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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粮液投资者大会交流纪要： 

改革持续进行，明年四百亿收入目标 

 
会议时间：2017年 12月 17 日 

会议地点：四川宜宾 

 投资要点 

1.收入层面： 

明年营收 400 亿元收入目标（增速约 30%），十三五规划（上市公司 600 亿

收入）有望提前完成。1）价：稳步提升出厂价，渠道拉力拔高终端价；2）

量：明年预计五粮液酒投放量突破 2 万吨，到 2020 年实现约 3 万吨产能。 

2.渠道层面： 

百城千县万店工程持续推进，明年将完成约 1500 家专卖店、8000 家社会终

端和 100 家全国性连锁卖场的布局规模。同时线上线下渠道进一步融合，今

年新增渠道经销商超 200 家，未来将大范围投建五粮 e 店等新型终端模式。 

3.团队建设： 

公司积极推进人才引进工程，重塑薪酬结构。销售端今年新增约 260 名一线

销售人员，总计约 530 人，万店工程完成后有望达 1000 人，有效把控终端市

场。生产端员工今年平均薪酬提升 20%以上，未来新的薪酬体系建设将向营

销一线、生产一线倾斜。 

4.风险提示： 

高端酒销售不及预期，政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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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团董事长李曙光讲话 

（一）全年总结： 

今年面对行业的持续调整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总体实现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1～11 月，集团实现销售收入 732.8

亿元，同比增 10.9%；实现利润总额 134.5 亿，同比增 12.6%；收入、利润及增幅均创纪录。 

 

（二）重点关注问题： 

1、明年经济形势判断：将延续稳定向好态势，高端名优白酒为行业核心增量。 

我们预计，全球及中国经济将继续延续今年稳中向好态势。研究显示，一带一路的潜在白酒消费水平超国内消费量

2 倍以上，约达 2700 万吨（目前国内产量为 1300 万吨）。综上，白酒行业持续向好的基本面仍未改变。 

此外，近几年来国内消费结构升级明显，高端白酒消费已成为白酒行业的核心增量。前三季度，商超渠道高端白酒

增速达 38%，远高于行业 8%的水平。同时，白酒市场份额向名优酒类集中，前三季度前五大名优白酒企业销售收

入占全行业的 20～30%，利润总额占全行业 60%以上。 

 

2、公司将从品牌、营销、技术三方面进行战略创新，重塑五粮液白酒地位。 

公司三大战略：1）品牌战略创新。利用互联网形成的消费者互动模式，找到五粮液品牌定位和核心价值，提升品牌

形象；2）营销战略创新。利用平台优势和新型终端相结合，形成名优酒和区域地方酒比较竞争优势；3）工业技术

创新。把五粮液天然的产区优势、工艺技术优势和消费者的体验结合起来，形成以人为本的技术创新体系和健康消

费趋势。 

 

3、五粮液将通过三大产能战略提升就业规模，保障明年 2 万吨五粮液投放量目标。 

公司三大产能战略：1）通过释放车间的储备产能，保证明年新增产能超 2 万吨；2）启动 10 万吨原酒产能建设；3）

不断提升优质品率，同时开建 30 万吨原酒储存工程，将原酒的储存能力从 30 万吨提升至 60 万吨，充分释放白酒

的时间价值。 

从十三五集团发展目标来看，酒业比例将从 1/3 提升到 2/3，明年五粮液投放量将突破 2 万吨，继续保持 30%增长。 

 

4、加快终端营销体系建设，重夺终端把控能力。 

a）以核心终端建设为基础，向终端营销转型。公司万店工程建设重点在于终端，第一阶段已在全国 42 个重点城市

建设了 7000 家核心终端网点，新增 400 多家专卖店，总计达 1000 多家，明年将加快推进万店终端建设，实现 1500

家专卖店，8000 家社会终端，100 家全国性连锁卖场的布局规模。 

b）进一步加快线上线下一体的新模式。目前，五粮 e 店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郑州、成都、宜宾 6 个城市同步

