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有黔酒川酒围堵，后有互联网时代生产营销之变局

竞争对手在变，鲁酒振兴该换战术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蔡宇丹

茅台一家酒厂纯利润
是鲁酒企业的5倍

一年两次糖酒会是中国食品
行业和酒类行业的具象化，即便
是一个不喝酒的人，到展会上一
转，也可以亲身感受白酒江湖的

“活色生香”。
在本届糖酒会主论坛上，中国

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陈立
平在解读食品终端布局的主题报
告中，提到了疫情对酒类的影响：
酒类产品销量1月份增长了154%，2
月份下降70%，3月份增长了20%。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发布的食
品工业数据报告显示，今年1-8
月，白酒行业增长-15 . 3%。2019
年白酒产量为2017年高峰值的一
半，但利润接近6000亿，达到一个
历史高点。整个白酒行业经过
2013年的断崖式下跌，2014年产
业结构调整，2017年恢复，2019年
才取得了这个成绩。白酒行业产
业规模在下降，但主营业务收入
和利润率水平都在上升。

白酒行业对上述数据是如何
感知的？在鲁酒品牌发展高峰论
坛上，关键词是“创新”。

2017年，山东出台了振兴鲁
酒的指导意见，圈出泰山、兰陵、花
冠、古贝春、琅琊台5家酒企，要把
他们培养为主营收入过30亿的全
国白酒知名品牌。2018年，山东省又
出台了强化这个指导意见的文件。

2018年，山东规模以上白酒
企业151家，利润总额59 . 6亿，而
四川白酒企业利润是山东的6倍，
茅台一家酒厂纯利润是鲁酒企业
的5倍。

媒体公开报道的数据显示，
2019年，300亿鲁酒市场有150亿
份额被外省名酒提走，营收达231
亿的洋河股份，除了江苏外，增长
最快的省份是山东。

这次济南秋糖会，让鲁酒军
团在家门口看清楚竞争对手到底
是谁。川酒、苏酒、黔酒……看看
他们在济南糖酒会上摆的阵势，
老江湖就能咂摸出门道来。

扳倒井副总裁张辉说，山东
白酒的竞争对手换了，以前是川
酒，现在是贵州的酒，尤其是茅台
系列酒，鲁酒要换战略战术了！

茅台信息化改造
互联网巨头都来助阵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注
意到，这几年，马云、雷军、丁磊都

曾到访茅台，互联网公司对于茅
台的频繁光顾透露了一个信号：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必须要引进
新的生产要素。茅台集团的一位
负责人曾说，不抓信息化，就等于
不抓创新。

2017年，茅台定下“智慧茅
台”战略。白酒企业最核心的资产
是发酵池，茅台拉来IBM“死磕”，
制曲环节传统工艺是人用脚踩，
做了几年试验，机械能模拟人的
踩踏动作，但制造出的大曲黄曲
率总达不到工艺要求。

尽管没有成功案例，但也前
进了一小步：酿酒工艺环节安装
传感器后，能自动收集记录生产

数据，为生产决策提供依据。
“智慧茅台”这场豪门挑战赛

吸引了互联网和ICT各路豪杰前来
打擂：阿里云提供算法来反黄牛；
茅台酒库用上了京东地空一体巡
检机器人代替了人工；今年4月、6
月、7月，茅台又分别与华为、浪潮、
中兴通讯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茅台年产能只有4万多吨，整
个茅台生产只能局限在茅台镇18
平方公里土地上，离开了茅台镇
的高粱和赤水河的水，就酿不出
茅台酒的味儿。在茅台镇，有
15 . 6万农户为茅台酒厂种植红
高粱，浪潮承建了茅台的原料供
应链平台，将15 . 6万农户的有机

高粱的种植，农资、收储、质检、打
款全部数字化。

茅台通过工业互联网打通产
业链，现在茅台酒的生产可以追
溯到这瓶酒的原料高粱和小麦产
自哪里，产于哪个车间，存放多
久，哪种技术勾兑，哪天包装，哪
天出厂，通过哪个物流部门运送
出厂，并且2000多茅台专卖店实
现实时监控。

“数据+经验”运用得越来越
成熟后，2019年茅台酒产量较近
30年来历史平均水平高出3吨多，
这对于天然稀缺性导致年产能不
到5万吨的茅台来说不啻是一个
惊喜。

鲁酒也在尝试
工业互联网改造

鲁酒军团中，花冠正在尝试
工业互联网改造。传统白酒营
销离不开渠道，对供应链的精
准管理一直是白酒企业的一大
难题，而一些经销商窜货扰乱了
价格体系。

2018年，花冠找到浪潮，要求
进行数字化改造。浪潮给花冠定
制了一套防窜货体系，2019年引
入质量码以来，花冠已经在4款产
品上申请了30万个质量码，做到
了零窜货，在防窜货上的人力成
本降低了30%-40%。通过一个小
程序，管理人员能实时看到经销
商、中央店的销量和库存，对经销
商精准返利；通过大数据分析制
定月度生产计划，比之前根据经
销商自报数据效率和准确度提升
了很多。

鲁酒标王时代，靠的是营销
模式的创新；工业互联网时代，数
据成为新的生产资料，这条路到
底怎么走？如何利用数字化手
段建立与消费者的新的连接，
建立信任关系？在塑造品牌时，
白酒行业讲故事的能力一直很
传统。在这方面，故宫和敦煌通
过数字化手段都曾展现过令人
惊艳的画面，讲出了非常有感染
力的故事。

