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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在“全华中，看
苏宁，三省联动，苏宁易购O2O
购物节”新闻通报会上，湖南苏
宁总经理窦祝平介绍，在11月3
日正式启动的此次购物节上，
计划推出“超级预存”、“第二件
半价”等丰富的让利活动。尤为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传统的家
电促销，对湖南贫困地区的“农
业产业扶贫” 也将成为此次购
物节的一大特色。

不止五折
超级让利助攻狂欢购

作为国内O2O全面融合领
先的互联网企业， 苏宁在数据
革命的驱动之下， 已经能够通
过大数据来寻求用户购物痛
点，通过智慧化运营，合理布局
云店格局， 为用户打造更加高
品质的消费体验。

据了解，此次“三省联动，
苏宁易购O2O购物节” 特别推
出“超级预存”及“第二件半价”
活动，消费者自即日起至11月2
日可通过线下预存 20元得
1000元套券。此外，消费者还可
在苏宁易购门店购买第一件商
品后可享第二件活动商品半价
购买权。

此外，消费者只需参加“超
级预存”活动，便可于活动当天
现场领取本地农产品一件。这
也意味着， 苏宁同时为三省当
地农产品如湖南雪峰蜜桔、河
南卢氏核桃、 武汉秭归脐橙提
供销售渠道。

不止一天
时尚玩法看苏宁主场

嗨购市集、互动直播、门店
24h不打烊、抢红包……苏宁在

此次活动中将重磅打造“嗨购
市集”，包括武汉、长沙、郑州等
城市都将上线品牌主题馆，引
入“寻鲜记”，进行农产品原产
地网红直播， 同时进行合作品
牌的宣传推广。

此外，通过苏宁文创、苏宁
体育的参与， 还将通过形式丰
富的超级V购、流动购物车、现
场互动现场直播、 邀请代言人
杨洋粉丝参加庆功宴等多种产
业互通方式共同开启此次活
动。

不止准时
苏宁物流投送更环保

此外， 在此次三省联动活
动中，来自湖南、湖北和河南省
的苏宁负责人还将“精心打扮”
化身成为武林“神秘高手”，为
进店消费者传授“购物心得”及
“家电保养秘笈”， 给予进店消
费者不一样的专业指导与服
务。

在物流服务上， 针对广大
消费者对物流服务的特别诉
求， 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
东就曾公开表示，“用户体验优
于利润，即使舍弃一部分利润，
也要保证用户体验做好， 做到
领先。”

苏宁将在此次三省联动活
动中特别推出“如约送， 准时
达”，保证在苏宁购物的消费者
享受到最优质的送货质量，享
受暖心服务。

此外， 苏宁物流还创新应
用了可折叠漂流箱代替常用纸
箱， 更方便快递员回收。“集众
人之力，一年可省下46.3个小兴
安岭。”力求在此次O2O购物节
上打造“最环保”的“双11”。

■朱蓉 经济信息

10月19日， 泸州老窖暂
停接受泸州老窖百年系列产
品订单， 这是国庆长假之后
泸州老窖的第7次停货或提
价通知， 早在今年3月，52度
国窖1573的出厂价就曾由
620元上涨至680元。 其实在
今年上调白酒价格的并非泸
州老窖一家，茅台、五粮液、
洋河、水井坊、古井贡等先后
掀起国内中高端白酒市场的
涨价潮。

经历了数年沉寂后 ，
国内中高端白酒市场于去
年开始复苏， 而在今年更
是一路高歌，可谓“量价齐
升”，一派繁荣景象背后是
市场深度调整后的触底反
弹， 还是宏观经济好转的
助推， 抑或是消费升级带
来的福利？

这个品牌
国庆后已4次涨价

在今年10月10日-10月
20日期间， 泸州老窖已先后
对旗下四大单品进行了调
整。10月10日，52度泸州老窖
特曲（60版） 零售价调整为
480元/瓶；10月11日，52度
国窖1573经典装最新零售价
涨至969元/瓶，单价涨70元；
10月14日， 泸州老窖再次调
整52度国窖1573经典装年份
酒零售价， 其中最低年份涨
200元/瓶， 最高年份涨1190
元/瓶；10月17日， 泸州老窖
再对特曲等单品进行调价，
老字号特曲团购价格每瓶上
涨20元；10月18日，泸州老窖
即日起停止接受蓝柔二曲订
单；10月19日，泸州老窖即日
起暂停接受“百年系列产品”
订单。其实，泸州老窖上调产
品价格并非只在国庆之后，
早在今 年 3月 ，52度国 窖
1573的出厂价就曾由620元
上涨至680元。

国庆后上调白酒价格
的并非泸州老窖一家。10月

10日起，苏酒集团拟调整海
之蓝、天之蓝、洋河大曲青
瓷、双沟君坊四款产品的建
议供货价和建议零售价，其
中海之蓝上调40元 /件、天
之蓝上调90元/件、 青瓷上
调25元/瓶、君坊上调40元/件。
事实上，今年以来，茅台、五
粮液、水井坊、古井贡等先
后掀起国内中高端白酒市
场的涨价潮。

