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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業步入調整陣痛期
高端銷售受阻 塑化劑等利空不斷

穗市區一手樓價大升35%

【本報記者高靜、李望西安五日電】第十七屆中國
東西部合作與投資貿易洽談會（以下簡稱西洽會）今日
在陝西西安開幕。本屆西洽會共推出1.2168萬個合作項
目，投資洽談館展位規模佔大會展位總量60%。且民生
項目達24.52%，投資額佔到34.47%。

據介紹，本屆西洽會共吸引60個國家和地區600多
個團組，2800多名境外客商參展參會，其中，港澳台客
商千餘名。主要設置有投資洽談館、新興產業館、境外
館、旅遊商品館、節能環保館等5個展館3000個展位，
總展示面積8萬平方米。其中，民生相關項目佔到
24.52%，投資額佔到34.47%；新興產業項目佔13.77%，
佔總投資21.64%；現代服務業項目佔27.79%，佔總投資
32.38%；環保節能項目佔6.35%，佔總投資8.4%。

陝西省內相關城市格外重視本次招商契機，如西安
分團篩選了總投資達3770.55億元（人民幣，下同）的
279個重點項目，比上屆西洽會增長79%。高新技術產
業、裝備製造業、旅遊業、現代服務業、文化產業等五
大主導產業類項目，佔項目總數43.7%。同時，有 「中
國科威特」之稱的能源城市榆林市，更是推出150個項
目，總投資達2560億元。

第十七屆西洽會自今日起截至下周二結束。

【本報記者劉衛東、通訊員姚秋爽深圳五日電】法
國電力公司（EDF）2012年度國際同類機組安全業績挑
戰賽近日在巴黎舉行。據悉，在頒獎儀式上，中廣核所
屬大亞灣核電運營公司再次摘取 「能力因子」和 「核安
全／自動停堆」兩項第一名。

「能力因子」和 「核安全／自動停堆」是國際核電
業界公認的最能體現核電安全管理水平和電站運營業績
的硬指標。其中，能力因子用來衡量核電機組的可用程
度，是機組發電能力的一項重要指標。近年來，大亞灣
核電站、嶺澳核電站4台機組的能力因子穩步提升，去
年度能力因子平均值達92%以上，已連續五年超過90%
，保持在世界先進行列之內。

法國電力公司國際同類機組安全運行業績挑戰賽是
目前世界核電領域最權威的比賽之一。

西洽會昨開幕 推逾萬項目

大亞灣核電獲國際安全獎

一向以高速裂變增長、推出高端產
品追求暴利的白酒行業，於去年底不斷
遭遇利空消息。從酒鬼酒被曝出塑化劑
含量超標以來，到中央 「八項規定」、
「六條禁令」的頒布，再到茅台和五糧

液因實施價格壟斷行為而被罰款4.49億
元（人民幣，下同）。A股市場上的白
酒板塊更是遭受重挫。

近年發展存在三誤區
四川省經信委主任王海林在接受本

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從 「塑化劑風波」
開始的系列事件，意味白酒行業，特
別是高端白酒正面臨轉變發展方式的問
題。

他指出，近年白酒行業發展有三個
誤區。譬如前些年很多企業都走高端路
線， 「似乎酒價越高，就代表酒的品質
越好，這是一個不好的取向。」同時，
在質量沒有提高的前提下，包裝高端化
成為流行趨勢， 「為迎合市場，很多酒
企選用高檔包裝材料、奢華的設計，通
過提高包裝成本來實現酒的高端品味。
」此外，很多酒企在營銷方式上總是瞄
準公務消費，而不是面向大眾消費來擴
大市場。

王海林稱，這種發展方式是不可持
續的。無論有沒有 「塑化劑風波」還是
中央 「八項規定」，白酒行業在長期發
展過程中一定會遇到一些問題來打破這
種不良格局。

從三月落幕的第88屆全國糖酒會上
看，商品成交總額為210.78億元，其中
酒類成交總額為119.1億元，相較於去

年同期舉行的全國糖酒會僅減少10.5億
元。但白酒產業發展勢頭已顯出 「疲態
」。以五糧液為例，該公司發布的年報
顯示，在白酒行業進入調整期的市場狀
況下，儘管去年收入增長逾30%，但今
年收入增長目標僅定為15%；從其今年
營銷經營計劃看，五糧液將力打造區
域和中高價位品牌，提高銷售量，同時
擴大中低價位產品市場份額，並將電商
發展提上日程，手研究開發適合五糧
液營銷的電子商務，由此折射出高端白
酒進入調整的行業大背景。