今日头条旗下广告营销平
台巨量引擎高级经理耿爽说，
传统酒类要树立起文化自信，
要在文化价值塑造上进行横向
拓展，鲁酒振兴要利用好新国潮
这股趋势。

鲁酒振兴文化是优势。鲁酒
不缺文化，景阳冈和水浒文化；百
脉泉和李清照，和泉水文化；花冠
和菏泽牡丹文化……关键是用什
么载体把文化故事、品牌故事讲
好，尤其是和年轻人建立关联度，
让品牌年轻化？

耿爽说，现在有这么多新模
式，新渠道，新平台，为各种跨界
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她举例说，
2019年，泸州老窖和网红雪糕钟
薛高合体，推出名为“断片”的白
酒雪糕。泸州老窖的脑洞一开，网
友化身为段子手，微博自带话题

“白雪断片雪糕”阅读量高达1 . 3
亿，讨论量2 . 6亿。

这几年400岁泸州老窖画风
陡变，和各种品牌组CP，推出泸
州老窖香水，和彩妆潮牌“花西
子”合作，推国风定制礼盒；和
好想你合作，推出跨界月饼，持
续刷脸，就是为了抓住年轻消费
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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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第103届全国糖酒会在济南落下帷幕。“经济复苏，需要大型展会拉动与刺激。”本
届糖酒会上的招商广告这样写着。糖酒会在山东召开，给了鲁酒军团一个家门口观察竞争对
手的机会。那么，鲁酒竞争对手变了吗？鲁酒又该采取什么战略战术完成鲁酒振兴计划？

现在，鲁酒正在通过各大
电商平台走出去。以前，酒厂做
的是2B的生意，和渠道商打交
道，而2B和2C的逻辑完全不一
样，走出去，就要研究各地消费
习惯，营销水平要提升。

知乎上有一个帖子说，每
年3月都去成都参加春糖会，感
觉办得越来越LOW。糖酒会是
toB时代产物，现在都toC了，互
联网行业连银行都改变了，为
什么糖酒会还年年开？

食品和酒类行业是非常传
统的行业，从业人员基数庞大，
又不需要什么门槛，上到海归

精英，下到村镇小商，完全是
不同经历不同层次的几十万
人聚在一起，从一线城市下沉
到七八线，共同挖掘这个九万
亿市场。

渠道有多重要？6月1日，
董明珠在网上直播带货，创下
65 . 4亿的家电行业直播销售
纪录，靠的也是经销商在线下
获得流量，然后由董明珠在线
上直播间完成转化。格力离不
开经销商，但格力也在线上线
下融合创新。所以糖酒会还会
开下去，而整个行业需要的是
创新。

糖酒会是最好的招商方
式，曾经创造过“健力宝神话”。
这个上世纪90年代的一线饮料
品牌，在经过1990年北京亚运
会广告轰炸后，当年秋季糖酒
会成交额高达7.5亿元。

我们需要糖酒会这样的
一个空间和场合来进行思维
碰撞，看清行业发展趋势，进
行催化剂式提问，就像扳倒井
副总裁张辉在鲁酒品牌发展
高峰论坛上提问：高质量发展
时代，鲁酒发展高端白酒的核
心基因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
把它挖出来？

鲁酒发展高端白酒，如何把核心基因挖出来？
延
伸
阅
读

糖酒会上，来自各地的酒企使出浑身解数推销自己的产品。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周青先 摄

今年秋糖会开幕第一天，来自
广西柳州一家卖新派螺蛳粉的展
台吸引了各路螺蛳粉爱好者。当天
上午，这场展台就接待了2000余人
次，和百余代理商、加盟商达成合
作意向。

自热小火锅和螺蛳粉为什么
会在2020年闪亮登场？螺蛳粉煮起
来很麻烦，为什么还会成为消费者

“方便速食”时的最爱？“因为螺蛳粉
好吃，好吃是第一生产力。”全球第
三大个案研究公司益普索中国资
深研究总监王晶说。益普索的数据
显示，仅“螺蛳粉”这个单品今年5月
份销售额就达3.9亿元，这个数据背
后，是餐饮食品化的消费新趋势。

但除了自热小火锅、螺蛳粉
外，你还能说出几个餐饮食品化的

网红食品呢？
王晶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

牛肉、羊肉、猪肉进口国，占国际市
场肉类贸易总量的近1/4，去年中
国牛肉进口量103 . 9万吨，超过美
国跃居世界首位。2019年，全球植
物肉市场规模为121亿美元。中国
的植物肉市场起来了，对国内的

“肉荒”将是一个有效补充。
益普索调查显示，消费者对

于无糖、减糖食品的认同度已经
接近40%。王晶说，这个数据已经
非常高了，哪些企业能抓住这股

“减糖红利”？
目前市场上能找到的无糖、减

糖食品只有面包、饼干、燕麦片等
少数品类。

那么，整个食品行业创新力不

足的根源在哪儿？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

张京玉发布的食品工业数据报告
显示，2019年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
业实现营收92279 .2亿元。这个9万
亿元规模的行业，营收超百亿元的
七八十家，超千亿元的企业不过15
家。上述数据暴露了国内食品行业
的现状：产业集中度在提升，但低
小散、粗放式生产并存；行业品牌
价值凸显，但自主品牌的创新力度
不够；整个食品工业规模巨大，但
有效供给不足。

张京玉说，食品工业是一个一
二三产业融合的行业，创新就要跨
界融合，需要通过大企业发展带动
小散弱。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蔡宇丹

一个月卖了4亿，螺蛳粉凭什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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