成立，正在进行第一阶段测试，通过测试后将进行大范围建设，形成全新的终端体系。 

 

5、公司未来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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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品牌提升战略为二次创业核心工作。公司将始终坚持高端定位，实施“1+3”战略。1 指做精做细销售占比达 70%

的核心产品，3 指从三个维度打造专业品牌体系，一是打造高端品牌体系，二是实现人性化时尚化低度化；三是国

际化，实现“世界的就是中国的”。 

2）人才资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未来，公司在推动二次创业的基础上，积极引进创新性人才，充分利用高校资源，

结合刚性需求，实施人才专项培养。 

3）营销组织结构要根据阶段性的结果不断升级、调整，形成总部以销售管理和市场策划为主，区域以终端和品牌推

广为主。 

 

6、公司国际化重点工作。 

一是加快国际市场的建设，融入一带一路，推进国际化，加快建设欧洲、亚洲、美洲三大营销中心；二是将商业与

产业投资结合、将文化与经济教育结合打造国际化。同时公司也将加强与国际知名企业的行业文化建设。 

 

7、公司改革发展中具体问题。 

1）关联交易问题：对于必须发生的关联交易，一是坚持市场定价；二是控制关联交易的周期低于股份公司销售收入

周期；三是保持关联交易占股份公司销售收入占比呈下降态势。 

2）分红问题：加大对投资者回馈力度，加强与资本市场投资者的深入沟通，进一步改善投资者对公司的预期。 

3）关于定向增发的问题：证监会于今年 11 月 7 日再次批准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方案。总体上证监会是支持与

认同公司方案的，方案没有实质变化，发行有效期等原则公司正在按原计划、按程序进行。 

 

二、集团总经理刘中国讲话 

（一）简要总结： 

2020 年集团计划实现千亿目标。 

 

（二）五粮液酒方面： 

2017 年公司主要从品牌精度、渠道优化、价格管控等方面入手。 

1、品牌建设方面，公司进一步梳理品牌体系。以五粮液、1618 为基础升级产品，以五粮液低度系列引领国际化消

费。 

2、渠道优化方面，百城千县万店持续推进，空白市场快速拓展，渠道结构逐步优化。全年新增渠道经销商 234 家，

截止 10 月份，实现收入 3.5 亿元。同时公司在电商渠道的基础之上，与超市进行直供合作。 

3、价格管控方面，今年公司严格执行增量定价和违规减量等基本策略，使公司渠道流通价格由年初的 720 元稳步

上升到目前的 835 元左右。 

 

（三）系列酒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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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化品牌管理，推动产品升级，淘汰低端产品。 

2、夯实市场基础，加快终端渠道建设。 

3、启动新型渠道建设，探索新型销售模式。今年系列酒公司逐步推进与沃尔玛，中国移动，京东等的合作。 

 

（四）十三五期间发展措施：2018 年股份公司计划实现销售目标 400 亿元，增幅约 30%。 

1、强化品牌增长力，提升品牌力度。 

（1）品牌核心价值重塑梳理。 

（2）完成品牌形象升级。聘请全球顶级设计机构提供五粮液品牌形象系统解决方案。 

（3）完成品牌传播机制。统筹汇报公司品牌战略，利用互联网将五粮液模式和五粮液文化传递给消费者。 

（4）进一步梳理品牌，优化结构，成立五粮液管理委员会。 

2、持续提升产品结构，优化渠道布局。 

对高端产品重新定位，规划产品销售渠道，同时新高端产品原则上不再进行全渠道运输，而是特定渠道封闭运输。 

3、全面推行百城千县万店工程建设。 

三方面强化：（1）加快终端俱乐部建设。（2）强化核心消费者的培育。（3）强化河北三县等省的建设。 

4、开发从终端到核心消费者再到五粮液的信息化管理系统。 

5、直接打造营销体系，突破市场营销结构，快速应对市场变化。 

 