中酒協探討修訂標準
有業內人士認為，今年白酒行業增

速會繼續放緩，特別是高端酒的增長；
行業的供需格局也發生了改變，行業分
化會很明顯。

在酒企對自身結構進行調整的同時
，行業標準的修訂亦被提上日程。中國
酒業協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王琦在本屆
糖酒會主題論壇上透露，今年協會將重
點落實引導行業發展、轉變企業經營觀
念及修訂行業標準。

他表示，春節後中酒協已走訪了
十多個省（市），調研了解酒業現存
的具體問題，正探討對白酒行業所有
標準進行大的修訂和調整。但由於標
準的制定修訂過程繁雜、所需時間較
長，酒業協會將根據形勢變化，與國
家標委會、標準協會及全國白酒標委
會、全國釀酒標委會協調後才正式啟
動。最終標準的出台至少需要一年半
或者兩年時間。

廣州市國土房管局的數據顯示，三
月份廣州市區新建商品住宅網簽量價齊
升，均價同比大升34.9%至1.6817萬元
（人民幣，下同）一平方米；月內網簽
宗數同比更大漲五成至7131宗，環比漲

幅甚至達到六成。同期，二手房成交也
大增。來自區內房地產中介數據，當月
已實行網簽區域的二手房網簽量已超過
7600套。有房產中介預估，當月網簽所
得的交易佣金就高達2.85億元。

廣州市房管局的統計數據顯示，今
年前三個月，廣州各月房價同比去年同
期上漲幅度均超過10%，而三月份新建
商品住宅同比漲幅已經遠超調控目標的
上限。廣州市國土房管局負責人也承認
，去年下半年以來，廣州市商品住宅量
價齊升，調控形勢嚴峻。

本周交易量挫九成
廣州二手房三月成交同樣火爆，據

廣州陽光家緣網數據，三月廣州已實行
網簽區域的二手房網簽量已超7600套，
是原來的三倍多。據了解，部分中介的
成交宗數環比二月甚至高達四倍。

受惠二手房成交大增，三月中介的
佣金也大幅上升。對於未來房價走勢，
中介普遍看法樂觀，認為在穩定一段時
間後，還會繼續上升，但對未來成交則
較悲觀。其中，有中介指出，二手樓市
的成交量已在三月份提前透支，接下來
成交肯定會暴跌，這種現象或持續三個

月左右才能逐步趨穩。而從內地媒體綜
合走訪廣州各大房屋中介的結果也顯示
，四月剛過的幾天裡，交易量下滑七成
多至九成。

開發商同意 「國五條」的地方細則
在三月末陸續出台，對房產成交量及價
格有所影響，房價大幅上漲的可能性在
減弱，但並不意味房價會因此下調，因
為 「房子不愁賣」。

暨南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胡剛表示，
調控房地產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要調整預
期。現在，中央出台國五條雖決心明顯
，但各地出台的政策卻寬嚴不一。在這
種情況下，公眾必然會產生擔憂，覺得
房價仍會大漲，這也是為何國五條重拳
落地，樓市卻出現量價齊升離奇情況的
重要原因。胡剛表示，一個現實問題是
，現在廣州、北京等地前三個月的房價
上漲幅度已經快超出全年上漲目標，如
果政府不動真格，完成全年房價控制目
標將十分艱巨。

第十五屆上海國際車展將在本月二十一至二十九日
舉行，包括馬莎拉蒂、保時捷和寶馬集團旗下BMW等
國際品牌多款新型號車將在會上進行全球首發，上汽集
團也會在本屆車展上展出五大新能源車。

上汽集團在此次上海車展上，以 「創新綠能 驅動
未來」為主題，在E1、E2、E7和N2館超過1.2萬平方米
的展示區域內，展出8家整車企業110餘輛新車，10餘款
首發車型。強大的參展陣容為歷屆國際車展之最。

其中，將帶來榮威新750Hybrid混合動力轎車，榮
威550插電式混合動力轎車，申沃混合動力城市客車；
純電動方面，榮威E50純電動轎車，上海通用賽歐
SPRINGO純電動轎車，上海大眾朗逸純電動轎車；燃
料電池方面，自主品牌新一代輕量化燃料電池轎車。

