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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

（上接 B09 版）

14 家“僵尸车企”被强制退市引发市场连锁反应

“僵尸酒企”该何去何从？
分析一：
“僵尸酒企”
不利于酒业健康发展

分析二：应建立“僵尸酒企”
退市制度

空空如也的窖池

提起僵尸酒企，许多正常生
产的白酒企业意见很大。他们
认为，僵尸酒企的存在，不利于
酒业健康发展，甚至已严重阻碍
酒业的发展步伐。
“同样拥有白酒生产许可
证，我们的酒是不惜成本用粮食
生产出来的，而那些半死不活的
酒企，工厂从不冒烟，有的是从
外地买回来一些纯粮基酒，有的
则直接购买食用酒精勾兑，从而
导致白酒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引
起消费者对白酒行业的误解，不
利于行业发展。”河南一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白酒企业负责人说。
对此，河南九度智力机构董
事长马斐认为，僵尸酒企的出
现，历史遗留问题是一大诱引。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一句
话叫“当好县长，办好酒厂”，因
此酒厂成了许多县里的经济支
柱。加上生产资质审批不严和
受经济利益的驱使，白酒企业一
窝蜂上马，最终导致白酒企业数
量过剩，一部分发展不好的白酒
企业渐沦为僵尸酒企。
随着 2001 年以后国家不再
颁发新的白酒生产许可证，僵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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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峰快递加盟13783595572

●国贸360南门对面旺铺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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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既然白酒是高度市场
化的产品，白酒生产许可就不应
该一刀切，而应该实行限制性发
展。有白酒生产能力的企业可鼓
励生产，没有生产能力的就应该
撤销其白酒生产许可证，从而推
动白酒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生产
出真正让消费者喜爱的优质酒，
放心酒。

●旺铺底价转让6562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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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类 设计装修

针对“僵尸酒企”，酒类行业
应该建立退出机制，打破白酒生
产许可证终身制，建立起有进有
出、优胜劣汰的动态管理机制，督
促落后的企业加大技术改造、转
型升级；如果达不到，也可以通过
兼并重组来不断地提高酒类生产
企业的生产集中度。这样能够促
进酒类企业做大变强。

装饰培训收徒400-044-4561

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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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生产许可不该一刀切

●知名火锅转15803872976陈

瀛手编气球玩偶、
庆典气球

有可能会实行退市制度，不过具
体要等国家相关政策。
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副会长、
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认
为，白酒与汽车行业还不完全相
同，白酒属于高度市场化的产品，
国家也允许通过资产重组、迁址、
招商引资等手段把酒企盘活。虽
然现在不发新的白酒生产许可证
了，但每年都有产能落后的白酒
企业被淘汰，白酒生产许可证被
撤销。不管怎么说，白酒行业大
的发展趋势是好的。
“现在许多酒企都在并购重
组，稀缺的白酒生产许可证也是
一种无形资产，理应可以作价，可
以买卖。”山东温和酒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肖竹青说。

记者手记

●编气球也能发大财，
廊坊沐

招商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疏通钻孔88888950清化粪池

酒企的白酒生产许可证则重新
焕发了生机，转让、收购现象此
起彼伏。
“2002 年 至 2012 年 是
白酒发展的黄金十年，也是白酒
生产许可证买卖最猖獗的十
年。我参与买卖的白酒生产许
可证就有 5 个。”一位从事酒业
市场研究的人士透露。
而那些依靠买卖白酒生产
许可证生产的白酒，
“ 最容易出
现以次充好的现象，还有一个后
果是产品质量不稳定，因此对行
业管理和消费者的行业信任都
会造成不良影响。”
马斐说。

不同行业有不同的市场规
则，不同领域也有不同的操作规
范。那么，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
的酒类行业，大量存在的僵尸酒
企该何去何从？
贵州仁怀市一家酒企负责人
刘先生说，没有生产能力的酒企
才会靠卖白酒生产许可证赚钱，
而白酒生产许可证的买卖，不仅
造成行业不公正、不正当的竞争，
还会引起管理的腐败，
理应叫停。
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上述相关人士介绍，白酒生产许
可主要受到粮食战略和环境战略
的限制。对于拥有白酒生产许可
证的企业，目前采取的是自生自
灭的方式，还没有哪家企业主动
注销白酒生产许可证。对于没有
市场前景的僵尸酒企，下一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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