三、交流环节 

Q：2018 年最重要的前三项重点工作是什么？重压之下公司会不会出现操作变形？ 

A：重要顺序分别为品质、品牌、渠道、团队建设，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其次，五粮液面临的竞争格局非

常明显，前有标兵，后有追兵。因此，公司将保持战略地位，守正用奇。 

 

Q：费用管控情况？百千万工程中营销人员规划？ 

A：近几年公司在积极提升管理工作，推出费用管理和成本管理，销售费用稳中有降，未来在保证品牌战略的前提下

进一步进行精细化发展。营销团队方面，今年新增 260 名销售人员，目前总计 530 人，未来万店工程实现后将达 1000

人。明年会重点加强营销团队建设，力争薪酬体系高于行业均值。 

 

Q：明年 30%增长的详细拆分情况？ 

A：30%增长来源：预计五粮液明年将突破 2 万吨，增加 2000 吨；系列酒将突破 100 亿。分市场来看，华东市场明

年突破 100 亿，六个中心达到 20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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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五粮液在这一轮市场恢复过程中的专卖店建设情况？ 

A：公司最早开始实行专卖店建设。今年新增 400 家，目前专卖店数量约为 1000～2000 家。明年按照规划专卖店

数量至少增加 500 家，其中将重点完善县级市场建设，同时进行专卖店形象建设和信息化升级。 

 

Q：超高端酒？ 

A：将采取全新的运作模式。 

 

Q：二次创业外部团队情况？内部薪酬情况？ 

A：“千百十人才工程”实施以来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目前公司人才资源库国内人才存档已达几百份，包括营销、

生产技术工程、管理工程、金融工程等各个领域。同时，公司也启动了人才引进工作，最近引进的高端金融人才包

括哈佛大学金融工程人才、成都金融中心金融领域工作人才、同行业优秀的营销管理人才。 

公司人才工程薪酬的激励机制极具吸引力。新的薪酬体系建设将向营销一线、生产一线倾斜，力争优秀人才、员工

的薪酬达到甚至超过高管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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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创行业公司投资评级体系(基准指数沪深 300) 

公司投资评级说明： 

强推：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20%以上； 

推荐：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10%－20%； 

中性：预期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变动幅度在-10%－10%之间； 

回避：预期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跌幅在 10%－20%之间。 

行业投资评级说明： 

推荐：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指数涨幅超过基准指数 5%以上； 

中性：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指数变动幅度相对基准指数-5%－5%； 

回避：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指数跌幅超过基准指数 5%以上。 

分析师声明 

每位负责撰写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研究分析师在此作以下声明： 

分析师撰写本报告是基于可靠的已公开信息，准确表述了分析师的个人观点；分析师在本报告中对所提及的证券或发行人发表的任

何建议和观点均准确地反映了其个人对该证券或发行人的看法和判断；分析师对任何其他券商发布的所有可能存在雷同的研究报告不负

有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可能责任。 

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供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本报告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

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在知晓范围内履行披露义

务。 

报告中的内容和意见仅供参考，并不构成本公司对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本报告所载信息均为个人观点，并不构成对所涉及

证券的个人投资建议，也未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

状况。本文中提及的投资价格和价值以及这些投资带来的预期收入可能会波动。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

制、发表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华创证券研究”，且

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证券市场是一个风险无时不在的市场，请您务必对盈亏风险有清醒的认识，认真考虑是否进行证券交易。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华创证券研究所 

北京总部 广深分部 上海分部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26 号 

恒奥中心 C 座 3A 

邮编：100033 

传真：010-66500801 

会议室：010-66500900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香梅路 1061 号 

中投国际商务中心 A 座 19 楼 

邮编：518034 

传真：0755-82027731  

会议室：0755-82828562 

地址：上海浦东银城中路 200 号 

3402 室 

邮编：200120 

传真：021-50581170 

会议室：021-20572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