瑪莎拉蒂將在本屆車展全球首發全新車型Ghibli，
這款車型定位於中型豪華轎車市場，對手包括寶馬5系
、奔馳E級等。將在上海車展正式亮相的2014款保時捷
Panamera S e-Hybrid，是根據目前的版本進行一系列
的調整。這些調整包括全新造型的前大燈、新前保險槓
、經過全新設計的後保險槓、新的LED燈組以及經過改
進的尾部設計。在官方正式發布時將會公布更多的升級
變化細節。

在本屆車展上，BMW Concept X4概念車將進行
全球首發，該概念車將運動多功能雙門轎跑車與
BMW X家族產品的特點相融合，開創一個全新的細
分市場。亞洲首發車型包括：全新BMW 3系GT、全新
BMW M6 四 門 轎 跑 車 和 BMW 運 動 旅 行 概 念 車 （
BMW Concept Active Tourer）。代表個人交通全新理
念的BMW i品牌的兩款概念車也會同時亮相。

合資企業方面，上海通用、上海大眾、上汽通用五
菱將帶來最新開發的概念車和量產新車，主要亮點車型
包括：別克、雪佛蘭、凱迪拉克品牌概念車；大眾品牌
朗逸新車，斯柯達品牌A級車新品等。

【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五日電】上
海寫字樓市場在經過二月的傳統銷售淡
季後，在三月份出現反彈。數據顯示，
上月該市新建寫字樓共成交18.9萬平方
米，環比二月大增66.43%，較去年同期
亦上升7.15%。雖然上海三月寫字樓市
場成交規模出現放量，但同期成交均價
卻環比下滑27.29%，至每平方米2.3萬
元（人民幣，下同）。分析稱，結構性
因素是造成寫字樓成交均價下滑的主因
，考慮到滬國五條配套細則並未對商業
地產構成影響，加之三、四月是傳統樓
市銷售旺季，預計本月該市寫字樓市場
成交量將延續前一月的升勢。

21世紀不動產上海區域市場研究
部經理黃河滔表示，三月上海售出的
寫字樓物業中，單套面積在百平方米

以下的套數佔比為89.43%，同時單套
總價在200萬元以內的項目，在所有項
目中的佔比也達到88.5%，這表明目前
小面積、低總價的辦公物業最受市場
青睞。而上月每平方米單價5萬元以上
的項目佔比僅10.41%，較二月份降低
10個百分點；每平方米低於2萬元的項
目佔比則高達66.08%，使上月辦公樓
成交均價下滑。

三月該市寫字樓新增供應面積暴增
至41.08萬平方米，較二月份翻了三番
，該供應體量甚至已超過去一季度的供
應總和。德佑地產商業代理部總監於芳
坦言，商業地產供應量的激增，表明當
前開發商對後期商業地產持樂觀態度，
預計本月商業地產成交量將持續回升，
而新增供應規模則可能出現小幅回落。

在 「塑化劑」 風波等一系列事件的影響下，中國白酒行業正步
入前所未遇的 「陣痛期」 ，同時產業結構正發生微妙變化。有專家
指出，未來 「天價酒」 將不再是酒企的 「主攻方向」 ，生產老百姓
喝得起的好酒也許才是渡過 「寒冬」 的有效策略。與此同時，中國
酒業協會正探討對白酒行業所有標準進行大的修訂和調整。

本報記者 向芸 甘球

H7N9禽流感
成為當下輿論焦點
，不少公眾人物也
十分關注事件。近

日網上就曝光了一封京東商城CEO劉強東
寫給員工的內部郵件，他在信中就有感而發
地表示，自己作為親歷二○○三年非典時期
的人，警惕大家「千萬」不要對禽流感掉以輕
心。若有員工因工作感染上禽流感，將是自
己的 「終身恥辱」，如果疫情持續惡化，他
寧願公司倒閉，也要停止營業。

在郵件中，劉強東制定了多條應對禽流
感的措施，較為 「貼心」的如食堂停止供應
豬肉、雞肉等肉類；如果員工有發燒咳嗽等
症狀，立即去醫院就診直至痊愈，工資、獎
金正常發放；如果有員工不幸感染禽流感，
所有治療費用由公司全額報銷。他又要求所
有員工一律取消出差計劃，謝絕所有客戶來
訪。但有些建議可能讓人難以接受，如員工
清明節不要出去遊玩，也盡量不要回鄉祭祖
和探親。

