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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 吕咸逊（海纳机构总经理、酒业评论员）

回归消费本质
是白酒行业永恒的主题

2015年10月26-29日是全国的秋季糖酒会，大多业
内同仁都认为是近年来人气最好的一届秋季糖酒会，特别
是相对过往的重庆糖酒会、武汉糖酒会、福州糖酒会，可能
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是江苏、山东、河南、安徽、浙江、上海
等附近省市是白酒、葡萄酒的消费大省，酒商多参会酒商也
就多；第二应该是深度调整期酒业创新的厚积薄发；第三可
能是借糖酒会之机，到南京、无锡等地游玩一下。

秋季糖酒会有三点值得关注
和思考：首先是论坛多。既有各
大行业媒体比如新食品、糖烟酒
周刊、华夏酒报、酒业家、微酒等
举办的，他们大都有不低于3场的
论坛，论坛内容有产业趋势、商业
创新、酒业电商等，名目繁多；也
有各大酒企如洋河、1919、中粮国
际酒业等举办的，他们大都是既
传达企业战略又兼顾经销商招
待；还有细分度很高的论坛，如酒
业并购圈举办的“区域酒企并购&
新三板”论坛。大多数论坛都是
人气爆棚，甚至很多人还站着听，
这一方面说明酒业学习氛围高
涨，另一方面也说明酒行业还有
很多迷茫、困惑，乃至对未来不确
定性的徘徊。

其次是 e+酒。如果 2013 年
热炒的是 B2C，2014 年热炒的是
O2O，那么2015年热炒的毫无疑
问是 B2B，下功夫推广的有盛初
的易酒批、和君的壹吉购、链端以
及以进口酒为主的挖酒网等。关
于酒业的“e+”或者说互联网化，

海纳的看法是：1.无论何种模式的
“电商”，都要既有“电”又有“商”，
甚至是要先有“商”后加“电”，先
有“商”就是要有不可复制的有核
心竞争力的商业模式（含运营模
式、管理模式、盈利模式），后加

“电”就是“e+”,为实体模式插上
互联网的翅膀。2.一个创新的商
业模式成功的前提是要有商业价
值，也就是要么能为产业链增值，
要么能为产业链降低成本，仅仅
是把线下流量搬到线上的“e+酒”
是不够的。3.易酒批、壹吉购等酒
业 B2B 对产业链一定是有价值
的，但赢家通吃，融资要及早，烧
钱大赛应该是下一阶段的大概率
事件。除了B2B，以水晶葫芦、微
醺为代表的众筹和以酒龙仓为代
表的定制等模式也受到了广泛关
注，特别是景芝酒业的水晶葫芦，
3 个 80 后操盘上线不到 1 个月就
销售了40多万元，一举获得了中
国酒业协会和新食品举办的“中
国酒业商业创新大会”的大奖。

最后，是进口酒。进口酒有

两大看点：第一，进口葡萄酒已经
占据了国内葡萄酒市场的半壁江
山，2015 年更是迎来了进口啤酒
的井喷。2015年1-8月进口啤酒
总量36万千升，同比增长65.7%，
总 额 3.93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48.9%；同期国产啤酒总量3479万
千升，同比下降6.12%，也就是213
万千升；特别是 8 月份进口啤酒
6.7241 万千升，同比增加 75.9%，
金额为 7125.6 万美元，同比增加
60.6%。第二，中粮国际酒业“平
台化发展，产业链整合”商业模式
创新备受瞩目，白酒厂、白酒商共
谋进口酒，跨界与山东最大的白
酒企业景芝酒业成立斐王名庄荟
（山东）国际酒业有限公司，跨界
与水井坊最大的酒商河南云飞酒
业成立河南名庄荟国际酒业有限
公司。

德鲁克说经营的本质是营销
和创新，秋季会的三个关键词就
是在完美诠释酒业创新这一永恒
主题，创新创造未来，让酒业创新
来得更猛烈些吧。

10月31日，第93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南京正式
落下帷幕，作为我国食品行业发展“风向标”的年度盛会，本
届糖酒会吸引了将近3000家参展企业、超过30万观众齐
聚“六朝古都”。除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展品外，还有来自近
30个国家和地区的展品组团参展，对于所有关注糖酒会的
人来说，看惯了蓉城的风情万种，不妨也领略一下秦淮河畔
的旖旎风光，听听桨声灯影中的呢喃之音。

总体来说，相较于去年的
“冷”，本届糖酒会“热”了好多，人
气总体上说比较旺，氛围也浓。

但“热”的背后也有对“冷”的
关注，集中表现在对中国宏观经
济的担忧，特别是三季度GDP六
年来首次破7。为此，在以“大势
五年”为主题的2015中国酒类食
品产业经济年会上特别邀请马光
远、曹景行、石齐平等经济领域、
媒体领域的权威人士与白酒行业
人士展开深度对话，探讨大势之
下中国白酒产业的未来发展之
路，从大局布小局。

当前中国经济正逐步转向依
靠消费驱动经济增长，这对于白酒
产业来说意味着潜在的增长力。
此外，当前中国中产阶级人口已达
1.09亿，并且随着80、90甚至是00
后逐步成为主流消费群体，白酒并
不缺乏潜在消费者，缺的只是怎么
让他们真正爱上白酒。

