 涉及如茶饮料等软饮
而言， 则主要集中在对该产
品的外观形态、色泽、气味、
透明度以及包装容器的清洁
度、 瓶盖封口是否完好等内
容。

值得注意的是， 由沃尔
玛（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进
口， 重量多达2045千克的荷
莉玛巧克力豆夹心可可味饼
干也因感官检验不合格而未
能入境。

大批进口零食超过保质期被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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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蔻、圣罗兰等大牌唇膏包装不合格

“涨”声响起来
飞天茅台1499元/瓶

啤酒厂家集体涨价，各大卖场暂未上调
业内：经销商手里尚有库存 涨价或在3月份体现

1月9日，华润万家超市长沙奥克斯广场店内，啤酒暂未涨价。 胡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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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饮料感官检验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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