白酒的“黄金8年”
卷土重来？

记者了解到， 在过去十
多年里， 国内白酒市场就经
历过8年的黄金发展时期，以
茅台和五粮液两种高端白酒
为例， 其出厂价格从2004年
的268元和330元， 涨到了
2012年的819和900元，涨幅
分别为305%和273%。那时，
一瓶53度飞天茅台酒的零售
价格最高卖到了2000多元。
与此同时， 茅台的营业收入
也从2004年的30亿元变为
2012年的265亿元， 增长了
7.8�倍；2004年至2012年，五
粮液营业收入也从63亿元增
长至272亿元。

不过随后， 受三公消费
政策等影响， 白酒尤其是高
端白酒市场进入了数年的深
度调整期， 从去年开始市场
出现复苏， 今年更是全面涨
价。

王府井金星路店某烟酒
柜负责人介绍， 从去年开始
高端白酒市场逐渐复苏，到
今年复苏的脚步进一步加
快。 其中飞天茅台酒的价格
已从去年的800多元/瓶涨到
了今年8月份的1800元/瓶，
随后在厂家一系列控价措施
下有所下滑。“目前专卖店价
格1299元/瓶， 数量有一定
限制， 市场价1400元/瓶左
右。”岳麓区烟酒店老板刘安
鼎介绍。

■记者 胡锐

国庆后，部分白酒品牌已连续调价，甚至断供

年底消费旺季，白酒价格还能涨多久

“现在流行喝少一点，喝好一
点。”家住长沙市岳麓区的张先生
喜欢喝酒，相比以前，他对酒的品
质有了更高的要求，“以前经常在
家备用的低端酒现在全都升级
了”。说起这一变化，他说一方面
是受到身边一众酒友的影响，“但
主要还是因为经济条件好转，能
喝得起了”。

生活中像张先生一样的人还
不在少数， 近年国内高端白酒的
需求也逐渐由原来的以政务和商
务消费为主， 转变为以居民大众
消费为主。经验数据显示，2012年
政务消费占比60%， 大众消费占
比 40% ；2015年政务消费占 比
27%，家庭亲朋聚会、送礼、逢年过
节、婚宴、收藏等占比73%。

“虽然不少品牌酒都涨价了，
但价格仍然在合理水平内。”湖南
酒业协会会长刘维平表示， 本轮
一二线白酒涨价有很多原因，其
中包括之前价格发生断崖式下
滑、现在出现价格回归，也有消费
升级和原材料成本增加等因素。相
关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
持续提升，中产阶层人口占比持续
提升， 预计到 2020�年占比有望达
到55%。尼尔森数据显示，当居民
收入提升时，对白酒的购买率以及
购买均价都会提高。“有钱了，就
对产品价格不那么敏感了。”

此外， 由于白酒特别是高端
白酒的生产不像其他产品可以随
时提高产量， 在市场需求陡然增
大时容易导致供不应求，“一瓶茅
台生产出来至少需要几年时间。”
不过刘维平指出， 此轮在一二线
品牌白酒价格上涨的过程中，低
端白酒并没有什么变化。

在刘维平看来， 由于年底是
白酒消费的旺季， 未来几个月里
一二线品牌白酒的价格有望继续
维持上涨趋势，“暴涨的可能性很
小，小幅度的涨价还是有可能。”

苏宁率先打响“双11”促销战
11月3日启动“苏宁易购O2O购物节”

探因

消费升级+价格回归+
供应缺口=量价齐升

本报10月26日讯 今天，
2017年中国（湖南）红色旅游文
化节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
因为“半条被子”的动人故事，
2017年中国（湖南）红色旅游文
化节将于11月10日在故事发生
地郴州汝城沙洲红色旅游景区
开幕。

据悉，本次以“伟人故里，
半条被子，温暖中国”为主题的
2017年中国（湖南）红色旅游文
化节， 主要内容为举办“6+1”
系列活动，“1”是2017中国（湖
南） 红色旅游文化节开幕式；
“6”是2017中国（湖南）红色旅
游文化节新闻发布会、“半条被
子的温暖与党史惠民” 学术研
讨会、2017汝城县经贸洽谈会、
“社会扶贫，推送温暖”启动仪
式暨“千车万人红色汝城扶贫

行” 活动、“红色汝城， 绿色出
行”旅游踩线活动、中国山地户
外运动大会暨重走长征路系列
活动等。

据了解，郴州汝城借助活
动举办的契机，加快沙洲村及
周边通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
设， 打造红军长征纪念公园、
磐石公园和农业生态园、沙洲
红色教育基地、“半条被子”主
题大型雕塑等核心景区，构建
游客接待中心、 旅游厕所、旅
游标牌等旅游公共服务体系，
着力建成红色、绿色、古色“三
色沙洲”， 打造全国有影响力
的美丽乡村示范村和红色旅
游目的地， 全国知名爱国主
义、革命传统和廉政文化教育
基地。

■记者 梁兴

2017湖南红色旅游节
将在“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举行

年底是白酒消费旺季，涨价行情还会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