然而，在面对如何拉动消费
的问题上，白酒行业这几年似乎
对互联网情有独钟，从当年的“互
联网思维”到本届糖酒会上的“互

联网+”，似乎觉得不说点互联网
就显示不出白酒的新潮。于是，
糖酒会也从过去的招商卖产品变
成兜售模式，其中颇具“互联网+”
范儿的酒龙仓的展厅、1919 合作
者的招募会更是异常火爆，因此

“互联网+”也成为本届糖酒会上
最大的亮点之一。

毫无疑问，任何商业模式的
出现都是基于人的需要，互联网
之于白酒行业也不例外，但对于
绝大多数的白酒企业来说究竟是

“互联网+”还是“+互联网”呢，不
妨来看看二者之间有何区别。“互
联网+”的本质是传统产业的在线
化、数据化，并通过场景设置，对
接业务的多方主题；而“+互联网”
则是在原有业务的基础上，通过
互联网对接用户，达到从需求收
集到商品和服务发售各个环节的
整体能力提升。

退一步说，互联网的本质是
什么？毫无疑问是创新，白酒行
业也不例外，只要通过创新，无论
是渠道上，还是产品上，都具备互
联网的因素，不是非得用“互联

网+”去标榜自己。诚如本届糖酒
会上2015年度成长力商业模式奖
获得者山东温和酒业集团温河大
王酒，也没刻意用“互联网+”去包
装自己，而是通过引进国务院津
贴专家李克明教授、国窖1573酒
体设计师吴晓萍等专家聚焦产品
升级，并在营销上通过多渠道、跨
界等多头并举的措施整合营销，
承诺让消费者用中档酒的价格喝
到高档酒，用大众酒的价格喝到
中档酒，竭力为消费者服务，仅仅
几个月时间便取得不俗的成绩。

因此，对于白酒行业来说，无
论是产品的升级，还是全新商业
模式的打造，最终的目的是把酒
卖出去，并且让消费者能持续喜
欢你的产品，也就是说要聚焦消
费者，回归消费本质，而不是今天
一个概念，明天一个模式，后天一
个平台。白酒不是朝阳产业，也
不是夕阳产业，刚需永远存在，问
题是怎么挖掘，谁更懂得创新谁
就能制胜，要做行业的弄潮儿而
非随波逐流。

重构，一个必将被酒业
深刻理解的术语
□特约撰稿 杨永华
（观峰智业集团董事长、
中国中部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2015南京秋季糖酒会发
出中国酒业最强的声音，白酒
从调整期进入了重构期。从中
国酒业协会理事长王延才白酒
进入“深度重构期”，到茅台股
份的总经理王崇林都谈到了
“重构”。

重构，原本是计算机术
语。意思是程序在编，系统
重装的含义。经常用电脑的
人们都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
况，我们的电脑用一段时间
之后，就会出现系统反应慢，
或者软件不匹配的问题。这
个时候，我们都明白，电脑本
身的硬件没有什么问题，只
需要我们对电脑的软件进行
修复或者重装。

同理，当前，我们的市场
本身也没有什么问题。因
为，我们消费的基本面没有
发生根本性变化，因为需求
总量依然很大，需求能力依
然是逐步增长。我们现在遇
到的市场难题，绝大多数是
忽视顾客变化的问题，传统
的竞争思维是市场难题产生
的根源。我们提出重构思
维，就是基于当前市场本质
变化的判断。我们的消费需
求从生存型走向了享受型。
这种需求的本质性转变，要
求我们系统理解市场的变
化，重新思考企业进入市场
的路径。

从市场的角度讲，空洞
的品牌知名度时代已经结
束，顾客需要的是品牌和消
费者的利益关系。重构就是
要求企业转变王婆式的品牌
塑造思维，彻底改变推销式
的品牌传播方式，站在顾客
的角度思考，我们的品牌怎

么样与顾客发生黏性，怎么
样让顾客为我的品牌诉求从
内心发生共振。

升级价值是顾客时代的
主旋律。消费需求升级，

“猫”时代到来，就要求企业
关注产品价值的提升，而不
是竞争思维下的价格。我们
应该看见，无论是老坛酸菜
的成功，养元六个核桃的飞
跃，只要产品价值得到“基准
性”的提升，这种提升只要能
够进入消费需求的“敏感区
间”。消费者就一定会用钞
票为你的产品投票。

“小米”的成功，更多的
人愿意给他贴上互联网式成
功的标签，也就是我们通常
说的“标杆式”成功。在中
国，这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的“标杆式”成功已经是常态
化了。小米后台300多人用
每天近百场的各种活动，领
着粉丝们“玩”。这种“玩”就
是品牌黏性。传统的品牌塑
造就是追求品牌传播的“高、
大、上”，即能见度。重构期
的品牌塑造就是要追求品牌
与顾客之间的黏性，不仅做
到“品牌就在你身边”，更要
做到“品牌就在你心里”。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
信，转型，变革，整合不会是
解决未来市场困顿的对策。
重构，必将是一个被深刻理
解的市场术语。

□特约撰稿 肖竹青
（山东温和酒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5年秋季糖酒会的三个关键
词:论坛、e+酒、进口酒

编后：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今
年的秋季糖酒会在一场赞誉声中落下帷幕，三名专
家的观点各有所长，有激情，更有碰撞，为我们展示
了一场“声情并茂”的糖酒会。所谓的赞扬，是为了
更好的前行。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年的成都糖酒会，
更好地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