劉強東言論再掀熱議
劉強東此番語重心長的言論引發網友陣

陣熱議。其中，轉發的微博也被轉發四萬多
次，評論5千多條。不過，不少人覺得此舉
不離其 「搶鏡」本色，並認為這是一次漂亮
的公開和營銷。綜合網上留言，有人說 「大
嘴東哥」的形象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正面這
樣光輝過！ 「東哥太有愛啦支持」、 「領導

者都該如此」、 「做人先成功就有了企業的成功」。但
也有人郵件中稱 「各地食堂一律停止供應豬肉、雞肉等
肉類」，顯然是草木皆兵，也加重了社會恐慌情緒。

五季資訊合夥人洪波認為，一個企業對員工關心是
應該的，但就這件事而言有點誇大其詞。他指出，雖然
劉強東以自己親歷二○○三年非典身份展示在禽流感爆
發時對員工的親切，但目前的情況畢竟與上次非典不同
，以當時非典的狀況來描述不盡恰當。經濟之聲嘉賓主
持李光昱更直言郵件有炒作之嫌。他表示，作為一個企
業家也好，知名人士也好，隱瞞真相和過分誇大引導恐
慌同樣是沒有社會責任感的一種表現，拿一些跟老百姓
有厲害相關的事情來炒作更有失厚道和水準。

事實上，劉強東在微博上引起別人的關注已經不是
一次兩次了。去年八月十四日，劉強東在微博上向蘇寧宣
戰，發布微博共計11條，累計轉發和評論近68萬條。第
二天，他更是將微博作為與蘇寧大打價格戰的指揮所，
並順勢登上新浪微博當天「名人影響力排行榜」第一位。

近年來白酒市場發展
速度持續下滑，不少市場
人士認為該產業或已進入
「夕陽期」。白酒專家對

此並不認同。鐵犁指出，
以白酒產業過去十年的增
長速度而言，與經濟增速
比值不減反增，說明白酒
並不是夕陽產業。他認為
，過去十年是白酒產業的
「黃金十年」，其增速是

GDP增速的兩倍，而此
後它將步入 「白銀十年」
，儘管增速會逐漸放緩，
但仍將高於GDP增速。專家並稱
，今後一段時期將是白酒產業由亂
到治的過程。

知名白酒營銷專家鐵犁此前已
直言白酒產業的 「畸形繁榮」很不
正常，需要調整產業結構才能良性
發展。不過，對於此番行業的迅猛
調整，仍是讓鐵犁始料未及。他預
計，無論是輿論環境抑或政策影響
，都還將持續一段時間。今年八月
之後國家或出台相關政策扶持產業
發展。他表示： 「對於白酒產業的
未來，我始終抱有很大信心。」

同樣樂觀的還有白酒專家袁野
。 「從我入行就有人說這是夕陽產
業，但我仍未看見夕陽落山，夕陽
無限好，沒有近黃昏。」他稱，從
政府角度而言，制定宏觀政策、合
理分配資源、重視酒業發展是最重

要的舉措；同時搭建平台、整合資
源，助推酒企集體走出國門也是白
酒良性健康發展的一條可行之路。

對於白酒行業目前遇到的一系
列問題，鐵犁表示，應將其放在 「
白酒是繼續發展的產業」和 「白酒
是最健康的食品」這兩大前提下來
討論。比如塑化劑問題就是企業管
理上出了問題， 「白酒根本不需要
添加塑化劑，既不能改善品質，又
不能降低成本。」

袁野指出，塑化劑風波和相關
政策出台都不是白酒產業發展的困
難，真正存在的問題是行業無序發
展、無序競爭， 「小酒廠要突圍，
大酒廠要鞏固領土，加上資本市場
的介入，攪亂了整個市場。」他預
計，今後一段時期將是白酒產業由
亂到治的過程。

白酒業將步入白銀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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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多款名車上海首發

滬上月甲廈成交增66%

▲三月份上海寫字樓新增供應面積已超過去一季度的供應總和 本報攝

▶數據顯示
，今年前三
個月，廣州
各月房價同
比上漲幅度
均超10%。
圖為廣州市
白雲區一處
在建的商品
住宅樓

新華社

▲業內人士稱，今年白酒行業增速會繼續放緩，特別是高端酒的增長
；行業的供需格局也發生了改變，行業分化會很明顯 本報攝

▲未來白酒行業增速料仍高於GDP增
速 本報攝

▲酒業協會估計，行業標準的出台時間至少要一年半至兩年 本報攝


